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倍第一次上台是2006年，因為「不熟悉傳媒
運作」和幕僚醜聞不斷，執政不到一年就因為民意
支持率跌破30%，而無奈「因病」辭職。再次上台
後，安倍花大力氣收買多家傳媒助其施政，並拋出
「安倍經濟學」蒙騙民眾，於是獲得了「極高民意
支持率」。安倍籠絡、收買媒體成功後，借助媒體
給予的「高支持率」有恃無恐，肆意妄為。安倍無
視日本疲弱經濟難以復甦的現實，竟讓多家媒體互
相彈唱，為「安倍經濟學」冠以「可以強有力拯救
日本經濟」紅帽，甚至恬不知恥暗示有機會獲得諾
貝爾經濟獎。
在這樣的背景下，安倍裝模作樣、頭戴鋼盔，在

坦克車上振臂高呼「重振甲午雄風」；又向日本民
眾誇下海口，稱北方四島歸屬很快有「好消息」；
後又「極專業」地配合美國在菲律賓搞「南海仲
裁」；在中國企業投資的東南亞、非洲等地「搶生
意」；正可謂是壞事做盡、罄竹難書。然而，收買
傳媒需要成本，投放的資金不可能無休止地遞增；
隨着發放一邊倒的民意調查、評論越多，傳媒在民
眾心中誠信急劇下滑，影響銷情；於是在自民黨東
京都議會選舉慘敗的關鍵節點反戈，讓四面碰壁的
安倍已經變得時日不多。

和御用媒體一唱一和
假貨只能蒙騙民眾一陣子，安倍最後還是露餡

了。事實證明，所謂「安倍經濟學」完全是一文不
值的花架子。實施「安倍經濟學」的日本經濟照樣
蕭條、失業率仍然高企。東京學者說，「安倍經濟
學」是「安倍御用媒體」和內閣一唱一和的「傑
作」，毫無實用價值；日本更因為炒作「安倍經濟
學」，無法和中國在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取得溝
通和合作，錯失了千載良機，讓日本經濟變得一潭
死水。安倍吹噓的北方四島的「好消息」經不起時
間考驗，東京政府答應莫斯科出資協助開發四島，
則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和華盛頓一齊導演的菲律賓仲裁案不僅得不到菲
律賓民眾的認可，更加成為「爛尾樓」；讓東南亞
各國看到日本肚裡的壞水。日本、特別是東京的民
眾，於是利用手中的選票讓自民黨東京都議會選舉
慘敗，也讓上任時神氣十足、高叫「重振雄風」的
安倍永遠「雄不起來」。目前，包括多家被日本人

稱為「安倍御用報紙」的《讀賣新聞》等均反戈一
擊，猛烈發放「安倍支持率創歷史新低」系列信
息，讓安倍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最新日本「民
間調查」結果顯示，安倍支持率跌破29.9%，已經
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隨時出現「兵敗如山倒」
《朝日新聞》近期發佈評論認為，安倍內閣支持

率原來一直靠媒體「支撐」，如今傳媒說了實話，
則出現一再下跌局勢，顯示安倍已經進入「極危險
水域」，並隨時出現「兵敗如山倒」局勢。安倍支
持率暴跌，導火索是強推具有爭議的「合謀罪」、
捲入加計學園醜聞並一再迴避、東京都議會選舉中
慘敗。東京學者認為：安倍的政治、經濟「神話」
已經被徹底打破。無論如何改組、「丟卒保帥」；
安排緊張出訪，期望靠外交加分；都無法抑制民眾
的怒火，凸顯安倍永遠也無法「重振甲午雄風」。
據披露，日前超過75%日本人確認「安倍長期

撒謊」，80%民眾肯定安倍利用權力為朋友謀取利
益。安倍強行推進修憲進程，「不務振興經濟正
業」，又用假的經濟學蒙騙民眾，就如積聚了憤怒
火山，隨時可能出現難以想像的執政局面。自民黨
頃刻之間淪為「在野黨」，是野蠻施政的惡果。東
京都議會勝選後的小池帶出的潛在政治危機，顯示
安倍遭遇的滑鐵盧僅僅是開始。小池公開表示，
「都民」已經瞄準下屆眾院選舉。對於四面楚歌、
靠蒙騙民眾的安倍來說，既是自食惡果，也是咎由
自取。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靠蒙騙施政安倍時日不多

反對派的反撲與建制派的正確應對

戴耀廷和反對派視法律如無物，刻意
製造恐慌，製造社會對立不安，聲稱若
他們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新政府上台
以來刻意營造的良好氣氛將會煙消雲
散，林鄭得來不易的民望亦會下跌云
云。戴耀廷和反對派露骨地以政治要挾
政府和凌駕法律，逼迫政府在法治上作
出妥協，出賣原則進行政治交易。

陳日君「暴動論」是政治恐嚇
更惡劣的是，「禍港四人幫」之一、
前主教陳日君，聲稱政府利用司法程序

「把12.7萬選民的選票作廢」，法官的
判決「是不能想像的邪惡霸道」，還稱
此事若在「別的國家」發生，一定會引
起大規模的暴動云云。陳日君「暴動
論」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嚇，一出籠即受
到各界批評。事實上，全港市民都清晰
看到該4人當日如何宣誓，其後反對派
為該4人舉行的反DQ集會，只有數百
市民參與，這證明即使是12.7萬選民，
都清楚4人並非莊嚴、真誠宣誓，喪失
議員資格是咎由自取的。有輿論估計陳
日君的恐嚇，是在配合反對派更大規模

的「搗亂計劃」，是反對派「抗爭」的
其中一環。
面對反對派的大肆報復和反撲，建制

派的正確應對，應該是抓緊時機修改立
法會議事規則解決拉布問題。《議事規
則》第十七（二）條中的議員有權「點
算出席人數」一項，有明顯漏洞，已被
少數反對派議員用作拖垮議會的工具。
立法會多年來都未能解決拉布問題，廣
大市民、政府和建制派一直希望立法會
修改議事規則，惟在分組點票過不了
關。現在6名反對派議員先後被撤職，
建制派20年來首次在功能組別及地區
直選分組點票方面掌握主導權，這是修
訂議事規則的黃金機會。但有建制派議
員對修訂規則似乎並不積極，認為現在
討論是否修改議事規則太過倉卒，必須
從長計議，甚至認為君子不應「乘人之
危」，擔心此舉會觸發更大反彈，影響
林鄭的「吹和風」政策。
雖然建制派在這個時候修改議事規

則，會引起反對派的激烈反撲，但不論

建制派什麼時候提出修改議事規則，都
會面對反對派的反撲。修改議事規則，
從制度上禁止拉布，關係廣大市民福祉
和立法會乃至特區政府的正常運作，斷
不能因為反對派的反撲而偷安「避
事」。建制派應作出承擔，迎難而上，
為從制度上根治拉布頑疾作出貢獻。

拒絕和揭露反對派的政治勒索
對於反對派人士被取消議員資格會否

影響社會和諧，特首林鄭月娥明確表
示，無論行政長官抑或政府官員，都不
應該因為要建立友好關係，而要在法治
作出妥協。的確，法庭裁定DQ瀆誓4議
員資格，完全是依法作出的公正裁決，
反對派反應激烈，大肆報復和反撲，其
實是挑戰法治，難掩色厲內荏。拉布的
幾名主要政客，其議員資格都受到司法
挑戰，他們拉布與其說是幫同道中人出
聲，不如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席位，瘋
狂要挾政府、要挾司法、要挾社會，這
是將一己私利置於公眾利益之上！

戴耀廷和反對派要
求林鄭承諾不會覆核
其他議員的資格，但
高院判決清楚表明：
議員既不能玩弄宣
誓，也不能過了宣誓
關後肆意妄為，因其
言行仍然受到誓言的約束，如果出現違
反誓言或行為不檢的情況，仍然要受到
法律追究。若有議員出現嚴重違反誓言
的情況，要求林鄭承諾不會覆核其資
格，這是要挾林鄭承諾破壞法治。要求
林鄭承諾不會向4人追討訟費，是藐視
法庭要梁羅劉姚付政府訟費的命令。要
求林鄭表明不支持立法會修改議事規
則，是叫行政機構干預立法機構。要求
林鄭承諾分開兩次補選，涉嫌選舉舞弊
偏幫反對派，並要市民多付1.4億元。
而且，只要政府答應任何一點要求，都
可能會觸犯串謀罪。建制派和當局應理
直氣壯拒絕和揭露反對派非法的政治交
易和勒索，激濁揚清，弘揚正氣。

瀆誓4人被法庭判決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反對派轉移向特首

和政府討價還價。打頭陣的是非法「佔中」禍首戴耀廷，他提出五

點要求，此後其他反對派中人的要求都大同小異。戴耀廷和其他反

對派中人聲言林鄭需要作出承諾，以展示誠意修補關係，其開價條

件根本是赤裸裸的政治勒索。這種「魔鬼交易」不僅損害法治，更

涉嫌觸犯「四宗罪」：妨礙司法公正、藐視法庭、串謀罪及選舉舞

弊。

勿讓政治審查阻礙人才施為

自有報道指蔡若蓮或被委任為教
育局副局長起，便惹起反對派反
彈，甚至威脅指政府會因此與他們
「撕破和諧」。蔡若蓮在教育界的
履歷相當不俗，曾於教育局擔任高
級課程發展主任及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又出任過福建中學校長。此外
亦有擔任多個公職，如青年事務委
員會委員、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委員、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可
反對派仍然指其在教育界的表現並
不突出。

反對派又指蔡若蓮曾擔任教聯會主
席，政治立場鮮明，憂慮重推國民教
育，又說什麼她在競選立法會議席時
獲得較少選票，特首林鄭月娥要考慮
當中的政治代價，不應委任。難道這
不是政治審查嗎？這些反對理由似是
而非，只是為了阻撓政府找合適的人
才為政府和社會服務。
教育是培養香港未來棟樑的基礎，

政府十分重視，因着實際情況常常優
化及更新教育政策，為此亦投入不少
資源。當然，反對派亦了解教育的重

要性，故往往將教育政治化，甚至有
鼓吹「港獨」的反對派將「獨」手伸
進校園，如之前一些大專院校的激進
行為。現在政府擬委任一位副局長，
又評頭品足，橫加指責。
政府在籌組新班子時，已傳出不少

有能之士因礙於現時的政治環境而不
願意加入政府這個「熱廚房」。如蔡
若蓮願意擔任副局長一職，顯示其有
勇氣面對挑戰和承擔責任，實在值得
社會大力支持，對政府施政和服務社
會才有極大的助益。

面對適齡學童大幅減少，應考香
港文憑試的學生跌至近年新低，只
有6萬學生，對比當年筆者報考舊制
的公開考試時，大幅減少了30%學
生。學生人數影響着香港專上教育
的發展，新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
公佈了資助自資院校的方案，並已
經取得了教育界及大部分議員的支
持，筆者認為確實是一項德政。不
過，有意見認為此項教育政策一旦
落實，將「撬」走大部分原本計劃
升讀副學士學位的學生，筆者認為
這項爭議的背後需考慮到本地整體
的教育制度和未來發展。
教統會《二十一世紀教育藍圖》報

告書中，其中一項建議是建議政府鼓
勵私立大學/專上學院的成立。具體
方法是鼓勵現時的私立專上學院升格
為大學，之後公大、樹大相繼成立，
及後有恒生管理學院及珠海學院等。
然而在公眾心中，不少人對私立院校
存疑，擔心課程質素、師資及認受性
等問題，淪為不少學子的第九選擇。
可是，社會上鮮有人留意到私立院校
的存在價值和對莘莘學子的教育成長
及影響，舊思維令到香港社會各界曲
解了大學學位的意義。
取得一張「沙紙」並不代表你經歷

了大學的生涯，享受大學過程是人生
重要的里程碑。每年約有2萬名考生
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但資助學位
有限，故每年約7,000名考生需考慮

修讀其他自資課程，繼續升學。我們
必須清楚理解，大學是一個讓學生高
飛尋覓夢想的舞台，大學畢業只是大
學生涯中的部分而已，況且社會不是
需要一批考試高分的高材生，現今社
會更需要學生全人發展，而博雅教育
本來就是大學的基本，因此，私立院
校的價值不但讓合資格的學生一圓大
學夢，長遠來說，完整的教育制是給
予學生成長的最佳選擇。

自資院校彈性助配合青年政策制定
此外，和公立大學不同之處是，自

資院校能快速回應市場需求，提供適
宜的大學課程。為培育切合本港社會
及經濟需要的人才，政府由2015/16
學年起以試行形式推行指定專業/界
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計劃）（SSS-
DP），資助自資指定學士學位課
程，例如：護理、建築及工程、檢測
及認證、創意工業、物流、旅遊及款
待等6 個有殷切人才需求的行業。有
別於傳統大學，新型院校均有不同的
辦學之道，並且勇於改革，開設不同
課程及專業以配合本港及鄰近區域的
發展，例如東華學院的護理課程及恒
生管理學院的供應鏈管理課程，便為
市場上填補了醫療及航空物流業發展
的人才需求。長遠來說，自資院校的
彈性有助配合政府的青年政策的制
定，政府可利用學券制度吸引私立院
校開設適宜的課程，配合未來人才發

展的政策，讓大學課程更趨多元化。
綜觀世界，多所國際級著名大學提

供的學位皆為自資的，學生及家長需
了解每所學校有其特色之處。高等教
育趨勢普及本身帶來的是一連串的機
會，讓不同能力及目標的青年人可因
應高等教育而進一步了解自己人生的
方向。奈何，現時高等教育普及化的
過程中卻出現了不少問題，歸根究
底，都是因為部分社會持份者未能消
化現時教育系統的突變，而且還錯誤
比較自資學位與公立大學及其他大專
學位（例如副學位及高級文憑）的存
在價值。政府現時建議的教育資助計
劃正正是讓符合資格的學生進入大學
的通道，也是承認自資學位的重要地
位及學歷認受性。
誠然，私立大學和自資學位是世界

趨勢，亦是香港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
方向。筆者預測20年後的香港，大學
的數目有機會是現時的兩倍。政府資
助學位是一件經濟物品，分配的方式
由考試成績來決定，若你未能獲得配
給時，你的選擇有二：付較多的時間
重考；或付較多的金錢修讀自資學
位。無論是政府資助或自資，倘若你
是肯定大學學位對你的重要性，便努
力把握機會，享受大學生涯賦予你的
自由；倘若你的下一站不是大學，也
毋須感到氣餒，只要目標清晰再加努
力，不論在其他大專課程或在職場
上，必有一番成就。

自資院校有特定價值 社會宜公平看待
黎達成 香港青賢智匯創會副主席 創新及創業委員會召集人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溫啟明 新界社團聯會總監 西貢區議員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維護法治底線 捍衛立會清正高效之風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日前舉行休
會前最後一次會議，有激進派議
員以不滿宣誓案判決為由大肆拉
布，更一度衝向主席台示威，令
會議多次暫停。8小時會議只通過
36億元教育新資源撥款和醫院擴
建等3項，80億元工程項目及人

事編制申請、東涌新市鎮擴展、中九龍幹線主要工
程、公務員薪酬調整等涉及730多億元的撥款申請
卻再被拖累，難以避免將對改善民生、經濟發展及
基層「上樓」等造成負面影響。
激進派議員藉口宣誓案判決的問題，盲目阻撓關
係香港經濟民生等議案的通過落實，這對香港整體
的損害是雙重的。一方面有關議員無視宣誓案判
決，顯示其在守法護法立場上存在盲點；另一方面
大損立法會運作的清正高效之風，是對香港法治及
立法的雙重打擊，後果堪憂。
事實上，4名激進人士的違法言行被高等法院裁
定不符「嚴格形式和內容規定」，被宣佈宣誓無
效，裁決結果嚴格依據人大釋法及香港基本法，是
香港進一步落實基本法，同時在維護人大釋法的權
威樹立一個良好案件先例。社會各界尤其是立法會
議員，應站在香港法治立場，積極支持法院裁決，
重新凝聚正能量，才能有效推動香港發展。
香港一些激進人士，一再藐視法律，出言不遜，

甚至在公開場合侮辱國家，是對國家、民族、香港
甚至包括每一位國民的不敬。香港不能一再縱容有

關人士肆無忌憚，挑戰法治，必須給予應有的處
分，讓違法言行承擔法律後果，才能從根本上維護
香港的法治基石。而在判決出爐後，有報章聯合舉
辦網上投票，詢問港人在「高院裁定梁國雄、羅冠
聰、劉小麗及姚松炎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上」是否
滿意裁決？投票結果顯示有86%網民表示滿意。結
果反映了是次裁決不僅護法治，同時順民意，是香
港在近年一次難得的維護正義的積極之舉。

捍衛立會有效運作推動發展
此次判決的另一個突出成果，是有力維護立法會

應有職能，敦促議員一切依法行事，這也是香港能
夠不斷發展的基礎。立法會議員是否能夠切實依法
行事，有效落實立法會職能，是香港健康運作的基
礎。而港府所推出的一系列發展經濟、民生的議
案，先要在立法會內通過，才能落實。因此如立法
會內存在不法分子處處挑釁行事，又一切動輒「政
治化」，長此以往，立法會功能難免被削弱，成為
「大搞破壞」的舞台。
當前激進議員在有關判決證據確鑿，合法合理的

情況下，仍不斷瘋狂攻擊，更以此為由不斷拉布，
妄圖轉移社會對其違法行為的注意力。從中不難看
到，激進風氣對於香港的侵蝕到達了何種程度。法
治精神核心價值作為香港長期以來的基石，一再被
衝擊，甚至到了混淆視聽的地步。因此各界更應站
穩立場，支持高院的依法判決，正本清源，回歸到
法治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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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騎劫民生 民意公義盡失

36億元教育新資源撥款在驚濤駭浪
下獲得財委會通過，但多項民生撥款
卻無辜成為政爭「陪葬品」，而過程
中的擾攘、指罵及混亂，完全顯露目
前議事堂的低質和反智。更讓人深憂
的是，亂象非但未因特首林鄭月娥積
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而緩解，民生事
項成為要挾政府的籌碼，既無理提出
「四不」，又表明會對「一地兩檢」
拉布。以政治騎劫民生，違民意毀公
義，莫過於此！
反對派4人被DQ，法庭進一步明

確宣誓真誠和莊重的重要性。反對派
議員猛烈反抗，不尊重裁決，不能接
受。議員既受選民所託，領取高薪，
要為市民、為香港辦實事，這是議員
的應有之義，不能為保一己權位，不
惜犧牲民生福祉作為抗爭的墊背，這

公義嗎？
本年度立法會財委會最後一次會

議，原本預備3日會議時間討論8項
與民生息息相關、全無爭議的撥款
案。但頭兩日會議，因反對派為DQ
案發洩，令會議被迫腰斬。最後一日
的8個小時會議，反對派仍停不了拉
布，需要由民主黨議員在最後一節申
請剪布，才勉強讓教育和擴建公立醫
院等3個項目過關，但包括東涌新市
鎮擴展等5個撥款未能通過。因撥款
延遲而導致市民的居住、先人骨灰安
放、建造業工人及其家人生計等問
題，在未來幾個月都無辜「陪葬」
了，這公道嗎？
除了拉布外，反對派更向政府、立

法會和建制派開出所謂「四不」的
「誠意」條件，即不向被DQ議員追

討訟費、不追討立會酬金、不趁空窗
期提交重大議案和修改議事規則，以
及不一次過舉行補選。這些要求只有
一個目的，就是想讓被DQ議員不用
承擔責任，並想立法會和建制派停
擺，靜待被DQ議員參與補選，重回
立法會，這合理嗎？市民會認同嗎？
只要看撐被DQ議員的支持者只得小
貓三兩隻，大家心裡有數。
立法會由協商解決問題的議事堂，

變成製造問題的政爭鬥獸場，反對派
議員假民主之名，為求保權位、打擊
對手，不惜犧牲公眾利益，這是香港
政治發展的悲哀。要撥亂反正，就需
要從速修訂議事規則，讓立法會重回
理性議事正軌。若有人繼續不知分
寸，凡事以鬥爭為綱，與民意公義為
敵，票債票償是最起碼的回報。

陳財喜博士 中西區區議員 香港公共管治學會理事長

■■日本有民眾反對首相安倍晉三的安保政策日本有民眾反對首相安倍晉三的安保政策，，在街在街
上示威上示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