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足
前晚在旺角大球場友賽巴林，再有球迷
噓國歌，根據「經濟通×晴報」昨日的
網上民調發現，截至晚上10時半，在
參與的248人中，有69%指應罰港足閉
門作賽。

意圖破壞社會安寧可入罪
根據投票結果，最多人選擇的是「罰
港足閉門作賽」，13%認為應「取消港
足資格」，向港足總罰款、再發警告、

扣港足分數則分別佔6%、5%及2%，
另有4%人認為不應作任何懲罰。
網民「Nordost」在留言區引用《公

安條例》第十七B（2）條，指任何人
在公眾地方喧嘩、或作出擾亂秩序的
行為，意圖激起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或可能會導致破壞社會安寧，就是犯
法，最高可被判監禁12個月及罰款5
千元。
他認為「問題不是被告本身是否有意
圖去激起他人破壞社會安寧，而是他

/ 她作出的行為，是否會引起一般有合
理思維的人感到憤慨，並且會激起其他
人以武力回應被告所做的事」，又問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噓國歌）係咪告
得？敢唔敢告？」

智能識別辱國者禁入球場
「吡吡」就獻計，一是在球場特設

「球迷噓國歌專用箱」，以玻璃隔音
箱及黑布蓋住供示威者使用，但就要
支付1萬元；二是但凡噓國歌者，以
智能識面技術記錄在案，以便日後禁
止佢再入球場，或但凡有國歌播出的

項目，犯禁者一律禁止入場；三是一
不做二不休，以智能識面技術，錄到
邊個有辱國歌，日後再不能換領中國
香港身份證，「聽班友自己『建國』
出身份證啦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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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屢「噓」不止或招從嚴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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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力駁妖魔化國歌法
阻嚇辱國行為 絕非「洪水猛獸」無礙日常生活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已

通過把國歌法納入

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的決定，反對派不

斷危言聳聽，提出

過馬路等聽到國歌

奏起就要原地站立，甚至坐輪椅的殘疾人士不起

立就會觸犯法例等謬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反駁有關的謬論（表

一），強調市民在正式場合奏國歌時肅立，乃基

本禮儀及動作，立法是要減少人們犯法的行為，

並非什麼「洪水猛獸」，又相信政府在執法時將

按實際情況，不會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

譚惠珠駁謬論（表一）

問：升旗禮奏國歌時，圍觀者是否亦需要肅立？
答：若有心參加者就需要肅立

問：電視在特定時間播放國歌，市民是否需要肅立？
答：不需要，因為不算是公開場合，市民可如常活動，如煮飯、

食飯、駕車等

問：播放國歌時坐着，沒有其他動作是否違法？
答：行為上已觸犯國歌法，但若沒有引起騷動，警員未必會執法

問：播放國歌時，有市民因身體不適而沒有肅立，是否違法？
答：執法會按實際情況，若因身體不適應予以同情

資料來源：譚惠珠電台訪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譚惠珠在電台節目中回應香港足球代表隊前晚在與巴林
的賽事中，有小部分滋事分子噓國歌更舉起粗鄙手勢

的行為。譚惠珠在電台節目中坦言，短時間內未必能制止他
們的行為，但情況較以往有所改善。
她相信，即使國歌法立法後，相信仍會有人以身試法，情
況如同國旗法實施以來，仍有違法者作出玷污、焚燒國旗等
行為，並負上相應的刑罰。由於有關人等需要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代價，有信心國歌法可減少人們違法。

家中毋須肅立 因非受規範場合
根據國歌法，在演奏國歌時要肅立，譚惠珠解釋要按照場
合而定，倘在一些公開場合奏唱國歌，如升旗禮、酒會、球
賽等，參與者需要肅立，而電視台在特定時間播放國歌，市
民在家中或街上看到或聽到時，由於並非條例指定的、「奏
國歌的公開場合」，市民毋須肅立，可以如常活動，「如果
你喺屋企煮緊飯可以照煮，食緊飯照食飯。」
她強調，國歌法並非洪水猛獸，認為公眾不用過分擔心，
市民只要按照曲譜奏唱且肅立、不將國歌作商業用途、亦不
作貶損及扭曲，就不會出現大問題。事實上，以尊敬、認真
的態度對待國歌是普世價值，而市民在正式場合奏國歌時肅
立，乃基本禮儀及動作，並非難事。不過，當局須清晰定立
法例，讓市民有例可遵，明白當中的「線」。
譚惠珠續指，由於國歌法屬刑事法，需要證明犯案者的意
圖及行為，故執法需要視乎實際情況，毋須矯枉過正。她舉
例指，即使有人士在奏唱國歌時坐着，亦未必會被拘捕：
「表面上個行動係犯法，但唔係引起咩騷動，咁我諗警察有
好多嘢做嘅，未必去追（拘捕）你嘅。」

屬香港刑事法 料不設追溯期
她認為，國歌法草擬方面沒有困難，可以參照國旗及國徽
法，毋須以「白紙草案」形式進行諮詢。特區政府亦可以透
過多個渠道接收市民意見，不需要如政改般「落區」公眾諮
詢。國歌法的需要並沒有爭議，只是執法上需要商榷，相信
立法會將會設小組討論相關細節。她表示，香港刑事法一向
都不設追溯期，相信國歌法亦同樣。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訪京團此前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會面後，引述李飛指香港對國歌
法本地立法，有5點核心要素是不能少的（表二），譚惠珠
表示認同，包括在中小學推行國歌教育：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今年6月對國歌法草案的審議，已表明《義勇軍進行曲》的
創作背景，老師可以故事形式教導學生。實際上如何執行，
則有待特區政府自行決定。

「獨」人噓國歌 楊潤雄心痛

李飛提本地立法5核心要素（表二）

■歌譜要按照國歌法附件所列出的歌譜標準

■國歌不可用作商業用途，也不容許「二次創作」

■奏唱國歌時要有一定禮儀，在場人士應該肅立

■強制性中小學國歌教育，讓學生明白歌詞背景

■必須規範處理在公開場合侮辱國歌

反對派為阻撓國歌法本地立
法，舉出種種匪夷所思的情境，

恐嚇市民立法後將動輒得咎。行政會議成員、資深
大律師湯家驊在fb撰文，坦言反對派這些上綱上線
的說法「竟然有人相信」，甚至以此為反對本地立
法的理由，「令人不禁搖頭嘆息，我們的政治對立
已到了瘋狂的地步。」

「尊重國家有多困難？」
湯家驊在文中舉出一些由反對派提出，並不斷在
各種媒體反覆流傳的、荒謬絕倫的例子：「例如管
你坐在坐廁上或在吃飯中，電視機或手機播放出國
歌，也要即時肅立以示尊重，否則要受牢獄之
苦……令人不禁搖頭嘆息，我們的政治對立已到了
瘋狂的地步。」
他指出，國歌法最基本的要求是尊重國家的存在
和既有憲制秩序，「要做到這點，有多困難？所謂
尊重不尊重，不需要任何法律條文，大家也能清楚
明白。」
湯家驊舉例，「小時候看電影，到了播放英國國
歌的環節，我們也會站起來。在國際賽事中，我們
可能聽到他國的國歌，我們也不會報以噓聲。這是
對他人或他國人民的最基本尊重。我們不覺得對他
人展示這份尊重有何問題，為何現在要展示對自己
國家的尊重卻會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他強調，尊重他人是一種基本做人應有的態度，
也是民主的最基本元素。「你可以不認同他人的言
行，但尊重他人是一種胸襟和包容的表現。同樣重
要的，是不尊重他人可以解決問題嗎？相反，愈不
尊重他人，愈難化解兩者間的矛盾和對立，愈難透
過溝通和對話解決任何問題。更何况我們談的，是
如何透過尊重維護我們核心價值的『一國兩制』中
之『一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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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對再有人在播放
國歌期間噓國歌感到

很心痛。他提到，學校一直以來都有教授國
歌，對於會否加強學校方面的教育，局方會因
應實際情況而考慮，但要待本地立法後才決
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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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鄭
治祖）香港足球代表隊前晚在對巴林
賽事期間，有少數「港獨」分子再噓
國歌，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對
此感到遺憾，認為這既損害香港的國
際形象，更會造成兩種不同意見的對
抗，令國歌法在本地立法過程中，或

被要求訂得「越嚴越好」。

損害香港國際形象
范徐麗泰昨晚在回應有人再噓國歌

一事時表示，噓國歌的行為只會損害
香港的國際形象，令國際認為港人不
尊重國家，更會造成香港社會兩種不
同意見的對抗，既不必要，她也不想
再看見，但估計國歌法在本地立法
前，類似的行為仍會繼續。
她坦言，在國歌法本地立法前，倘

有人仍不斷噓國歌，只會讓愛國愛港
人士反感，令一些人會認為國歌法越
嚴越好，希望噓國歌者好好反省自己
是否被人所利用，又希望大家多聽不
同意見，相互理解，漸漸邁向和而不
同、包容自由的社會。

立法料受拉布拖延
范徐麗泰並認為，國歌法的本地立

法，可參考國旗、國徽條例的立法精
神，按照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修訂
相關條例草案，又相信議會內定有人
拉布，估計立法需時較長，路途漫長
且崎嶇，特別不少自稱「本土派」者
都是「港獨」分子，並坦言即使日後
成功立法，個別人等仍會以身試法。

陸偉雄：切勿測試底線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坦言，示威者在球場中用各種不同
的方法去侮辱國歌，國歌法在本地立
法時可能會特別針對類似的行為，又
勸有關人等不應刻意測試國歌法底

線，否則立法時或會納入更嚴峻的條
文，屆時將相對降低檢控的難度：
「現時不少控罪需符合很多條件，有
些則很簡單……簡單便會變得容易定
罪。」

周浩鼎：速啟立法程序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則擔心在國歌

法進行本地立法期間或會出現拉布的
情況，特區政府應讓市民清晰了解及
明白國歌法是根據本地法律模式進
行，與內地法律有根本的分別。
他坦言，現階段正處於立法的「真

空期」，政府不能作出任何執法或檢
控，否則將會在法律上形成很大的不
確定因素，特區政府應盡快處理立法
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航）在香港
前晚舉行的足球賽事，再有球迷噓國
歌和做出侮辱國歌的行為，足總副主
席貝鈞奇昨日批評該等行為非常幼

稚，期望盡快完成國歌法的本地立
法，讓足總有法可依，但在本地立法
未完成前，他們將在港隊賽事加強保
安和場地管理人手，下周二的亞洲盃

外圍賽，足總
將加派場地人
員應對，並再
勸喻球迷不要
噓國歌。
前晚在旺角

大球場舉行的
港隊對巴林的
國際足球友誼
賽中，播放國
歌期間再有球
迷發出噓聲，

貝鈞奇坦言，雖然噓聲比以往小，但
指出有球迷播放國歌期間，做出背對
球場以及高呼「上廁所」等行為非常
無聊及幼稚：「雖然未知亞洲足協的
場監會否將事件寫進報告，如有足總
將極可能第三次被罰，更可能是更嚴
重的懲罰。」

憂罰閉門作賽重挫港足
他指出，港足一旦被罰閉門作

賽，對球隊士氣是嚴重打擊：「球
隊在主場球迷打氣及鼓勵，自然可
以發揮超水準，閉門作賽肯定對士
氣有影響，而足總亦會少了門票收
入。」雖然尚未知道會否再被罰，
不過由於排期審理需時，下周二亞

洲盃外圍賽港足主場對黎巴嫩的關
鍵戰則不會受到影響。
香港足總董事康寶駒估計，今次亞

洲足協會重罰。「情況已失控了，一
定要再做一點事，已經警告過了，還
有什麼可以做，唯一可以做的是閉門
（作賽），對賽黎巴嫩（賽事）是下
星期，未知能否及時開會，趕不及便
未必做到（決定）。」
前晚的比賽警力及保安均大幅增

強，足總表示從未有提出有關要求，
但噓國歌行為卻有可能令有關球迷被
列入黑名單和禁止入場，根據香港大
球場及旺角大球場舉辦比賽的條款及
守則，康文署有權力將違規球迷驅逐
離場，近兩年一共有40名球迷被逐。

足總期望盡快完成本地立法

七成人指應罰港隊閉門作賽

■■在前晚香港對巴林足在前晚香港對巴林足
球友誼賽期間球友誼賽期間，，再有一再有一
批批「「港獨港獨」」分子做出噓分子做出噓
國歌等辱國行為國歌等辱國行為。。

■■譚惠珠昨日指譚惠珠昨日指
出出，，國歌法立法目國歌法立法目
的是要阻止侮辱國的是要阻止侮辱國
歌的違法行為歌的違法行為，，並並
非什麼非什麼「「洪水猛洪水猛
獸獸」，」，執法過程也執法過程也
不會影響市民日常不會影響市民日常
生活生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楊潤雄

■■經濟通民調經濟通民調。。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