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貢前區議員黎銘澤
（被指已走佬）

理由
．揚言是因為拒絕宣誓而辭職，並
退出「新民主同盟」，聲稱是次宣
誓是要「明目張膽竊取2019年
選舉結果」以及「在每位民選議員
頸上架起一把刀」云云

．曾經參與違法「35+初選」，名列新界東「初
選」名單之中，並且公開為范國威助選

關鍵劣行

西貢前區議員黎銘澤
（被指已走佬）

．因參與違法「35+初選」被還柙，被控串謀顛
覆國家政權罪

關鍵劣行

西貢區議會前主席鍾錦麟

理由
．稱因涉及違法「35+初選」案，
現時仍然在還柙當中，故仍有
相當一段時間未能服務當區
市民，決定辭去區議員及西貢
區議會主席的職務

．因涉組織或參與違法「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
國家政權罪

關鍵劣行

西貢前區議員范國威

理由
．稱由於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
權罪，估計未來長時間仍會
「身陷囹圄」，未能履行區議
員職務，所以決定辭任西貢
區議員一職」

．因涉組織或參與違法「35+初選」被控串謀顛
覆國家政權罪

關鍵劣行

東區區議員徐子見

理由
．稱被扣押已有一段日子，無法
履行議會職務，遑論兌現服務
市民的承諾，故經反覆思量下
決定辭任東區區議員一職

理由
．李家偉拒絕宣誓，聲稱希望為「抗
爭」貢獻的初衷，不論在參選區議
會、立法會甚至到現時都沒有改變

．李家偉於「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到中學校門外設街
站，並派發題為「以行動戰勝恐懼」的單張，企圖抹黑香
港國安法，李家偉其後在社交平台發文，聲言要藉「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令中學生知道國安法嘅影響」。

關鍵劣行

屯門區議員李家偉（被指已走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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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組織或參與違法「35+初選」被控串謀顛
覆國家政權罪

關鍵劣行

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葵青前區議員尹兆堅

理由
．稱因身負香港國安法和九條
刑事罪行，正身陷囹圄下，未能
再履行議員職務，故決定辭任
葵青區石蔭選區區議員一職

辭職區議員一覽
西貢前區議員黎銘澤

（被指已走佬）

理由
．稱辭職理由與身體有關

．早前在時任委員的杏花邨業主委員會舉行閉
門會議，決定取消在屋苑擺放免費派發的報
章，此舉損害居民的基本權益，惹來不少批評

關鍵劣行

東區前區議員黃宜
（被指已走佬）

．涉去年3月8日在大埔區參與非法集結

關鍵劣行

大埔前區議員連桷璋

理由
．稱：「原來，政府做嘢係可以
咁有效率，有明確嘅方向同
時可以有曖昧嘅解讀……」
並形容自己辭職或宣誓並非
容易的決定，呼籲市民繼續
支持決定留任的區議員

．大埔區議會早前向一個報稱為「埔友社」的
團體批出資助，以舉辦名為「健朗長者家居探
訪」活動，但就被揭發活動預算僅留400元準
備長者禮包，卻花5,120元讓義工吃茶點、逾
1.6萬元搞「義工嘉許日」，而負責主持撥款
審議的胡耀昌無回覆本報記者的相關查詢

關鍵劣行

大埔前區議員胡耀昌

理由
．稱議會空間已「被徹底封
堵」，無法履行他的從政抱
負，並同時退出「新民主同
盟」

．曾擺街站「反對香港國安法」

關鍵劣行

大埔前區議員林名溢

理由
．稱自上任後無論大小事也跟
進，沒必然的休息時間，鍛煉
體能的時間銳減，身體狀況大
不如前，故無法繼續勝任區議
員一職

．因涉組織或參與違法「35+初選」被控串謀顛
覆國家政權罪

關鍵劣行

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北區前區議員林卓廷

理由
．聲稱在去年12月辭任立法
會議員後，位於上水新康街的
辦事處被迫關閉，但在3月28
日第六度被檢控後，保釋申請

亦被拒，現正被扣押。由於案件保釋機會渺茫，認
為自己無法親自履行議員職務，惟有辭去北區區
議員一職

．去年有自稱由學生組成的網上黑暴群組，針
對跨境生煽動恐慌，散布謠言指粉嶺宣道會
陳朱素華中學有「最少4名跨境學童發燒」
云云，企圖挑動矛盾，當時林淑菁亦緊跟發
帖傳播恐慌

關鍵劣行

北區區議員林淑菁

理由
．稱因應香港的言論自由「日
漸受損，紅線愈收愈緊，發聲
要擔心自身安全」，「作為三名
子女的母親，我選擇了家庭」

．涉組織或參與違法「35+初選」被控串謀顛
覆國家政權罪、涉嫌「串謀詐騙」政府選舉
資助達489萬元、探員於其住所內檢獲大批
仿製槍械，被控涉嫌「管有仿製槍械及彈
藥」

關鍵劣行

元朗前區議員王百羽

理由
．不詳

．無視民意發起所謂「反對開關聯署」，最後
因無人理會而狂言當區居民是「港豬」、更
威脅稱「唔再隨便拎物資係（喺）街派」

關鍵劣行

北區區議員袁浩倫

理由
．揚言是因為拒絕宣誓而辭職

西貢前區議員黎銘澤
（被指已走佬）

理由
．揚言因為拒絕宣誓而辭職，稱
「宣誓則要誠惶誠恐度日，隨時
準備被上門拘捕」，衡量輕重後，
決定「心照不宣」

．去年6月因在中環參與未經批准遊行，中途更
一度走出馬路，最後被控涉嫌參與非法集結
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在去年舉行違法「35+
初選」期間，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為票站

關鍵劣行

元朗前區議員杜嘉倫
（被指已走佬）

．擺街站「反對香港國安法」；就教育局對九龍塘宣道
小學教師所制定的教案和教材涉嫌散播有關或提
及「香港獨立」等分裂國土的思想，違反指引及教師
專業操守而釘牌一事聲稱是「政治打壓」

關鍵劣行

深水埗區議員周琬雯

理由
．稱自己「基於私人理由」，並無
解釋辭任原因，僅稱：「『明就
明』，希望各位支持我的街坊能
理解我的決定。」

．因參與違法「35+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正被
還柙

關鍵劣行

觀塘前區議員李嘉達

理由
．不詳

．去年12月九龍灣麗晶花園第六座D室疫情大爆
發，居民須撤離檢疫，身為該區的區議員，畢東
尼在居民最需要他協助之時被揭發他原來身在英
國「與家人團聚」，更在fb貼出自己和家人吃喝
玩樂的照片，及後更把自己滯留英國的責任推卸
到特區政府身上，聲稱特區政府「無限期封關的
確為港人回港帶來不少不穩定因素」

關鍵劣行

觀塘區議員畢東尼
理由

．聲稱因「健康理由」辭任，決定
由今年6月1日起辭任觀塘區議
員，並退出香港政壇

．因參與違法「35+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正被
還柙

關鍵劣行

荃灣前區議員譚凱邦

理由
．稱自被捕以來，資訊接收變得困
難，也無法直接會見尋求協助的
市民，在無法接受自己未能親自
為馬灣、荃灣居民提供服務，以及

長期無法親自執行區議員職務的情況下辭職

．去年攬炒派區議員詆毀警方，在中西區區議會成
立所謂「政制及保安事務委員會」，被民政處指
違反區議會條例，拒絕向他們提供場地及秘書服
務。後來，吳兆康與許智峯拉隊到民政處叫囂，
要求民政專員同秘書處「立即」去開會

關鍵劣行

中西區前區議員吳兆康

理由
．不詳

．因參與違法「35+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
正被還柙

關鍵劣行

中西區前區議員梁晃維

理由
．不詳

．去年12月，逾20名攬炒區議員秘密到劉珈汶辦
事處舉行長達5小時的會議；曾擺街站「反對香
港國安法」

關鍵劣行

黃大仙區議員劉珈汶

理由
．稱宣誓修訂條例通過在即，「『打壓清
算』愈發猖狂，作為區議員，可做之事
實在少之又少」，故決定辭職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修訂《2021年公
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
規定公職人員的宣誓要求，並列明區議
員將會宣誓。立法會今日恢復二讀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法案若獲得議員支持
及通過二讀，將會交付全體委員會。法
案經全體委員會審議後，若全體委員會
的報告獲立法會採納，法案將進行三
讀。
面對即將進行宣誓，逾20名攬炒派區

議員近日相繼宣布辭職，當中包括因參與
民主派非法「初選」而被控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的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北區前區
議員林卓廷，民主黨立法會前議員、葵青
前區議員尹兆堅，東區區議員徐子見，西
貢區議會前主席鍾錦麟，觀塘前區議員李
嘉達，元朗前區議員王百羽，中西區前區

議員梁晃維，西貢前區議員范國威，荃灣
前區議員譚凱邦等。（見表）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出席行政會

議前表示，待法案通過後，特區政府會盡
快安排區議員進行宣誓。被問及區議會空
缺，政府有否想過透過委任填補，徐英偉
指，每名區議員辭職都有其個人理由，在
現行法例下，不容許特區政府委任區議員
去填補空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公職人員宣誓是理
所當然的事，過往有些亂港分子透過漏
洞進入議會，當特區政府修例填補缺口
時，他們便接連離職，反映出他們從頭
到尾只視區議會為政治舞台，而非服務
市民的平台，亦無心履行職責。她指，
不排除日後會有「發假誓」的情況出
現，認為特區政府要繼續對留任的區議
員「聽其言，觀其行」，警惕假宣誓的

情況出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認為，區議

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政府是應
有之義，但一眾攬炒派區議員在修例前
集體「縮沙」，反映出他們過往只為
「糧支」而做事。他表示，特區政府有
責任監察和判斷區議員宣誓是否真誠，
認為政府要警惕假宣誓的情況，讓區議
員能夠真正做到撥亂反正。
公民力量成員陳志豪指，區議員參選

時需簽署確認書承諾擁護基本法，但一
眾攬炒派區議員近日接連離職，顯示出
他們當時並非真心真意作出承諾。他表
示，特區政府列明區議員須宣誓，正正
反映出宣誓具有必要性及約束力，只有
受監督下才可發揮效力。他認為，特區
政府日後要留意攬炒派區議員在宣誓後
有否履行誓言，執法部門應果斷處理
「發假誓」的情況。

立法會今日恢復二讀

《2021 年公職（參選及

任職）（雜項修訂）條例

草案》，若法案獲得通

過，現任區議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

區。面對即將進行宣誓，近日已有逾20名攬炒派區

議員接連宣布辭職，當中亦有人決定宣誓，但理由

卻是因為有「手足」還在堅持云云。多名政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公職人員宣誓是

應有之義，但一眾攬炒派區議員近日先後以不同理

由離職，反映出他們過往是透過漏洞進入議會平

台，他們認為，特區政府日後要嚴正執法，並警惕

假宣誓的區議員，一定要將區議會撥亂反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鄭治祖

拒絕宣誓但未辭職區議員

．多次在辦事處展示出「港獨」文宣，過去更發起
「一人一蚊撐『手足』」，為攬炒派數個基金募
捐，而黃文萱更在相關為「手足」的募捐海報上使
用了沙田區議會的標誌。

關鍵劣行

沙田區議員黃文萱

理由
．聲稱會在公職人員宣誓修例通
過後才辭去區議員職位

．「港獨」組織「維多利亞小區協會」前成員，曾任前立法會議員單仲偕、
胡志偉及走佬亂港分子許智峯的議員助理。何致宏多次在facebook發帖辱罵
抹黑警方、支持黑暴「攬炒」香港，以派傳單、展覽等方式，煽惑暴力抗爭
以及反對香港國安法，宣傳非法「初選」，煽動「醫護罷工」等。

關鍵劣行

中西區區議員何致宏（被指已走佬）

．因參與非法「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罪、正在還柙，曾在區議員辦事處門外張貼
「鼓吹參與涉及『革命』的特訓和行動」的告
示

關鍵劣行

屯門前區議員張可森

理由
．不詳

逾
20
攬
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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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儘管宣誓或許也不能出任議員，更有可能要背負刑
責及被追薪，在DQ高危情況，因而不傾向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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