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對通過反對派對通過3636億元億元「「新增教育資源撥款新增教育資源撥款」」取態取態
政黨政黨//議員議員 取態取態

「「專業議政專業議政」、」、教育界葉建源教育界葉建源 有關撥款教育界已經爭取多年有關撥款教育界已經爭取多年，，會盡力推動通過有關撥款會盡力推動通過有關撥款
申請申請，，亦有信心最終獲得通過亦有信心最終獲得通過

「「自決派自決派」」朱凱廸朱凱廸 目前有多人被取消議員資格目前有多人被取消議員資格，，令議會令議會「「架構不健全架構不健全」，」，
個人認為不應再作討論個人認為不應再作討論，，但最終會跟隨大隊的決定一致但最終會跟隨大隊的決定一致
行行動動

公民黨楊岳橋公民黨楊岳橋 未決定未決定，，待反對派再開會商討待反對派再開會商討，，以團結一致行動為大前提以團結一致行動為大前提

工黨張超雄工黨張超雄、「、「人民力量人民力量」」陳志全陳志全 未研究未研究，，先商討一下先商討一下

民主黨民主黨、「、「專業議政專業議政」」李國麟李國麟、、「「街工街工」」梁耀忠梁耀忠、、獨立毛孟靜獨立毛孟靜 原則上支持有關撥款原則上支持有關撥款，，但會採取一致行動但會採取一致行動

資料來源︰上述政黨及議員資料來源︰上述政黨及議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葉建源葉建源 ■■朱凱廸朱凱廸 ■■楊岳橋楊岳橋 ■■張超雄張超雄

■■陳志全陳志全 ■■李國麟李國麟 ■■梁耀忠梁耀忠 ■■毛孟靜毛孟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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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綑綁DQ案 有人憂損師生利益

36 」

反對派態度曖昧

」

反對派昨日討論一
個小時「得個桔」，
到底會議中發生什麼

爭議？有與會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
露，會上出席者各自表述，有「衝動
派」認為有4名反對派被取消立法會議
員資格，反對派陣營應該要有「回
應」，才能平息支持者的不滿情緒，似
乎想繼續搞事。不過，有「民生派」議
員就認為，財委會的撥款全涉及民生問
題，很多項目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應
將民生與政治分開處理。另有人因此提
議，為顯示反對派的「態度」，須開出

與教育相關的條件去談判云云。
有與會者認為，有關撥款為民生項

目，最重要是一批中產教育界其實是不
同政治板塊均欲爭取的組群，若將36
億元教育新資源撥款拖垮，擔心會引起
難以估計的後果。再者，與會者還提
到，有部分反對派議員建議，為要顯示
出反對派的「態度」，須開出與教育相
關的條件，就是昨日他們見記者時談到
的、將資助範圍延伸至八大院校的副學
士學生，可見反對派亦知將是次議題政
治化處理不合適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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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動派」圖負隅頑抗「民生派」恐得罪中產

政界批「挾持」撥款圖要脅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4名反對
派因就職宣誓時「玩嘢」或「加料」而
被法庭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而多
名反對派議員遂在上周六的立法會財委
會會議上發難抗議，會議被迫腰斬，令
教育界盼望已久的36億元教育新資源撥
款審批遇上阻滯。明日將是審議撥款的
最後機會，教聯會昨日發起教育界聯署
行動，嚴正要求相關議員在僅餘會期內

集中審議有關方案，務必通過撥款。津
貼小學議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恒
生管理學院常務副校長方梓勳亦紛紛發
表聲明表達同一意願。

影響數千教師數萬學生
教聯會聲明提到，上周立法會財委會

會議因多次受到干擾而被迫腰斬，導致
政府提出的教育新資源撥款未能如期審

議，教聯會於昨日發起教育界聯署行
動，要求立法會議員以大局為重，不要
阻撓有關撥款的審議工作，因為一旦未
能在休會前通過撥款，會對數千名中小
學教師、近4萬名報讀自資學士學位的
學生，以及1,000名中小學資訊科技技術
支援人員等造成嚴重影響。
津貼小學議會和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昨亦

聯合發表聲明指，新增教育經常開支是支持
優質教育的優先措施，是教育界爭取多年
的成果，亦得到教育界不同持份者普遍認
同和支持，促請立法會議員盡快通過議案。

關乎提高香港教育水平
恒生管理學院常務副校長方梓勳認為，
不少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家境並不理想，
若得不到這筆資助，有可能影響其接受高
等教育和向上流動機會，不利社會穩定和
發展；而且自資院校發展正處危急時期，
3萬元學費資助有利香港高等教育制度健
康發展，並已經照顧到社會資源運用的公
平性，令自資院校和八大院校能在比較公
平的環境下互利互補，作建設性的競爭，
提高香港高等教育水平。

教育界聯署 促快批撥款

反對派昨日討論了約一個小時。會
後涂謹申發言稱未有結論，今日

會再開會討論結果。他稱，是次被DQ
的人數多，需嚴肅對待，以更多時間討
論，故昨日未有結論，今日傍晚會再開
會。他並聲言︰「政府主動挑戰選民的
決定，改寫選舉結果。雖然是上屆政府
開始，但這屆政府新政府開始，究竟其
基本政治大方向如何？會否真的想香港
改變大格局，較為和諧社會，而是真正
和諧？我們仍希望聽聽政府，再看看政
府的行為、言論。」

多數表態「跟大隊」
他又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應知
道如何處理現時局面」，同時稱36億
元教育新資源撥款「並非人質」，若林
鄭月娥願意將有關資助擴大到八大院
校，定可爭取到部分反對派議員支持。
香港文匯報其後亦查詢反對派各黨派議
員對明日審議36億元教育新資源撥款的
取態（見表）。其中，同樣因宣誓問題、
將於月底到高等法院應訊的朱凱廸就聲
言，目前有多人被取消議員資格，令議會
「架構不健全」，個人認為不應再作討

論，但最終會跟隨大隊的決定一致行動云
云。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回應稱，該黨未有決

定，待今日開會商討，但以「團結行動」
為大前提。工黨張超雄和「人民力量」陳
志全均稱未研究，要先商討一下。
民主黨多名議員、「專業議政」李

國麟、 「街工」梁耀忠、獨立毛孟
靜，雖說原則上支持有關撥款，但都未
有明言會否爭取通過，只稱會採取一致
行動。

葉建源：爭取通過
一眾反對派議員中，只有葉建源聲

言會努力爭取。他稱，整個36億元的
教育撥款，為反對派與教育界努力多年
的心願，花了教育界不少的時間與努力
才有的成果。葉建源又指，今次撥款內
容牽涉了數千名教師的合約問題、包括
數萬名學生的學費津貼問題，這些都是
即時性，相當緊迫的事情，若有關撥款
討論超過了7月份的話，便會直接影響
到教師的合約，到時將難以彌補。不
過，他個人有信心，有關撥款最終能獲
得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

派」和「自決派」4人上周五被法庭裁定

因宣誓不符法例要求，失去立法會議員資

格，一眾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當日已即時搗

亂財委會會議，令36億元教育新資源的

撥款因會議腰斬而擱置。昨日，反對派再

舉行閉門會議，商討如何「處理」該筆撥

款安排，「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涂謹申會

後聲稱，36億元撥款「並非人質」，但

需再「觀察政府言行」。反對派各黨派議

員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雖然聲稱

原則上支持撥款，但大多數都會「跟大

隊」，其中「自決派」朱凱廸更聲言，

DQ（取消議員資格）令議會「架構不健

全」，個人認為不應再作討論云云，只有

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表明會盡力爭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面對反對派可能
再搗亂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明日的
會議，財委會主
席陳健波昨日表
示，由於多數議
員未能抽空於本
周 四 、 周 五 開

會，財委會不會加會，明日會議將是最
後8小時。除會優先討論36億元教育新
資源撥款外，已將原本的18項議程整
合為8項，冀能集中討論及盡量通過。
他強調，到時會「執正」處理，不容議
員偏離議程，在必要時更會直接跳過討
論進行投票。

政府通知18項議程縮成8項
陳健波昨日表示，已收到政府通知，
將原來18項議程縮減成8項議程，排在
首位討論的項目為36億元教育新資源撥
款，及後便是一些工務工程撥款，完成

工務工程項目之後，便會進入東涌新市
鎮擴建填海、沙嶺墳場興建骨灰安置
所、中九龍幹線、油麻地露宿者中心及
公務員加人工等。陳健波指，相信政府
是以重要性排序議程，並期望能夠在8
個小時的會議內，完成審議所有項目。
他又說，自己會「揸正嚟做」，不是規
則內的項目不會讓議員討論。

有人明言「唔使旨意通過」
陳健波又指，昨日曾與多名反對派議員

討論，他們大多希望能盡快通過有關的撥
款項目，但當中有幾位「激進派」議員，
堅持表態較為重要，還明言「唔使旨意通
過（撥款）」，表明36億元新增教育資
源及工務撥款申請通過後，便會「玩
嘢」。陳健波對此表示遺憾，形容自己
作為主席，容忍時間已過去。
他又指，東涌填海項目中，在工務小

組中無人反對，相信很多議員都不會反
對項目，否則會影響10幾萬人上樓。他
呼籲議員︰「要放低不滿情緒，嗰日有
咁多做咁多。」

陳健波：明日財會「揸正嚟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實習記者
林浩賢）今次反對派再次將民生政策與政治
掛鈎，為4名被法庭裁定失去立法會議員資
格的反對派「講條件」，不惜將教育界的
36億元新資源撥款作「人質」，在財委會
上繼續拉布，多名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此
舉是將市民的福祉，作為威脅政府的工具。

葛珮帆：尊重法治須言行合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不論建
制派或反對派，在過去多年以來均多次向政
府反映教育資源不足，並多次要求當局加大
撥款。現時新一屆政府展示誠意，一上任就
推出36億元的教育資源撥款，但反對派卻
不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竟在財委會只餘8個
小時會議的情況下，考慮發起「不合作運
動」，另一面更向當局開出不同的「和解」
條件，根本是以政治騎劫民生。她又批評，
反對派經常將尊重法治掛在口邊，今次的宣
誓風波，反對派就拒絕接受結果，還演繹為
「政治迫害」。
她重申，香港為法治之區，一切須依法
處理，不應將立法會事務騎劫。

陸頌雄：政治民生勿混為一談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認為，任何能夠改

善教育質素的建議，都歡迎提出討論，令有關
政策愈來愈完備。但有關36億元的撥款，直接
關乎到全港的學生、老師及學校的福祉，而且
涉及時間問題，一旦有任何差池，將帶來很嚴
重的影響。希望反對派以民生福祉為依歸，不

要將政治與民生事務混為一談。

陳振英：瀆誓議員應承受後果
立法會金融界功能界別議員陳振英亦指

出，4名被取消議員資格者的行為，全屬
他們的政治考量，之前就應該考慮到後
果。反對派議員若要顯示「團結」，可以
考慮循其他途徑表達意見，不應將涉及公
眾利益、民生議題的撥款混為一談，甚至
臨時開出一連串條件要求當局答允，這對
事件沒有任何幫助。

邵家輝：莫讓莘莘學子受拖累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表示，教育對於一

個社會的發展十分重要，今次特首願意增撥
資源在教育工作上，是一項德政，呼籲立法
會同事應該盡快通過。至於其他的政治爭
拗，就循政治層面處理，不要令莘莘學子受
到拖累。

盧偉國：涉多項工程影響深遠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昨日在
一活動上亦表示，財委會僅剩本周三8小時的
審議時間，「金額較大的工務工程如啟德體
育園、中九龍幹線及東涌填海工程對社會影
響深遠，卻正受財委會議程阻礙，作為議員
有責任盡快處理問題。」
他希望財委會在立法會暑假休會前，通過

其餘工務工程及民生相關工程的撥款，「特
別是教育資源增撥，若拖延至暑假後想增撥
都無從增撥。」

議員應為市民做事
張先生︰對於基層家庭

而言，一年數萬元的學費
資助「已是大數目」，能
大大減輕整個家庭的負
擔，對家長及學生均是好
事。立法會應該是為市民
做事，不應該因為羅冠聰

等4人的個別事件而影響議事。

撥款勿綑綁DQ案
盧先生︰羅冠聰等4人宣

誓不正確，應該被DQ（取
消資格），其他反對派議
員不應該幫他們，更不應
該將此事與通過教育撥款
混為一談，阻礙審議進
程。

阻礙議程損害市民
胡先生︰該筆教育撥款

可以大大幫助家長及學
生，自己會支持這件好
事，因為教育很重要，需
要政府投放足夠的資源。
羅冠聰等4人當初宣誓時選
擇「加鹽加醋」，須為自

己的行為負責，反對派議員繼續搞抗爭、
繼續拉布，只會令財委會議程慢上加慢，
這樣對市民不公道。

速批撥款學生受惠
何先生︰4人宣誓有問題

已是事實，還有什麼可以
爭拗？希望立法會會議能
暢順運行，不要停滯不
前，撥款愈快通過，讓學
校及學生愈快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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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德政 市民力撐

■陳健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