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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通過二讀審議《國歌條例草案》，下周復會將進入全體審議階

段。攬炒派繼續藉各種手段拉布，民主黨議員許智峯更在主席台前投擲具腐臭

味的異物，迫使梁君彥疏散議員並暫停會議，導致草案辯論須在下午4時復會

才開始，但真正辯論時間僅約1小時。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剪布下，最終大會

二讀通過《國歌條例》。梁君彥會後狠批許智峯有預謀犯案，並強調原定已安

排30小時審議的《國歌條例草案》，由於部分議員令昨日損失近7小時審議時

間，故劃線決定於下周三、四繼續全體委員會三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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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掟臭彈圖阻國歌立法
涉刑事或被捕 大會照二讀通過

立法會二讀審議《國歌條例草案》，過程中攬
炒派議員可謂扭盡六壬搗亂，多人被逐。其中民
主黨許智峯向主席台掟出一包惡臭的腐爛植物，
搞到會場緊急疏散，更有議員聞後不適入院。自
明一位建制派老友直斥：「許智峯三番四次用下
三濫手段破壞立法會秩序，沒有最惡劣只有更惡
劣，已經成為搗亂議會的慣犯，不斷突破做人道
德的下限。這些攬炒派議員根本無心審議法案，

所作所為只會不斷敗壞議會形象，給市民尤其是
青少年作出極度差劣的示範。警方必須嚴肅跟進
許智峯的行為有否違法，立法會也應該對其提出
譴責，杜絕歪風。」

說到許智峯在立法會的種種所為，老友話：
「簡直不知所謂。許智峯做立法會議員以來，劣
跡斑斑。曾經在立法會搶奪女EO手機，在區議會
搶奪投票箱和主席文件，因為行為不檢點被主席
趕出會議室的次數多不勝數。其種種行為完全違
背社會道德底線，根本不配做一個立法會議員，
難怪被稱為『瘋鴿』。最令人不齒的是，『瘋
鴿』每次做出這些卑劣行為，都不以為恥反以為
榮。好似上次搶手機，一開始都是死口不認，還
反過來說女EO侵犯他私隱，他搶手機是主持正
義，結果被裁定普通襲擊、不誠實取用電腦及阻
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三項罪名成立。」

對於他昨日掟出的惡臭物體，警方及消防調查
後探測到含有一氧化碳和硫化氫，大量吸入會對
人體呼吸系統造成傷害，警方正調查事件是否有
刑事成分。老友認為：「今次事件是『瘋鴿』早
有預謀，立法會職員日前已經發現『瘋鴿』的辦
公室傳出惡臭，他還死口狡辯說是廚餘，其後又改
稱是腐爛植物他已經處理，原來是偷偷整『臭
彈』。如果許智峯是有預謀地投擲可對他人身體造
成傷害的物體，絕對有刑事責任之嫌，警方必須一
查到底、絕不姑息。不要忘記，上次搶手機案，法
官去年6月判刑時，講到明是相信許智峯重犯機會
低，所以才判社會服務令和罰款。結果呢，不出一
年『瘋鴿』又玩嘢，重犯機會低嗎？相信對於這種
無恥慣犯，法官今次一定會從嚴治罪。」

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好應該作出表率，
但近年泛暴派、攬炒議員陷入瘋狂，對社會起了

非常不好的示範作用。老友認為：「大家都見，
每次開會，泛暴派議員哪有一次是正正經經地審
議法案的？無非是潑婦罵街、惡意攻擊，遇到法
案表決，就無所不用其極地拉布阻礙。《國歌條
例草案》二讀一開始，幾個泛暴派議員就個個提
出中止待續，被主席梁君彥否決之後，就使出叫
囂破壞、掟『臭彈』等手段。正是泛暴派議員的
這種蠻橫表現，教壞細路，令到社會上一些年輕
人有樣學樣，動輒以堵路、縱火等極端手段表達
訴求。對於許智
峯 這 種 議 會 之
恥，立法會建制
派議員好應該提
出譴責動議，讓
他為自身劣行付
出應有代價。」

「瘋鴿」又突破做人下限

09：00 梁君彥先就民主黨許智峯
周三在其座位放置揚聲器一事，向他
發出警告，重申議員不應作任何滋擾
行為，否則會視為行為極不檢點，屆
時將不作口頭警告，馬上命令退席

09：02 「專業議政」梁繼昌發言
前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09：09 「議會陣線」朱凱廸在其
座位展示印有「最佳主席李慧琼」字
句的標語，梁君彥認為字眼具侮辱及
冒犯性，要求朱凱廸離開會議廳，朱
凱廸拒絕離開

09：12 梁君議宣布會議暫停

09：19 朱凱廸仍拒絕離開會議
廳，聲稱他周三在其座位展示寫有
「非法主席李慧琼」字句的標語，惟
遭梁君彥以字句具侮辱性為由被保安
沒收，因此他昨日特製「最佳主席李
慧琼」的標語，要求梁君彥「糾正」
逐他離場的決定

09：20 朱凱廸被保安抬離會議
廳，「人民力量」陳志全及民主黨胡
志偉不滿，並離開座位叫囂，又以粗
言穢語指罵梁君彥

09：22 胡志偉將放在朱凱廸座位
上的標語帶回自己座位展示，大叫
「同我印多幾個牌落嚟」

10：15 會議恢復，梁君彥表示上
周李慧琼作為代主席主持會議時，已
有議員對她作出冒犯性和侮辱性的言
詞，故昨晨會議開始時，已說明議員
倘再有滋擾或冒犯性行為，將在無口
頭警告下，直接被勒令退席

10：17 陳志全離開座位叫囂，被
梁君彥要求返回座位，但陳志全沒遵
從，更不停咒罵梁君彥，結果被勒令
退席

10：18 會議再度暫停

10：19 陳志全坐在座位拒絕離
開，多名保安上前勸喻，但公民黨郭
家麒、「議會陣線」毛孟靜、民主黨
黃碧雲、尹兆堅及胡志偉等圍在陳志
全身旁，郭家麒與保安理論時聲稱，
被逐離場的議員並無作出任何暴力行
為，質疑梁君彥的決定，一度擾攘逾
15分鐘

10：30 當保安欲抬走陳志全時，
一旁的胡志偉坐在地上，阻礙保安接
近陳志全，結果被保安抬回走廊

10：34 陳志全被抬離會議室

10：40 會議恢復，梁君彥再次重
申，倘有議員在接下來的會議再展示
具冒犯及侮辱性的標語，將不作警
告，命令議員退席

10：42 李慧琼發言強調，她的內
會主席及大會代主席身份，是經《議

事規則》列明的選舉程序產生，如有
議員質疑她的身份合法性，應循其他
途徑跟進。李慧琼發言期間，攬炒派
不斷在座位叫囂

10：47 在林卓廷發言期間，許智
峯突然衝向主席台，企圖投擲不明
物體，被多名保安攔截，許智峯把
物品踢到主席台前，傳出濃烈異
味，並有少許黃泥濺在地氈上。梁
君彥指許智峯投擲不明危險品，並
第三次宣布暫停會議。多名議員隨
即用手掩鼻離開，保安馬上用大毛
巾掩住異物

10：55 許智峯被保安逐離場。他
在會議廳外稱該物品是周二已腐爛的
盆栽，聲稱要讓梁君彥及建制派「感
受制度腐爛的味道」

11：00 會議廳內仍然彌漫濃烈腐
臭味，多名清潔人員入內清理現場，
並大量噴灑空氣清新劑及消毒噴霧

11：05 保安拉起欄杆，封鎖主席
台前位置

11：15 秘書處指已就事件報警，
多名消防員及警察進入會議廳內調查

11：35 秘書處向位於大樓二樓公
眾席及記者席的人士表示，消防認為
許智峯投擲的物品有害，要求除消防
以外人士全數離開會議廳，以便進一
步清理

11：36 建制派議員陳凱欣在face-
book 發文表示，由於氣味十分濃
烈，她多次嘔吐，眼部及皮膚感不
適，需送院接受檢查

11：50 李慧琼透露，據聞消防員
懷疑許智峯的「臭彈」有毒，故梁君
彥通知他們不要在大樓一樓逗留

14：19 消防及警方在立法會大樓
地下會見傳媒。中區警區副指揮官廖
珈奇表示，早上11時接獲秘書處求
助，並與消防一同抵達立法會會議廳
進行調查。由於消防提供的資料顯示
涉案氣體或會危害在場人士，警方已
即時要求會議廳內所有人離開，在消
防確保現場安全後，警方已取走證物
作進一步檢測。對於涉案議員的行
為，警方將檢視所有現場證據，包括
錄影片段、證物，了解事件有否涉及
刑事成分，現列作求警協助案件處
理，不排除會作出拘捕

消防處署理分區揮指官（港島中）楊
啟宏亦表示，早上10時58分接報立
法會有不明氣體，他們在會議廳內暫
未檢測到有害氣體或物質，但從立法
會保安早前移走的物質中，探測到近
20PPM的一氧化碳及硫化氫，若人
體吸入超過50PPM的相關物質，就
會危害人體

14：35 梁君彥聯同立法會秘書長

陳維安巡視會議廳

15：32 秘書處發電郵向議員交代
事件，指已清潔消毒會議廳並為冷氣
系統進行換氣，有關臭味已消除

15：40 梁君彥見記者，指對許智
峯的行為感失望

16：00 會議恢復，梁君彥表示，
原定預留8小時用作《國歌法》的二
讀辯論，並於昨日下午一時結束二讀
程序，惟部分議員行為極不檢點，導
致會議損失近7小時審議時間，他決
定先讓議員發言1小時，然後由官員
作總結發言，隨即進入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

16：10 梁繼昌提出中止辯論，梁
君彥裁決只會預留一個小時處理相關
事項，公民黨譚文豪、楊岳橋、郭家
麒、陳淑莊及街工梁耀忠抗議

16：30 民建聯何俊賢就中止辯論
發言，批評社會近日的暴力事件，及
許智峯昨日在議會內做出的荒誕行
為，只是為了拖延《國歌法》，衞生
服務界李國麟打斷何俊賢發言，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

16：42 會議恢復，何俊賢繼續發
言，被譚文豪打斷，要求點算法定人
數

16：59 會議恢復

17：38 會議以一小時完成處理梁
繼昌提出的中止辯論，在分組點票
均被否決。梁君彥表示，將於下午6
時半邀請官員總結發言，結束二讀
程序

18：33 梁君彥宣布交由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發言，其後開始
二讀表決，毛孟靜提出點算法定人數

18：38 會議恢復，曾國衞開始發
言

18：42 曾國衞發言期間，郭家麒
聲稱「『一國兩制』已死」，提出
在議會內「默哀」，被梁君彥裁定
無效，其後多名攬炒派議員高呼
「『一國兩制』已死」，毛孟靜、
郭家麒、胡志偉和譚文豪被梁君彥
逐出會議廳

18：49 張超雄在座位上播放「港
獨」歌曲，被梁君彥要求暫停播放，
其後勒令張超雄離席，惟張拒絕離
開，最後被近十名保安帶走。陳淑莊
隨後在座位高呼「『一國兩制』已
死」，被逐出會議廳，攬炒派議員亦
全數離席。會議在只剩建制派在席的
情況下，通過《國歌條例草案》二讀

18：53 梁君彥宣布會議結束，下
周三會議繼續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攬炒派拉布時序表

■許智峯手持一袋「腐爛植物」，在被保安阻止時投擲於主席台前，發出濃烈惡臭，令會議暫
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會議原定早上9時開始辯論《國歌條例草
案》，但攬炒派賤招盡出拉布，其中許智

峯手持一袋「腐爛植物」，在被保安阻止時將之
傾倒於主席台前，發出濃烈惡臭，令會議暫停。
立法會秘書處其後報警處理，警員到現場搜證。
由於有議員不適，警方協助召喚救護車到場。

消防：大量吸入對人有影響
中區警區副指揮官廖珈奇表示，警方在接報
到場後疏散會議廳內人士，並檢走有關物品調
查，案件列作求警協助案處理，並強調倘事件
涉及刑事成分，不排除會有拘捕行動。
消防處港島中署理分區指揮官楊啟宏相信，
有關物品屬一堆泥土，氣體涉及一氧化碳及硫
化氫，倘大量吸入，如濃度達 50PPM 至
100PPM，就會對人體呼吸系統有影響，但補
充現場探測的氣體濃度少於20PPM。

梁君彥：或重編會議時間
梁君彥在會後表示，他早已留意到許智峯的
行為，特別是立法會本周二曾因異味報警，當警
方調查涉事樓層時，許智峯向秘書處聲稱臭味源
自其辦公室內的廚餘，但就對傳媒稱臭味來自腐
爛盆栽，證明許智峯早有行事計劃，但由於案件
已交警方處理，他不會再評論或猜測。
他強調，今屆立法會尚餘七周會期及六次大
會會議，除了《國歌條例草案》，仍有很多重
要法案待審議，倘會期結束前仍未完成審議就
會失效，而部分議員的行為顯示他們並無善用
已編訂的時間。未來若繼續以此方式開會，他
不排除需重新編配時間，希望議員珍惜會議時
間，有效履行他們的憲制職能。

林健鋒：攬炒派挑戰中央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議員林健鋒在會
上發言時表示，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在特區升起五星紅旗和唱奏國歌是理所當
然的事，尊重國歌、國旗和國徽是港人的應有
之義。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2017年11月將國歌
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本地立法實施，因此
議員有憲制責任盡快落實國歌法，但攬炒派議
員處處阻撓，是在挑戰中央和基本法。
他續說，《國歌條例草案》已經過法案委員

會17次審議，每一個字眼都經委員精心斟酌，
特區政府亦已向委員反覆解釋，釐清極端或誇
大的假設，例如普通話不標準、或在茶餐廳聽
到電視播國歌不站立和唱國歌，都不會構成侮
辱國歌。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亦詳列每條條例可
能引起的爭議，有助市民釋疑，強調實施《國
歌條例》不會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和個人自由。

葉太盼勿再誤導公眾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表

示，律政司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多次研究法
例，制定法律時亦考慮了普通法原則，必須要
有意圖干犯《國歌條例》才能入罪，所以因身
體殘疾，在播國歌時無法站立是不會被檢控，
希望攬炒派勿再誤導公眾。
同時，《國歌條例》建議的刑罰雖較其他國
家及地區高，但3年只是最高刑罰，且只要依
法尊重國歌就不用擔心被檢控，就如港人一貫
尊重國旗和國徽一樣。

曾國衞：無損言論自由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總結發言時表

示，不能排除有少數人侮辱國歌，因此要訂立明確
的規範及指引，而《國歌條例》刑罰水平與國旗
及國徽條例一致，絕非嚴刑峻法，而要市民尊重
國歌，不能單靠刑法，還需要教育和宣傳配合，
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立法目的已十分明確，並
非壓縮言論自由，而是限制表達方式，希望議員
實事求是，不要利用草案的審議程序阻撓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