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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邪歪曲歷史再辱國
謬論圖「妖魔化」中央 建制指港有必要加強國民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在立法會議員就任宣誓儀
式上未依法宣誓，高等法院原訟庭及上訴庭先後裁決兩人喪失就任立法會議員資格。兩
人昨日舉行記者會，宣佈他們將會向特區終審法院上訴，聲言他們對在宣誓時發表辱國
辱華言論並不後悔，游蕙禎更公然抽南京大屠殺的水，聲稱「共產黨當時出賣中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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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是凌辱中國人的禍首」。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梁游兩人公然歪曲歷史事實，說
出連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也說不出口的謊言，企圖將中央「妖魔化」，挑動港人仇恨中央
的情緒，無知已不足以形容，實為無恥之尤。

梁頌恆及游蕙禎昨日特地在高等法院門外舉行記者會。游
聲稱面對「不義」的中共政權，兩人不會退縮，又稱他

們與其律師團隊已經找到「新法律觀點」，包括「三權分
立」、立法會的「獨立性」及立法會選舉是否有效等「核心問
題」，並會於12月28日上訴限期前向特區終院提上訴。

篡改史實 抽南京大屠殺水
被問及會否改變她宣誓時使用「支那」等字眼的立場
時，游蕙禎聲稱，她的立場不變，又稱前日（13 日）是日
軍攻陷南京城、導致南京大屠殺的日子，「共產黨當時在
延安大本營等候收割漁人之利，之後竟利用日軍遺留下的
武器及資源發動內戰，出賣中國人的血。共產黨才是凌辱
中國人的禍首。」
游蕙禎其後更在 facebook 發帖稱：「中國共產黨『繼續將魔
爪伸向香港人』，面對一個『如此不義、毫無契約精神』的政
權，我們絕對不會退縮……即使這場官司獲勝，在中共大軍壓
境之下，都只是換來一個保護罩，香港最根本的問題仍未得到
解決，最後抗爭運動勢必回到街頭。」她更稱會「積極配合」
近日美國討論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云云。

何俊賢：國共攜手抗戰獲公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眾所周知，在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民政府正面迎戰，共產黨則在敵後戰
場牽制日寇，這已經有歷史公論。游蕙禎在宣誓時公然以日本
侵華時的「支那」兩字辱國辱華，且死不認錯，可見此人不知

悔改、寡廉鮮恥，更妄圖利用國際上對歷史的各自表述為自己
的辱華行為開脫，反映香港實有必要加強推行中史及國民教
育。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批評，梁游借南京大屠殺這歷史傷痛來
「抽水」，更公然歪曲歷史，試圖挑動港人仇恨中央情緒，將
中央「妖魔化」，從而達到推動「港獨」的目的。事實上，在
南京大屠殺前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合作，共同對抗日
軍侵華。其後，國民黨單方面撕毀「雙十協議」，是中國內戰
的作俑者，游蕙禎試圖貶共產黨而抬國民黨，實令人難以理
解，或反映其知識水平應當提升。

何君堯：不悔改無是非太無知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指，梁游的言論反映兩人死性不改，圖以
歪理連篇為自己開脫，甚至淡化日本侵華的暴行，是非不分、
思想含糊，更以此來掩飾自己的辱國辱華言論，令人齒冷。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批評，梁游兩人自以為認識國家的近代
史，當初就不應以日本侵華時侮辱中國人的「支那」一詞來侮
辱中國人以至全球華人，兩人是次再抽南京大屠殺的水，突顯
他們對政治及歷史的無知，不斷歪曲歷史來圖為自己開脫，全
港市民都應譴責。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坦言，年輕人犯錯是很正常的，一旦犯了
錯就應該自我檢討，可惜梁游兩人毫無自我檢討的意識，更不
斷以歪理來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一次又一次在傷口上灑鹽，
肆意製造更大的政治風波掩飾其辱華言論，除了無知，他再找
不到其他詞語來形容兩人。

梁游六宗新罪
1. 反口覆舌曾稱怕上訴導致人大再釋法今又提上訴
2. 為自己開脫公然歪曲歷史
3. 煽動支持者再上街搞亂香港
4. 圖勾結美國反華勢力干預中國內政
5. 濫用公帑拒絕回水
6. 永續眾籌圖要市民為自己埋單

梁游揚言賴賬 議員敦促回水

網民鬧爆
「永續眾籌」
Wing Ha Kwong：回咗水先講啦！
Roy Ho：支持你賣樓賣屋來上訴，我一分錢都唔捐的。
Sauwai Chan（陳秀慧）：佢哋 19 號就要找立法會條數，28 號前
要入紙上訴仲眾籌緊，隻字不提破產係咪選項，籌唔夠又會點？
淨係仲講籌籌籌。有俾人申破風險，繼續叫人籌錢去佢戶口，呢
個咩玩法？
羅子軒：得四十幾萬，仲差咁多錢都大事（肆）宣佈要上
訴！原來為咗再交多啲戲呃啲傻仔，繼續捐錢俾（畀）你
哋，真係呃得幾多得幾多！
Lam David：明知不可能籌到上訴按金，仍打着這支旗號作最後
衝刺抽油水……欺騙市民的捐獻據為己有……到了限期到佢哋
就會宣告因為籌款不足、上訴計劃失敗。那錢呢？當然是自己
袋落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
邪」梁頌恆及游蕙禎在宣佈將向特區終審法院
申請上訴的同時，表明要再搞「眾籌」，又聲
言立法會秘書處追討他們的議員薪酬以至預支
的津貼「沒有理據」，拒絕回水。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批評，其薪酬及津貼是納稅人的公帑，
兩人應當回水，而薪津是為了讓議員開展其工
作，並非生活開支，他們要求梁游公開交代有
關款項的去向，以阻止有人私吞。
游蕙禎昨日在記者會上，稱他們須於下月前
交出 160 萬元按金，完成向特區終院上訴的程
序，又稱他們至今籌得 44 萬元，已用作支付律
師費，並稱會繼續眾籌，目標是 500 萬元，

「籌得款項才可完成上訴申請，懇請大家支
持。」他們又聲言，其法律顧問認為他們毋須
歸還其議員薪金及預先申領的各項津貼，故他
們不會在立法會秘書處設定的本月 19 日期限前
「回水」。

行管會必有跟進行動
此言一出，網民鬧爆（見表）。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指，行政管理委員會一定會跟進梁游兩人退
還薪津的事宜，並會在稍後舉行會議後決定向兩
人採取什麼行動。行管會成員、自由黨黨魁鍾國
斌指，行管會先在限期前發信提醒梁游兩人還
款，若他們仍拒絕還款，行管會就需要再討論下

饒港生：上訴用嚟拖住立法會條數，既然無錢還，籌得幾多就幾
多 ，用嚟做生活費。咪話睇死佢，最後都要走佬。
Patrick Jones：眾籌有無賬目查，有，係（喺）邊度查；如果
無，梁游就可以肆意使黑錢，仲要係政府（陪）使至少160萬。
Bruce Lee：如果違法即使是民選總統亦會落台，更何況梁游只是
不能通過宣誓的喪失資格候任議員？
Alex Wong：加油，你們沒錯！錯在係你生於
呢個時代，你應該早七十多年出生，可以名正
言順做漢奸。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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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對策，包括採取法律行動追討等。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指出，梁游兩人已非議
員，追討其預支的立會薪津是合情合理的，倘
兩人認為追討不合理，理應以正常法律程序處
理，而非欠債不還，大耍無賴。他質疑，兩人
一次過預支一年立會開支的行為，有夾帶私逃
之嫌，行管會有責任盡快追討。

要求交代公帑去向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強調兩人必須還款，「佢
哋當然唔想還喇！正所謂財到光棍手，點會有
回頭？」他質疑兩人申領的近 200 萬元公帑，
至今去向不明，「這些錢是否全部買了食物，
洋酒及靚衫？」令人更擔心的是梁游或會將款
項轉移，再申請破產，近 200 萬元就會「凍過
水」，到時「真係陰功」，他要求兩人公開交
代公帑的去向。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表示，立法會早有規定，
相關的津貼屬於預支性質，梁游有單據的話，
就應以單據向立法會秘書處申報，同時退回預
款，這是天經地義的，不容抵賴。倘梁游繼續
拖數，秘書處應考慮在限時屆滿立即採取行
動，開展法律程序追討。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強調，開設辦事處等相關
津貼是公帑，容許預支旨在方便議員展開工
作，必須謹慎運用。兩人已非議員，身為一個
有承擔的人就應該將款項退還立法會，梁游兩
人竟賴皮拒絕退款，非常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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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儀式發表辱國
言論的「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被
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兩人昨日宣佈會
向特區終院上訴的同時，表明自己會
「走數」，不償還合共186萬元的議員酬
金及辦事處預支營運開支。市民均批評
游梁兩人不知所謂，認為兩人必須回
水，否則特區政府就應禁止兩人出入
境，及凍結其資產，直至兩人償還全部
欠款為止。
陳小姐直言不喜歡游梁兩人，稱香

港一直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兩人宣
揚「港獨」及辱華辱國的言論並不代
表港人。對於梁游稱有關的 186 萬元已
獲發款項，被追討「沒有合法性及理
據」，故無意償還，她直言該筆款項
是給予為港人、為社會做事的議員，
兩人什麼都沒有做過，就不應該收受
該款項。
陳小姐續說，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
向辛勤工作人士支付薪金是應該，但他
們二人「得個講字，一定要嘔返出
來」，並建議倘兩人繼續拖欠不還，特
區政府應禁止兩人出入境，及凍結兩人
資產，直至他們還清欠款為止。
冼先生認為，梁游兩人不應再上訴至
特區終院，「輸硬啦」，並勸諭他們
「咪搞嘢」，不要再浪費納稅人的錢。

他強調，由宣誓風波至今，兩人一直未
有盡立法會議員職責，更令立法會陷入
亂局，搞到要人大釋法，「不知所
謂」，而兩人拖欠的 186 萬元款項是公
帑，是納稅人的錢，「不還不還終需
還」，要求他們盡快償還。

促收手 還社會安寧
周先生強調，兩人從未為港人做事，
更鼓吹「港獨」，搞到立法會「立立
亂」，至今仍死心不息上訴，影響香港
長遠發展，希望兩人盡快「收手」，讓
社會回復平靜。而兩人既然已被褫奪議
員資格，就應遵守規則交還酬金，「輸
咗就要遵守遊戲規則。」該筆款項是公
帑，兩人「一定要還錢，要對香港人有
交代」，若二人堅拒還錢，特區政府必

須提出法律行動以維護香港人利益。
盧先生直言，梁游兩人態度囂張，從
沒為市民服務，更濫用選民對他們的信
任，是「廢人」，「相信選民見到佢哋
咁都冇眼睇。」兩人既不曾做事，更利
用公帑「搞搞震」，當然要交還酬金。
倘他們繼續不還款，特區政府應採取法
律行動，「拉佢哋坐監啦！」
卓先生認為，兩人一直鼓吹「港
獨」、意圖破壞「一國兩制」，被取消
立法會議員資格是咎由自取，而兩人拒
絕交還186萬元公帑是不負責任的，「公
帑是市民嘅錢，佢哋已經唔係議員，憑
咩再拎住啲錢！」他促請兩人不要再漠
視立法會的規則，特區政府更應緊密跟
進，盡快促其還錢，「唔好就咁放過佢
哋。」
■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