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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阻撓撥款影響數千教師

反對派搗亂 教育撥款危危乎
庇4丑硬闖失敗拉倒財會 建制派恐難開學前批出

高等法
院日前裁

定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及梁國
雄喪失就任立法會議員資格。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
示，有關議席如何進行補選要視乎
事態發展，例如相關人士會否上
訴，同時還要等待梁頌恆及游蕙禎
宣誓案的終極上訴結果。
聶德權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後指
出，法庭裁決已提及議員宣誓時的
法律規定，政府會詳細研究判詞，
再作出安排。至於議席出缺情況，
根據《立法會條例》，立法會秘書
處得悉有議席出缺時，須在21日內
在憲報刊登公告，之後選舉管理委
員會會按照法例規定及實際情況，
安排補選工作。
他續指，進行補選仍需考慮其他
因素，及需視乎事態發展。目前4
人的個案，當局需要視乎他們會否

提出上訴及上訴的結果，而特區終
審法院下月25日則會處理梁游的上
訴，當局要視乎聆訊結果、相關法
律程序是否已完成，才會進行補選
安排。故現階段難以具體說明所有
補選會否一併進行。

聶德權：真空期長短依法處理
被問及若等待所有聆訊完結後才進

行補選需歷時一年半載，真空期會否
過長，聶德權回應說，最主要是按照
法律的要求去做，若有司法程序進行
中，當局亦會密切留意進展。
就反對派聲言特區政府「濫用司

法程序」，聶德權強調必須尊重法
庭判決，又重申現屆特區政府希望
與立法會議員建立良好的行政立法
關係的決心並無改變，並會繼續與
各黨派溝通，他也有和各黨派就所
屬範疇溝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昨晨因反對派議員搗亂而
再度休會，令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增加36
億元教育額外經常開支受到阻撓。林鄭
月娥昨日坦言自己開始有點擔心，強調
有關撥款開支倘未能在立法會暑假休會
前獲得批准，有關撥款就不能在今年新
學年推出，將會直接影響到數千位教師
的前途，更直接影響在今年香港中學文
憑試放榜後，選擇修讀自資院校的大學
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她呼籲反對派議
員履行責任，周內完成有關撥款的審
議。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透露，
自己前日上午向所有立法會議員發信，
呼籲他們爭取在餘下3次財委會會議
上，盡量去審批已納入議程的19個項
目，至昨日終開始討論教育新資源36

億元的新增經常性撥款。
她指出，明白前日高院裁定4名立法

會議員喪失議員資格，令部分反對派議
員的心不舒服，「但我必須要在這裡呼
籲，這是一個司法的程序，我聽到4位
議員他們個別提出會循司法途徑去上
訴，但是不應該因為這個裁決影響日常
的立法會的議事工作，因為很多的社會
問題是等待立法會去履行立法會議員的
責任，去解決這些問題。」

促周三會議批撥款
林鄭月娥表示，按原定計劃，財委會

僅剩下周三的會議，「我開始有點擔
心，因為如果這36億元的教育新資源
不能在立法會暑假休會前獲得批准，將
會直接影響到幾千位老師的前途，因為
有幾千位老師現在都有點焦慮，究竟他

們是否能進入這一套教育新資源開設新
的常額編制的教師職位呢？」
她續說，有關撥款申請還影響到學

生，「在這個星期DSE（文憑試）放榜
後，選擇去讀自資院校的大學學士學位
課程的同學，因為那3萬元給同學的學
費資助亦不能在2017/2018學年推出。
所以我在這裡很誠懇地呼籲各位『泛
民』議員，在下個星期再進行應該做的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林鄭月娥強調，是次褫奪議員資格涉

及的是法律問題，「律政司司長都重申
了很多次，就這4位議員當時（特區）
政府採取的行動，是基於一個法律的理
據，而為求審慎，這個法律意見不單止
是律政司內部的法律意見，亦都徵求了
獨立的大律師的法律意見，我們才提
出。這亦都經高等法院昨（前）天作出

的裁決。」她續說，「香港是一個法治
的社會，無論什麼黨派的議員，從來都
是強調我們應該是依法來辦事，所以現
在的情況是這樣。」

改善行立關係誠意無變
林鄭月娥強調，她對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的誠意沒有變，特區政府「完全沒有
任何開戰的意圖或計劃」，希望反對派
議員不要因為是次司法覆核結果而影響
到未來當局和立法會議員合作的基礎。
她和她的問責團隊未來數年會盡最大努
力，與立法會各黨派議員合作，改善行
政立法關係，為社會多做實事，解決我
們現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問題。
被問及特區政府會否就其他反對派議

員宣誓時的行為提出司法覆核，她則
指，「在目前為止，我們無計劃再進行

去申請司法覆核的工作，不過，當然，
律政司的同事是需要再詳細研究昨天區
慶祥法官的判詞和事實的情況，看看還
有什麼法律的意見。不過，我重申，目
前我們是沒有任何這個計劃。」

■■民建聯指民建聯指，，財委會並非發洩情緒的地方財委會並非發洩情緒的地方。。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工聯會譴責反對派擾亂會議進行工聯會譴責反對派擾亂會議進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院
日前裁定，劉小麗、梁國雄、姚松炎、羅冠
聰4人喪失就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不能再
自稱議員，更不能參與會議。但其他反對派
議員昨日就「庇護」4人，圖助他們闖入立法
會會議廳。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強調，法
院的裁決表明禁制4人以議員身份行事，倘
他們以愚蠢的做法強行開會，4人以至向他們
提供協助的議員，都可能干犯藐視法庭罪。
梁君彥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他不

願看到有議員被取消資格，但今次事件屬憲
制問題，法院有權作裁決，而非挑戰立法會
內部事務，大家都要尊重法庭判決，「香港
司法是大家都尊重的，法庭做了判決，其實
是有不同渠道讓覺得受屈的人士去上訴，我
覺得任何事都是要經過法律程序去做。」
他強調，是次事件是有議員因沒有莊嚴宣

誓而被法律起訴，是不智及「不幸」的，大
家絕不能倒果為因，「宣誓是非常莊嚴，如
果議員是被市民選出，他有這個重要的責任
花兩分鐘做好宣誓，（憲制）是無人可以挑
戰到。你自己無做到任何錯的事，就不需要
受到任何的挑戰。」
被問及4人昨晨在其他反對派議員翼護下

試圖闖進財委會會議，梁君彥指，禁制令禁
止4人以議員身份行事，他們若以愚蠢做法
強行開會，4人以及提供協助的議員都可能
干犯藐視法庭罪。

禁以議員身份參立會會議
他說：「法庭昨日的判決是包括有禁制令，這4位

議員是不可以再利用議員的身份。當你再不能利用議
員身份，你就不可以去開會。如果他們是做一些比較
愚蠢的事，例如是衝入立法會強行開會，其實他是藐
視法庭的，這是很嚴重的罪行。如果其餘的議員是協
助他的話，亦都有可能是犯了藐視法庭。」
梁君彥重申，4人只可在立法會地下及其辦事處所在
樓層出入，但難以禁止他們以議員身份出入，他提醒
各人要小心處理，不要令事件一發不可收拾，「議會
是解決紛爭的地方，有紛爭是平常的，但要用一個合
適的渠道去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把紛爭無限擴大，
令到議會不能夠運作、亦都令到市民受到影響。」
至於4人的薪金問題，他指要待行管會開會商討，

目前不急於處理，加上有成員下周要出訪以色列，相
信最快下月才有定案。

夠票修改議事規則須批准
就有人關注建制派或會趁空缺期間修改議事規則，

梁君彥指，修改議事規則是恒常做法，但目前未聽聞
議事規則委員會急於開會討論修改議事規則以阻止拉
布，但倘修改經委員會討論後獲足夠人數支持，身為
主席只能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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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籲尊重裁決 聚焦經濟民生

■■反對派議員昨日搗亂財委會反對派議員昨日搗亂財委會，，導致兩度休會導致兩度休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梁國雄梁國雄、、劉小麗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昨日在反對派議員羅冠聰及姚松炎昨日在反對派議員
翼護下翼護下，，企圖硬闖財委會企圖硬闖財委會。。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擔心教育撥款能否在休會前林鄭月娥擔心教育撥款能否在休會前
批出批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中華總
商會歡迎高等法院裁定羅冠聰、梁國雄、劉
小麗及姚松炎4人去年就任立法會議員時的宣
誓無效，並喪失議員資格（DQ）。中總呼籲
社會各界尊重法庭裁決結果，同時集中精力
改善經濟和發展民生，守護香港的經濟發展
成果和良好營商環境。
中總昨日發表聲明指，4人於去年就任時

拒絕或忽略作出立法會誓言，包括擅自更
改誓詞、以變調或慢速宣讀誓詞，甚至公
開表明不認同宣誓內容等，他們的表現已
明顯不符合內容和形式必須準確、完整、
莊重、真誠等規範，在法理和情理上均不
具備就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該會指，法院依據去年人大釋法內容作

出清晰判決，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和香港
既有的法治精神，有助維護香港法治和社
會長遠穩定，故呼籲社會各界尊重法庭裁
決結果，並期望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秘書處
盡快執行有關裁決，捍衛議會秩序和正常
運作。

中總並呼籲各界攜手努力，積極維護香
港基本法和堅守本港法治精神，集中精力
改善經濟和發展民生，共同守護香港的經
濟發展成果和良好營商環境。

潮屬社總：彰顯釋法權威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認為，法

院是次判決彰顯了法治尊嚴、彰顯香港基
本法和人大釋法的權威、彰顯「一國」原
則，是香港司法和法治的一個歷史性事
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他強調，高院是次的裁決與「一國兩制」
的底線一致，不單在法律上立了規範，而最
重要的是維護了國家主權及安全利益。充分
體現公平、正義、順應主流民意。他勸告
「港獨」分子必須引以為戒，不要玩火自
焚，「大家同為香港的一分子，我希望香港
社會停止不必要的政治爭抝，集中精力，緊
握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
帶來的良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重燃東
方明珠的璀璨光芒。」

立法會財委會正在審議特區政府提
出的36億元教育額外經常開支撥

款，原定前日下午續審。高等法院當日
裁定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
即時喪失議員資格，財委會主席陳健波
遂宣佈休會，會議昨晨再續。
由於法院已裁定4人失去議員資格，
不能再以議員身份行事，包括參與立法
會會議。
不過，被取消議員資格的4人就漠視
法院的判決，昨晨8時許抵達立法會，
更在反對派議員包圍護送下，企圖硬闖
會議廳，參與財委會會議。
在場保安員即時阻止，並向梁國雄等
解釋他們已非議員，不能進入會議室。
不過，眾人繼續在會議廳外與保安員對
峙，擾攘數分鐘。梁國雄其後聲言是希
望到會上「表達意見」，但現場很多保
安員阻止，他們不想傷害對方身體，因
此沒有強行進入會議室，但聲言「抗爭
不會停止」。

爭拗規程問題致兩度休會
在會議開始後，多名反對派議員高呼
「人大釋法可恥」、「DQ議員與民為
敵」，及舉起抗議標語。其後，各人接

連在會議上提出規程問題，要求陳健波
解釋不容許4人參與會議的理由，阻撓
會議進行。陳健波強調，法庭的判決已
清晰指出4人已經喪失議員資格，並同
時頒佈禁制令，禁止4人以立法會議員
身份行事，如果其他人協助4人企圖進
入議會，以議員身份行事，可能要承擔
法律後果。
會計界議員梁繼昌等就要求陳健波解

釋，4名議員過往在小組委員會的表決
是否有效，陳健波宣佈暫停會議10分鐘
處理。立法會法律顧問表示，過去的投
票結果不會受此案影響。
反對派議員的行為惹來建制派議員不

滿，會議在短暫復會後，雙方一度爆發
爭拗，需要再次暫停。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表示，她理解有議員想要發洩，但歸
根究底是有議員在宣誓時做法過火和
「玩過龍」，是因自己的行為被取消資
格。其後，雙方陣營再度發生口角，陳
健波以部分議員情緒激動為由宣佈休
會，下星期三續會。

陳健波：阻9項民生議題
陳健波會後表示，昨日的會議無法聚

焦討論議程，他曾兩度宣佈休會，盡量

令會議得以繼續進行，但議員很容易對
罵，因此決定休會，並坦言財委會仍有9
項議程未表決，都涉及民生議題，他感
到失望和焦急，希望周三舉行原定的最
後一次會議時，議員心情得以平伏，處
理36億元的教育新資源開支撥款申請。
他續說，已去信議員，希望在本月20

日和21日加開會議，但相信情況不樂
觀，並呼籲議員如果對4人被取消資格的
裁決感到不滿，應在財委會以外解決。

李慧琼：財會非發洩地方
李慧琼在會後強調，財委會並非發洩

情緒的地方，若對法庭裁決不滿，可以
透過法律程序處理，她指不少議員在會
上提出似是而非、與議程無關的問題，

陳健波仍以超過1小時處理，已展示最
大的包容度，希望議員在其他地方表達
不滿，如果再阻礙財委會，會令很多項
目無法處理。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補充，若財委會

不能在休會前通過36億元的教育新資源
開支，恐怕學校及學生不能在新學年受
惠。

麥美娟籲另找場合表不滿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表示，工聯會譴責

一切以不同方式擾亂會議進行，導致不
能正常議事和批出款項的行為，又強調
財委會不是合適的場合表達不滿的情緒
和意見，希望有關議員另找合適的場
合。

立法會財委會原定昨日審議特區政府提出的36億元教育額外經常

開支撥款，但日前被法庭判定宣誓無效、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

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昨晨在反對派議員護送下，企圖

硬闖會議廳，擾攘一番後最終雖失敗離場，惟眾反對派議員卻將財委會變成發洩情緒的場所，令

會議無法正常進行，在個多小時兩度休會後，令會議被迫腰斬，周三復會。多名建制派議員譴責

反對派擾亂會議進行，又擔心反對派繼續搗亂，將不能趕及通過新增的36億元撥款，令學校及

學生無法在新學年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