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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憂 9 月無法增教席 恐學生失 3 萬元資助

教育「新水」不過 全港師生難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高

■恒生管理學院設有自資學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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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立法會財委會上周六原本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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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資源」撥款，但因反對派不
滿劉小麗、姚松炎、梁國雄及羅冠聰
因宣誓無效而被褫奪議員資格，在會
上叫囂發洩，令會議需腰斬，後日
（周三）復會。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
日在電台節目中坦言，擔心今個立法
會年度內不能通過上述撥款，會令報
讀自資院校學士課程的學生無法在下
學年獲得每人 3 萬元資助；中小學亦

■楊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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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取得資源增加常額教席；他會繼
續與不同黨派議員磋商，呼籲一眾議
員以民生為先。

■每年都有大批港青排長龍報
讀自資學士課程。
讀自資學士課程
。 資料圖片

楊潤雄昨出席商台節目時表示，財委會餘
下會議時間不多，對後天的財委會續會

能否通過「教育新資源」撥款感到憂慮，未來
會繼續與不同黨派議員溝通，爭取在今個立法
年度內「過關」。電台訪問後他補充指，如未
能在休會前通過，政府將無法動用資源，亦無
其他措施能替代，只能依循舊制運作，而正常
情況下，撥款不會設追溯期。
他又提到，上屆政府就宣誓問題提司法覆核
背後有理據，不認為是留下「政治炸彈」，亦
尊重法庭判決。

籲議員克制 處理好撥款
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昨出席公開活動後亦表
示，立法會應該集中處理重要的民生議題，呼
籲部分議員放下分歧，以處理好教育撥款事
宜。
就「教育新資源」撥款審議在財委會遇上阻
滯，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潘淑嫻表示，學界
普遍感到失望，而餘下會期有限，前線校長教
師對於新措施能否於新學年落實均非常緊張，
特別是部分學校已因應調整班師比而新增的教
師人手做好準備，制訂好常額教師及新聘教師
的合約，一旦撥款落空，部分教師將未能轉常
額或甚至續約失敗。她呼籲議員們理性看待事
件並保持克制，以免對新學年造成太大的影
響。
資深中學校長林日豐指出，由於中小學教師
即將放暑假，學校都已為配合新措施提早準
備，包括編制課堂分擔、安排教師人手等，不
少校長都對於上周六未能通過 36 億元撥款感
到非常惆悵；而新措施涉及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SENCO）常規化、增加特殊學校人手
等內容，對大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也有影
響。

教聯會冀「政治歸政治」
他補充說，立法會議員應關心民生，為師生
福祉着想，希望他們回歸理性，盡力履行職
責，將「政治歸政治」，勿影響教育議題。
教聯會發聲明強調，「政治歸政治，教育歸
教育」，促請立法會議員放下政治歧見，以大
局為重，於立法會暑假休會前盡快審批撥款，
讓新措施於 9 月新學年落實，改善積存已久的
教育問題。

盼勿犧牲全港師生利益
教評會則表示，對多位立法會議員阻撓財委
會進行，致使「教育新資源」撥款至今仍未通
過感到「極度遺憾」。該會強調，通過 36 億
元撥款對教育界至為重要，如議案最終未能通
過，或會讓超額或年輕合約教師被裁，應屆中
六畢業生無法得到學費資助，是嚴重傷害社會
利益的行徑。
教評會期望，部分慣於引發混亂、刻意製造
社會矛盾的議員能撥亂反正，不要為政治爭拗
或某些個別目的，犧牲全港師生利益。

建制派籲反對派
「放水」
惠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今個立
法年度最後一次財委會會議將於後日
（周三）舉行，社會關注反對派會否因
不滿宣誓案判決，而阻礙通過新增的 36
億元教育經常性開支撥款。建制派昨呼
籲反對派支持撥款通過，強調市民利益
與案件是兩回事。對於往後的行政立法
關係，反對派聲言責任在特首林鄭月娥
身上，要求她承諾不再向議員興訟、不
支持立法會在補選前修改《議事規則》
等，被質疑做法有問題。
4 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民建聯劉國勳、
獨立建制派謝偉俊、民主黨涂謹申及
「自決派」朱凱廸，昨日出席港台節目
《城市論壇》，討論宣誓案判決及往後

的行政立法關係。

劉國勳：被DQ咎由自取
劉國勳表示，自己也不想見到有人被取
消資格（DQ），但他們的確須為自己行
為承擔責任。他要求涂謹申收回日前聲稱
特區政府向港人「開戰」的言論，「係你
哋自己做錯事，唔應該推卸畀其他人，轉
移視線。我認同係有選民選你哋入議會，
但亦都有好多選你哋入議會嘅選民，唔認
同你哋喺宣誓期間搞太多大龍鳳，太多誇
張嘅動作，只能夠講你哋係咎由自取。」
謝偉俊認為，事件最大責任在於被取消
資格的 4 人身上，「選出嚟無人叫你咁愚
蠢搞咁多嘢」，而特區政府有責任撥亂反

長毛驚破產 4 丑料被追薪津 1100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被高等法院裁定失去議員資
格（DQ）的「長毛」梁國雄、
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均揚
言會上訴，但梁國雄昨日承認，
上訴每人至少要負擔 300 萬元，
一旦敗訴就會破產，不能再參
選。
另外，4 人在議會 9 個月期
間，已申領巨額薪津，共逾
1,100 萬元，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下月開會，預料會討論追討
4人薪津的事宜。

上訴訟費每人300萬
梁國雄昨在電視台節目中承
認，上訴是「錢嘅問題」，涉及
的訟費相當驚人，每人需要承擔
300 萬 元 ， 另 加 是 次 敗 訴 的 訟
費，如果在上訴中再敗訴就會破
產，「一破產就無得再去競
選」，將來他們會籌款打官司，

希望市民能踴躍捐款。
被問到如有機會再次宣誓，會
否繼續作出類似行為時，他揚
言，如果知道特區政府會這樣
「離譜」，將不會再給機會當局
「濫用司法程序」。
梁國雄又聲言不會放棄上訴，
以換取當局盡快展開填補 4 人議
席的補選程序，聲稱當局將早前
已失去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
梁頌恆及游蕙禎的補選「無限期
拖延」，令九龍西和新界東需要
同時補選兩席，有利建制派在兩
區各取一席。
至於 4 人過去 9 個月支取的薪
金及津貼方面，根據已公開的立
法會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資
料，4 人截至 5 月共申領了逾 800
萬元。當中以羅冠聰申領最多，
約 225 萬元，之後依次為劉小麗
（ 約 218 萬 元 ） 、 姚 松 炎 （ 約
205 萬元）及梁國雄（約 170 萬

恐「臨門一腳上不到馬」
劉江華表示，對近日財委會撥款毫無進

展感到可惜，多項涉及民生相關工程的撥
款申請已討論多年，包括民政局為了油麻
地戲院第二期發展而搬遷垃圾站及露宿者
之家的工程撥款申請。劉江華憂慮，若撥
款被拖延，種種不利因素將出現，工程費
不但有機會超支，市民亦會很失望，故他
不希望多項民生相關工程「臨門一腳上不
到馬」。
他續指，雖然財委會本周僅剩一日議
程，但他對立法會議員仍抱有一絲希望。
他希望議員們放下政治爭拗，通過民生相
關的工程撥款申請，全心全意與政府一同
為市民福祉而努力。
被問到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人選的看
法，他指現時仍在物色合適人選中，但局

倘破產 5年禁任議員
立法會行管會委員謝偉俊指
出，立法會所花的一分一毫都是
公帑，如放棄追討 4 人薪津，或
會被市民指摘慷他人之慨，建議
就此向法庭尋求指令。
若 4 人無法支付政府訟費或立
法會薪津，政府或立法會都可申
請他們破產。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三十九
條，任何人若未獲解除破產，或
於過去 5 年內在沒有向債權人全
數償還債務，即喪失在選舉中獲
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及當選為議
員的資格。
換言之，如果 4 人破產，除了
不能參與補選外，就連 2020 年
立法會選舉也不能參加。

方必會用人唯才，若有新消息會盡快公
佈。

涂朱「開天價」「要挾」不合作
涂謹申及朱凱廸就向林鄭月娥「開
價」，列出一堆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條
件」，並將之與財委會運作掛鈎。有關條
件包括要林鄭月娥承諾不再向議員興訟、
不支持立法會在補選前修改《議事規
則》、不向涉案 4 人追討訟費、兩單宣誓
案引發的補選分開進行等。
其中朱凱廸聲稱「個波喺林鄭月娥嗰
邊」，「佢唔會做，就唔好話我哋喺財
委會嘅不合作運動。」
涂謹申則稱，反對派今日會開會，商
討後日財委會會議的對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除
了已被取消資格的 6 人外，其他在宣
誓就職時「玩嘢」的議員資格也是岌
岌可危。有市民早前入稟，挑戰「自
決派」朱凱廸及「熱血公民」鄭松泰
的議員資格，案件已排期在本月 26
日於高等法院原訟庭提訊。
■朱凱廸
居於荃灣的市民羅景楊在 3 月入
稟，指循新界西當選的朱凱廸及鄭松
泰，在宣誓就職時違反香港基本法和
《宣誓及聲明條例》，其中前者高叫
「民主自決」和「暴政必亡」；後者
就大叫「抗爭運動」、「全民制憲」
和「重新立約」，要求法庭裁定二人
應否被禠奪議員資格，以及應否頒發
■鄭松泰
禁制令阻止二人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
事。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七十三條，選民或律政司司長可針對
任何以議員身份行事或聲稱有權以該身份行事的人，以該人已
喪失以該身份行事的資格為理由，在原訟法庭提出法律程序。
對於會否擔心隨時失去議席，朱凱廸昨在港台節目《城市論
壇》上聲言「無得驚」。

醫院工程「久候」撥款 若押後礙運作
財委會會議
受反對派議員
阻 撓 被 迫 休
會，令多項撥款審批不斷延後。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包括屯門
醫院、啟德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在內
的 3 間公立醫院重建及興建計劃的撥款，
現正處於「排隊等候」狀態，若未能通
過，招標及工程或會押後，對醫院運作
影響很大，她希望財委會能盡快通過撥
款。
陳 肇 始 指 出， 擔 心 財 委 會 撥 款 出 現
「塞車」情況。她指，三間醫院的工程
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
員會均有討論，局方盡量解答議員提
問，對方亦滿意局方答案，原希望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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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憂慮撥款被拖延。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

也讓議會撥亂反正。

朱凱廸鄭松泰隨時OUT

元），連同每人分別支薪超過 85
萬元，4 人在 9 個月已花掉公帑
逾1,100萬元。

劉江華擔心民生工程
「臨尾香」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賢）4 名
反對派議員因就職宣誓時「玩嘢」或「加
料」而被法庭撤銷議員資格，多名反對派
議員因而在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發難抗
議，殃及財委會須兩度休會，現時財委會
僅剩下本周三最後 8 小時的會議時間。民政
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出席活動時表示，對
財委會兩度休會感到遺憾，很多與民生相
關的工程撥款申請，包括有關油麻地上海
街露宿者之家、公眾垃圾站搬遷的撥款仍
在「排隊」。他希望議員們放下政治爭
拗，讓財委會盡快通過撥款申請。

正，透過法律程序釐清法律責任和原則，
故不同意反對派聲稱特區政府透過訴訟改
變選舉結果。
他又指，即使沒有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根據過往判例，涉案 4 人也有很大機
會被判宣誓無效。
劉國勳在節目後強調，增加教育撥款
與相關判決是兩回事，反對派不應將兩
者掛鈎、綑綁，而應以市民利益為重，
通過撥款。
目前建制派在分組點票中有優勢，對於
建制派會否藉此推動修改《議事規則》
「剪布」，身兼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謝
偉俊指，個人覺得凡事應該有規有矩，修
例是應該做的事，可讓「剪布」制度化，

個暑假之前的立法會會期內通過，現時
只能「排隊等候」。若未能通過，在招
標方面或要押後，工程亦會押後。
她續說：「這當然有很大影響，因為
在醫院有很多工作，即使有人手還要有
硬件配合，在硬件基建方面希望可盡快
（通過撥款）。」

沙嶺龕場食安新職亦「卡死」
另外，沙嶺骨灰龕建設亦在「排隊」
等候財委會審議，陳肇始強調，市民對
公營骨灰龕供應的需求非常殷切，希望
項目可盡快通過。此外食環署及食衛局
就食物安全開設新職位的工作亦在「排
隊」，她希望財委會工作有良好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