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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過去
多年都以維園足
球場作為「七一

遊行」起點，結果習非成是，真的以為維園
已成為反對派遊行的「御用」場地。今年康
文署將足球場優先租予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舉行科技展，結果即惹來「民陣」反彈，更
放風恫嚇指，「七一遊行」不能在維園足球
場出發，他們隨時會遍地開花，在不同地區
同時起步，令警方「首尾不能相顧」，「疲

於奔命」云云。
但最終「民陣」還是向警方提出以中央圖
書館、記利佐治街及東角道作為「七一遊行」
起點，「民陣」突然又不「遍地開花」了。
原因很簡單，「民陣」如果多點開花，必定
導致每條遊行隊伍的人數大減，不但加大指
揮難度，而且容易被激進派騎劫，他們很大
機會在遊行期間借故發動暴力衝突，屆時「民
陣」就要承擔責任。所以，多點開花對於「民
陣」是弊大於利，不過是恫嚇政府的伎倆。更

重要的是，「民陣」不會改變一直以來的「發
財路線」，現在「民陣」退而求其次改在中央
圖書館出發，考慮的還是利益。
事實上，「七一遊行」由維園出發，以添

馬艦政府總部作為終點，不但具有政治上的
意義，更是關係各反對派政黨組織的收入。
眾所周知，每年的「七一遊行」除了是反對
派顯示政治力量的場合之外，更是各黨派的
籌款平台，一些小政黨一年大部分的經費隨
時靠這一天籌募。所以，每年「民陣」最重

要的工作，除了催谷遊行人數之外，就是協
調各黨派的籌款地點。
由維園足球場到添馬艦政府總部的遊行路

線，貫穿整條軒尼詩道，不但是香港的中心鬧
市，人流密集，而且是一條大直路，在空間上
有足夠的地方讓各黨派擺檔，可以滿足各政黨
組織的籌款要求。但如果「民陣」不能在維園
足球場出發，改在其他地方如修頓運動場出
發，不但路線將會縮短，而且令政黨擺檔變得
困難，隨時影響各政黨組織的籌款數目。
所以，「民陣」堅持要在維園足球場出
發，非維園不取，不過是擔心路線更改後，
會影響他們及其他反對派政黨組織的籌款，
屆時各黨派損失慘重，「民陣」自然首當其
衝，堅持維園出發，打的不過是黨派私利的

小算盤。記得去年，「青年新政」等「本
土」激進派拒絕聽從「民陣」協調，自行到
軒尼詩道擺檔籌款，差點與其他政黨大打出
手，當中原因正是錢字作怪。
「七一遊行」路線已經變成一條反對派的

「發財路線」，自然不容許有任何改變，所以
儘管康文署只是偶然一次不租場，「民陣」也
大發雷霆，原因正是為了要保住這條「發財路
線」，以免影響反對派政黨組織的生計。在反
對派心目中，從政、搞政治活動都是為了「搵
食」，參選就是為了議席和薪津，這點看看馮
檢基、范國威之流就可以了。什麼民主人權都
是假，不能借「七一遊行」籌款才是關係生死
存亡大事。「民陣」堅持「七一遊行」在維園
出發，玄機正在於此。

「民陣」遊行路線的玄機？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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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惡意炒作UGL的司馬昭之心

UGL事件發生至今兩年多，梁振英
已多次全面回應社會及立法會的提問，
澳洲的UGL也多次發出書面聲明，但
梁繼昌和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卻仍不斷翻
炒。以反對派為主的28名議員，已向
立法會秘書處提交彈劾梁振英的動議，
雖然預料勢被否決，但UGL事件已成
香港政治極度劣質化的實例。

人格謀殺掀起「倒梁」惡浪
對於梁繼昌堅持留在委員會，梁振英
質疑他是想「自編、自導、自演」，指
出事件是「香港政治極度劣質化的實
例」，向不同執法機關舉報，然後公開
說某名官員正被調查，梁振英強調「這
些利用執法機關作為打擊政府官員的手
段必須用民事及刑事手段遏止」。梁振
英指出梁繼昌已有嚴重的偏見，再加上
身為UGL誹謗案的被告，不適合繼續
擔任立法會UGL事件專責委員會委
員。不過，梁繼昌一直迴避，反對派議
員更為其「壯膽」，召開記者會，聲稱

會繼續留在專責委員會。
反對派惡意炒作UGL，特首梁振英
指出這是「香港政治極度劣質化的實
例」，利用執法機關作為打擊官員的手
段「是可忍孰不可忍」。反對派惡意炒
作UGL的司馬昭之心，是通過人格謀
殺掀起新一波「倒梁」惡浪。在香港特
區政府換屆的關鍵時刻掀起新一波「倒
梁」惡浪，首先是劍指中央已充分肯定
的梁振英施政路線，劍指梁振英在遏制
「港獨」，依法處置街頭暴力活動等重
大問題上嚴格按照基本法、全國人大常
委會釋法和特區法律辦事的立場，企圖
扭轉目前「港獨」氣焰受嚴重打擊、非
法「佔中」搞手被檢控、反對派陷入孤
立的劣勢。其次是劍指候任特首和下屆
政府，逼迫其與梁振英受到中央肯定的
正確的施政方針切割。

換屆時刻「倒梁」用心險惡
反對派已多次掀起「倒梁」歪風，其

中比較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是2013

年梁振英以極高的政治智慧出色地處理
斯諾登事件，有力地維護了香港法治基
石、國家利益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美國反華勢力氣急敗壞，操縱香港反對
派發起「倒梁」風潮。
第二次是2014年反對派和外國勢力

悍然發動違法「佔中」行動，再次掀起
「倒梁」歪風。梁振英臨危不亂，沉着
應對，領導精銳幹練的香港警隊力挽狂
瀾，不僅贏得廣大港人的尊重和讚揚，
也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
第三次是在「佔中」結束和普選方案

被反對派綑綁否決後，反對派第三次掀
起「倒梁」歪風，劍指去年9月立法會
選舉和今年3月行政長官選舉，意圖搶
奪香港管治權。
第四次是在目前特區政府換屆的關鍵時

刻掀起新一波「倒梁」惡浪，企圖要否定
中央已充分肯定的梁振英堅定不移遏制
「港獨」的立場，甚至將矛頭指向全國政
協，稱反對梁振英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可
見此次「倒梁」實際上是劍指中央。

打擊梁振英為「港獨」張目
在去年的立法會宣誓風波中，梁振

英順應民意，果斷提出司法覆核，為
阻止「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以至隨
後的人大釋法和高院判決創造了條
件，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香港
社會穩定。梁振英去年12月23日向習
近平主席述職時，習主席特別高度評
價梁振英「在遏制『港獨』，依法處
置街頭暴力活動等重大問題上嚴格按
照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和特
區法律辦事，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維護了香港經濟發展和
社會穩定」。反對派惡意炒作UGL掀
起第四次「倒梁」惡浪，是赤裸裸地
通過打擊梁振英為「港獨」張目，赤
裸裸地對抗中央對香港遏制「港獨」
的要求。
去年11月7日人大釋法，關乎國家統

一、領土完整、民族尊嚴，是香港法治
的重大鞏固和發展。香港法院依據人大
釋法而作出的公正裁決，不僅沉重打擊
了「港獨」和維護了「一國兩制」，也
彰顯了法庭和法官的正義形象。第五次
人大釋法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意義，
還體現在促進香港法院依法處理「佔
中」和旺角暴亂違法者，有助於堵塞法
律漏洞，遏制暴民政治，修補社會撕

裂。反對派惡意炒作UGL掀起新一波
「倒梁」惡浪，也是企圖扭轉目前「港
獨」氣焰受嚴重打擊、非法「佔中」搞
手被檢控、反對派陷入孤立的劣勢。

圖逼下屆政府棄正確施政方針
反對派惡意炒作UGL，第二是劍指
候任特首和下屆政府，逼迫其與梁振英
受到中央肯定的正確的施政方針切割。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表示參
選是「因為良好的政策需要繼續延續下
去」，她說：「過去四年半，我致力協
助行政長官落實這些『行之正道，穩中
求變』的政策，心無二用。」反對派據
此強加於林鄭身上的「罪名」，就是
「 緊 跟 梁 振 英 路 線 」 ， 就 是
「CY 2.0」。
但是，延續梁振英良好政策不等於

「CY 2.0」，反對派強加於林鄭的這
一標籤，實際上是要逼迫林鄭和下屆
政府與梁振英受到中央肯定的正確的
施政方針切割。現在，反對派惡意炒
作UGL，對梁振英進行政治審判，通
過人格抹黑「倒梁」，也是要進一步
逼迫林鄭和下屆政府與梁振英受到中
央肯定的正確的施政方針切割。建制
派議員和社會各界應洞悉反對派的險
惡企圖，勿讓反對派惡意炒作UGL的
陰謀得逞。

反對派惡意炒作UGL，在香港特區政府換屆的關鍵時刻掀起新一波「倒梁」惡浪，其司馬昭之心

是企圖一箭雙雕，一是劍指梁振英在遏制「港獨」，依法處置街頭暴力活動等重大問題上嚴格按照

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和特區法律辦事的立場；二是劍指候任特首和下屆政府，逼迫其與梁

振英受到中央肯定的正確的施政方針切割。建制派議員和社會各界應洞悉反對派的險惡用心，勿讓

反對派惡意炒作UGL的陰謀得逞。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會林鄭挺學券
自資校倡加碼

教局書面警告及檢控個案
年份 書面警告 檢控個案

2014 42宗 10宗

2015 53宗 5宗

2016 58宗 10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由「本土研究社」開辦的所謂「香
港民間學院」，無牌營辦各類收費
學術課程。教育局在接獲投訴並經
巡查後，於今年3月以涉嫌違反
《教育條例》向負責人發出書面警
告，惟反對派就指稱這是「政治打
壓」云云。署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強調，教局執法主要根據的是
課程的目的、內容和運作模式等參
與人數等客觀因素，決定相關的課
程是否屬於《教育條例》所指的
「教育課程」而需要註冊，並不會
針對某一類型學校或其背景而執
法。
根據《教育條例》第三（1）及
第十條，任何院校、組織或機構，
只要其於任何一天向20人或多於20
人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8人或多於8
人提供幼兒、幼稚園、小學、中學
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
其他教育課程，即須註冊或臨時註
冊為學校。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昨日在

大會上質詢，要求教局解釋在執行
《教育條例》有關條文時，如何理
解「教育課程」的涵義，及大學、
非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舉辦文化交
流活動而沒有申領公眾娛樂場所牌
照是否屬違法，而應邀來港出席該
等活動的海外學者或文化工作者會
否被視為在港非法工作等等。

楊潤雄：3年發153警告
楊潤雄回應說，根據《教育條
例》，任何機構提供教育課程，而
學生人數達到《教育條例》中「學
校」的定義，便須按《教育條例》
第十條的規定註冊或臨時註冊為學
校，並受該條例規管。

他透露，過去3年，教育局就營
辦未經註冊學校，而向有關人士發
出書面警告的個案共153宗，檢控
個案則有25宗（見表）。教育局會
考慮課程的目的、內容和運作模
式，決定相關的課程是否屬於《教
育條例》所指的「教育課程」。純
粹教授技能、技巧；舉辦興趣活動
班，如繪畫班、舞蹈班、戲劇班
等，沒有提供教育活動，並不屬於
《教育條例》的規管範圍，毋須註
冊為學校。
針對交流活動，《公眾娛樂場所

條例》第四條訂明，任何人如未獲
發牌當局發給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而
經營或使用任何公眾娛樂場所，即
屬違法。
楊潤雄指出，根據有關條例附表

一就「娛樂」所列舉的定義，包括
了演講或故事講說，故在公眾場所
舉辦包含演講或故事講說的活動或
會視為「公眾娛樂」，舉辦有關活
動須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訪客活動 視是否涉僱傭報酬
至於海外學者或文化工作者出席

本地文化活動一事，他表示，根據
現行法例，除擁有香港特區居留權
或入境權者外，任何人如欲來港就
業，均須先申領相關入境簽證或進
入許可。任何人如獲准以訪客身份
進入香港，未得到入境事務處處長
的事先批准，在港逗留期間不得接
受任何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或開
辦或參與任何業務。
楊潤雄補充，訪客在港逗留期間參

與文化活動是否構成僱傭工作，須視
乎個別活動的實際情況而定，不可一
概而論，而考慮的因素包括活動是否
屬商業性質或涉及僱傭合約、報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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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昨日獲邀出席會
議。他形容，是次會議過程正面，相信

林太會積極考慮各方意見。
就有關自資專上學券的建議，他認為做
法可取，有助提升學子升讀本地學位課程
意慾，且能紓緩部分家境困難學生的經濟
壓力，增加升學出路。

何順文倡定期檢討資助額
他認為，對自資院校而言，學券資助有
助提升競爭力，一定程度保障收生人數，
但提醒學券制於實際執行時，須考慮自資
院校學費浮動情況，建議特區政府定期檢
討學券資助額，與時並進。
何順文又建議，下屆政府應考慮為自資
院校增設一筆過補助金，資助包括校舍在

內基建設施。
他解釋，過去不少自資院校向政府借貸

興建校舍，建議政府考慮資助七成建校成
本，減輕相關院校還款壓力。

陳卓禧倡涵蓋職專三四級
港專學院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

禧亦表態支持學券構思，並形容這是對高
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起步與突破。
但他認為，現時選擇繼續升學的中學

離校生中，有六成會入讀高級文憑或文
憑課程，建議林太可考慮擴大學券資助
範圍，涵蓋資歷架構第三及第四級的職
業專才教育課程，資助額則以兩萬元至3
萬元作起步。
他又建議下屆政府可考慮為在職人士設

立進修獎學金，協助更多有志人士升學進
修。同時，新一屆政府亦應進一步優化今
年施政報告提出的第七輪配對補助金計
劃，將資助額提高至每所院校所籌的首1
億元可作「一對二」配對，估計總涉及金
額約二十億元。
他指，現屆政府已預留5億元作配對經費，

如下屆政府再撥出15億元便可實行有關建議。

陳坤耀憂影響副學位收生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陳坤

耀指，設立學券有助自資院校吸納符合入
讀大學3322最低要求、但不獲「八大」取
錄之學生，惟學券建議僅資助自資學位課
程，擔心此舉變相降低學生報讀副學位課
程意慾，影響副學位課程收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

嘉軒、黎忞）候任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近日與30名教育團

體代表會面時，提出設立3

萬元自資專上學券，資助合

資格學生修讀自資學位課

程。昨日，她再約見自資院

校代表聽取意見。多名代表

均對學券的構思表示支持，

但有意見認為學券範圍應擴

大至副學位及文憑課程，又

建議下屆政府考慮為配對補

助金計劃加碼，及增設一筆

過基建補助金，進一步優化

自資院校教學質素。

■楊潤雄指，任何機構提供教育課程，
而學生人數達到《教育條例》中「學
校」的定義，須受該條例規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恒生管理學院校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