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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政治檢控」說法污衊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梁游被
「終極DQ」，各建制派政黨指，兩人明
顯違反了基本法中關於宣誓的規定，法庭
判決彰顯了法治和公義，並批評梁游反指
判決是「政治檢控」，這是對法院和香港
法治的污衊和抹黑，輸打贏要。

李慧琼：終院決定維護法治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表
示，尊重終審法院拒絕受理梁頌恆及游蕙
禎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上訴許可。
「我們認為終院的決定，是基於梁頌恆及
游蕙禎二人當日在就職宣誓的莊嚴場合
上，完全違反基本法及《宣誓及聲明條
例》的宣誓規定。我們認為，終院的決
定，有效維護了基本法、香港法治，以及
立法會的尊嚴。」

周浩鼎批梁游為惡行開脫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批評，梁游聲
言是次判決是「政治檢控」，是對法院和
香港法治的抹黑和污衊，為自己的違法惡
行開脫。

葛珮帆：判決大快人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則認為，判決

大快人心、彰顯公義。

黃國健：無理據須回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特區終

院拒絕梁頌恆游蕙禎兩人的上訴申請是意
料中事，因為兩人的上訴理據薄弱。由於
兩人未曾履行議員職責，與最近被裁定喪
失議員資格的4人有分別，因此認為他們
應該歸還領取了的薪津。

梁美芬：議員須效忠國家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

示，終院毫不含糊地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
息：依據基本法，議員必須效忠國家。她
指出，效忠國家不僅是議員必須遵守的法
規，也是每一名中國公民必須遵守的法
規。梁游案最大問題在於他們企圖將國家
與香港分開，這違背基本法的法理原則，
違反「一國兩制」。

葉太：上訴庭判詞清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原訟庭及上
訴庭的判詞已很清晰，議員需要嚴肅、
認真地宣誓，才符合基本法及相關法例
要求。梁頌恆及游蕙禎聘請的兩名代表
律師均非常資深，終審法院也不接受他
們的理據，故估計「瀆誓四丑」可上訴
的機會不高。
公民黨則稱對終院判決表示失望，聲言

特區政府「為虎作倀」，利用釋法及法庭
「清除異己」、「破壞『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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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鬼拍後尾枕」「補選」大過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雙
邪」被特區終審法院拒絕其上訴許可
申請後死不認錯。梁頌恆聲稱，對終
院拒絕批出上訴許可感到非常失望，
並質疑政府「濫用司法制度」，又稱
終院裁決「承認法律有追溯力」，會
為香港帶來「災難性影響」。游蕙禎
則聲言希望市民不要因是次判決放棄
香港，還有很多人仍「默默忍受打
壓」云云。
明明是因為自己播「獨」辱華宣誓

不符法例要求，最終喪失立法會議員
資格，梁頌恆昨日卻推卸責任，稱選
舉結果「輕易被推翻」、「看不到參
與選舉的意義何在」。他聲言，特區
政府「不停濫用司法制度」，「對付
仍會為公義公道發聲的香港人」云
云。
他續稱，希望「有良知的香港人」
會支持「為公義犧牲的人」，不能

「獨善其身」。他又聲言，沒有民主
制度，法律「只會保護政權」，不會
保護人民而是「治人民」，希望未來
更多「政治犯」、「良心犯」上訴
時，法官「不要對公義視若無
睹」。
游蕙禎則謂，他們是面對「法治價
值觀轉變」而受到最大打擊的人，並
聲言入不到立法會亦會有「另一片天
空」，「有很多很多事等着我們去
做」。
梁頌恆亦聲言，未來會參與「街頭
抗爭」，而接着半年亦有不同「抗爭
者」的司法案件，他們會「想方法支
援」。
被問及會否參加補選，梁頌恆稱，

他們「負擔不起」訟費，估計最終要
申請破產。根據法例，若兩人破產，
將無法參加補選，游蕙禎則稱︰「恐
怕今天答不到會否補選。」

「青症雙邪」被終
極DQ，邊個最開心？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

淑莊，在fb分享有關新聞時，最初僅說一句：
「政府唔好搵藉口拖延補選！」結果被網民插
爆鬼拍後尾枕，眼中只得補選：「人地（哋）
屍骨未寒你就即刻沖（衝）出來講補選！」心
虛的陳淑莊即鬼祟修改帖文當冇事。
陳淑莊被網民鬧爆。曾經做Cheap禎（游
蕙禎）「議員助理」的王俊杰就在陳的fb留
言：「落力啲吮！」「Morris Leung」也揶
揄：「最緊要有得補吮，泛民爭議席同老友
記啲關愛座一樣咁重要！」
「Chow Kent」聲言：「個位係本土派，就
算係補，都比（畀）返青政或本土派，何來泛
民來染指！」「Tamaki Wong 」也稱：「梁
游落馬好×慘，你想做嘅唔係幫佢哋搶返隻

馬，而係想搶佢哋隻馬嚟騎？
OK，補選嘅時候我識點做。」
由於俾人鬧得太勁，陳淑莊鬼
祟改帖，加翻「好失望，終院拒
絕批出上訴許可。……民主派下
一步要做的，就係唔可以俾政府
搵藉口拖延補選，唔可以流失呢
兩個議席俾（畀）建制派！」
「Gerselle Cheung」就揶揄：「
好肉酸呀你陳淑莊，人地（哋）
屍骨未寒你就即刻沖（衝）出來
講補選。……鬼拍後尾枕，唔小心講左
（咗）真心話，即刻編輯補飛！」
其實大家唔好剩係怪陳淑莊，呢個係公民

黨「官方立場」嚟㗎！在公民黨fb回應「雙
邪案」時就有咁樣一段：「公民黨要求特區
政府，應立即就本案造成的議席出缺安排補

選，不要作任何拖延。公民黨警告特區政
府，不要藉辭任何借口，將這場補選與其後
的補選合併。公民黨會聯同其他民主派，一
起力保該議席不落入建制派之手。」
講到尾，梁游已完，就梗係要「向前看」

啦，政治現實係咁㗎啦，搵食啫，好出奇
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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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鬼祟修改帖文。 fb圖片

立會排「獨」大快人心
終院裁決彰顯釋法權威 判決公平公正公義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余國春表示，特區終院的裁決令梁游

宣誓播「獨」閙劇終可結束，並再次證明任
何人都不可以挑戰法律的權威及尊嚴，否則
定要負上法律責任，承擔法律後果。

余國春：「獨」入立會注定失敗
他批評，梁游兩人在宣誓時辱國播

「獨」，對年輕人造成極壞的影響，而是次
的判決是對「港獨」分子的警告：他們妄圖
混入立法會注定失敗，而任何挑戰憲制底線
的行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林樹哲：勿輸打贏要添撕裂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

主席林樹哲強調，人大釋法具法律權威地
位，相信終院作為香港法制的最權威機構，
是以法律為基礎作出的判決，大家都應該尊
重，並希望別有用心的人不要再「輸打贏
要」，事事都與政治掛鈎，將一切問題都政
治化，令香港社會更加撕裂。

王國強：污辱祖國須譴責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

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國強表示，梁游兩人
污辱國家及中國人的行為必須予以譴責，而
終院是次裁決彰顯了香港的法治精神，再次
證明分裂國家的行為在香港必受到法律制
裁，更可以儆效尤，希望今後立法會議員均
應依人大釋法認真宣誓，切實履行好自己的
責任，服務市民。

梁亮勝：煽「獨」必失敗收場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梁亮勝表示，是次裁決告訴了廣大市民，香
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大家都要尊重法律，才
會有公平及正義，才能維護香港法制價值；
告訴那些不尊重國家法律及國家尊嚴、民族
尊嚴者，違反廣大市民利益的一切言行都得
不到法律的支持；警告所有在港鼓吹「港
獨」走極端路線者，唯有放棄他們的「港
獨」言論及思想，返回支持香港發展的正
軌，才是正道，若繼續堅持搞「港獨」，在
港不但無立足之地，且注定以失敗收場。

李秀恒：低能動作嘥公帑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廠商會會長李秀恒
批評，反對派議員整天只想爭取曝光率，搞
些意識形態的低能動作，浪費社會資源，大
部分市民對這種議政表現由新鮮變得厭倦，
繼而憎恨：「看到他們很不滿立法會，整天
都在想辦法搗亂，除了為支取薪金外，我想
不到有其他原因，終院這次取消了梁游的資
格是大眾市民希望得到的最好結果！」

王惠貞：不誠實宣誓必受制裁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

惠貞指出，香港是多元化社會，存在不同聲
音，都可以求大同存大異，但一切都要在維
護香港整體利益，維護「一國兩制」，遵守
基本法的大前提下進行，否則議員若作出不
誠實的宣誓，必受到法律制裁。是次「終極
判決」向日後所有有心參選立法會者講清
楚，一定要本着愛國愛港服務廣大市民的宗
旨去做事。

特區終審法院昨日拒絕向「青年新政」梁頌恆、

游蕙禎批出DQ案的上訴許可，意味兩人喪失議員

資格成為定案。香港各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均表示，特區終院裁決再次彰顯了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威。是次判決公平、公

正及公義，說明任何人只要抵觸法律底線必受到法

律制裁，而將違法亂港的「港獨」分子逐出立法會，完全符合香港主流民

意，可謂大快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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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宣誓無效被撤銷議員資格的
案件，終審法院昨日拒絕批准二人上訴。終院的裁決讓公眾
清楚明白，梁游二人的宣誓違憲違法，法院依法撤銷二人的
議員資格的決定不可挑戰。二人終極敗訴，更顯示本港法院
尊重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憲政體制，維護了基本
法和人大釋法的權威，彰顯依法辦事的法治精神。二人「翻
案」機會渺茫，仍不計後果提出申請，企圖自恃「民選議
員」身份不守法律，更攻擊裁決對香港具「災難性」，充分
暴露二人及其背後的操縱者、支持者不尊重法治，繼續以政
治凌駕法治。判決表明，「一國兩制」下「港獨」活動沒有
任何空間。

梁游二人儘管在原訴庭、上訴庭連輸兩場官司，但仍不放棄
博取翻身的最後一線機會，不斷以「三權分立」原則下，法庭
不應干擾立法機構事宜為由，以圖取得終極上訴的「入場
券」。二人更強調，作為兩位民選的代議士，上訴是尋求以法
律捍衛選舉結果和選民權利。

最終，終院三位法官以梁游二人無可爭辯的合理理據為由，
拒讓二人提終極上訴。其實，上訴庭裁決二人敗訴的判詞已指
出，基本法有最高法律地立，凌駕立法會之上，普通法的不干
預原則，不能妨礙法庭執行基本法的憲制責任。立法會議員無
論是地區直選還是循功能組別參選，均必須按照基本法要求，
擁護基本法及在其框架中行事；根據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104
條的釋法，法院的審理並不損害立法會的權力和功能，或削弱
選民給予立法會議員的民意授權。

此次，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表明，根據人大常委會釋法，
只要有人宣誓不真誠及不莊嚴已等同拒絕宣誓；當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李義質問，法庭是否有空間就釋法內容作出增減，代
表梁頌恆的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克亦指不是要挑戰人大釋法

權；李義還指出，梁游二人雖然是由市民投票選出，但宣誓時
不符合要求，就等同「自己令自己失去資格」。

可見，本案在法律上根本沒有挑戰空間。二人宣誓時的言行
舉止不符合基本法、人大常委會釋法及本港法律中有關莊重、
嚴謹、真誠宣誓的規定，法院裁定二人宣誓無效，喪失議員資
格，正正是嚴格依法判案、堅守法治。

梁游案經過多次審訊均得到同樣結果，明確公職人員宣誓的
法理原則：一是議員當選後、上任前必須按法律規定的形式及
內容宣誓才能就任，這是基本法、人大常委會釋法及法律的強
制規定；二是在宣誓時，候任議員必須準確、完全讀出誓詞內
容，不能加入不相符的語句及其他訊息，並且要表現出莊重的
態度，真誠擁護及尊重誓言列明的責任。今次終院的判決令有
關法律依據更清晰，確定了人大常委會釋法已成為本港法律的
一部分，對香港法庭具有約束力。

終院拒絕上訴申請，梁頌恆竟然指責裁決對香港具「災難
性」，希望法官不要對公義視若無睹，在未來涉及政治事件的
案件中保持公義，挽回港人的信心；又指法律只會保護政府、
「用來整治人民」；公民黨更聲稱對終院判決失望，指責特區
政府「為虎作倀」，利用釋法及法庭「清除異己」、「破壞
『一國兩制』」。

尊重法院判決，是本港作為法治社會的標誌和傳統。終院裁
決不可逆轉，必須遵守。梁游及公民黨的言論，反映其不尊重
法院裁決，對不利自己的裁決就上綱上線，抹黑為「罔顧公
義」、「整治人民」、「破壞『一國兩制』」，還強求法院在
未來的政治事件保持有利反對派的「公義」。這種公然違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要求法治向政治低頭、為政治
服務，有何法治可言？這只能說明反對派自打嘴巴，既渴求法
院維護其利益，但實際上完全不尊重法治。

梁游終極敗訴 彰顯法治精神
澳門遭受幾十年一遇的強颱風

「天鴿」吹襲，人員和物資損失嚴
重，為讓澳門居民生活盡快恢復正
常，經澳門特區政府請求、中央政
府批准，解放軍駐澳門部隊25日起
出動千餘名官兵參與災後救助，是
澳門回歸後首次。這次駐澳部隊協
助救災，完全符合澳門基本法和駐
軍法規定，有力支援了災後恢復工
作，獲得廣大澳門市民的歡迎和感
激，充分體現了中央對澳門市民的
關心、愛護和支持。

澳門在「天鴿」吹襲過程中受
損嚴重，不少住戶未恢復供水供
電，市內堆積的「垃圾山」隨處
可見，嚴重影響市容和市民健
康，不及時處理，可能導致瘟疫
發生。另一新颱風「帕卡」或在
周日再次吹襲澳門，情況緊急，
澳門特區政府特提出請求，經中
央人民政府批准，駐澳門部隊根
據中央軍委命令，即時展開災後
救助行動，目的就是要盡力保護
澳門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盡快
恢復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8條，凡列於
該法律《附件三》的法律，由澳門
特區在當地公佈或實施，而《附件

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駐軍法》；《駐軍法》第
三條列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在必要時，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請
求澳門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
助災害。」可見，澳門特區政府請
求駐澳部隊出動救災，有堅實的法
理依據。

此次是澳門特區首次要求駐軍協
助，獲中央政府立即批准，反應之
快，顯示中央關心、愛護澳門居民
之切。面對「天鴿」帶來的嚴重災
情，駐澳部隊盡心盡力，為澳門居
民排難解紛。有即將退伍的戰士主
動請纓加入救助隊伍，以實際行動
為守護澳門貢獻力量。在解放軍的
協助下，雜物垃圾得到快速清理，
澳門居民的家園正在恢復之中，市
民滿懷感激之情，為駐澳官兵遞上
口罩、送上食品飲料。市民感激駐
軍幫忙，駐澳部隊救災行動深得民
心。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面對滿目
瘡痍，中央、本港和內地周邊城市
都向澳門同胞伸出援手，駐澳部隊
與廣大澳門市民協力重整家園，展
現軍民魚水情，相信澳門很快能克
服困難，恢復昔日繁榮景象。

駐軍協助救災 澳門市民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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