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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民意改議規 林鄭：無可厚非
盼立會理性和平議事 樂意與議員定期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前晚
通過由建制派提出的議事規則修訂，立法會議
員謝偉俊昨日表示，反對派長年以來的粗暴手
段，令建制派不得不反擊，又批評反對派聲稱
修改議事規則「違憲」膚淺，有如「懶人包
式」，缺乏深入法律層面的觀點。
謝偉俊昨日出席一個論壇時形容，修改議事

規則是「斬腳趾避沙蟲」，但部分反對派議員
經常視議會制度如無物，令建制派議員十分
「谷氣」，因而「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哋
（反對派）咁粗暴對待個規矩，不如我哋（建
制派）都『粗暴』啲改咗佢」。
他批評，現在反對派議員沒有耐性去研究法

律層面的觀點，而是僅以「懶人包」的方式辯
論，包括只因為立法會主席所得的兩份法律意
見，與建制派的法律意見不同，反對派就單純
認為「梗係兩個意見啱」。即使建制派的法律
意見來自前立法會法律顧問馬耀添大律師及英
國御用大律師Lord Pannick，反對派也在沒有

看內容的情況下作出膚淺的批評，「以屁股指
揮腦袋、立場指揮意見都唔係香港之福。」
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一個論壇上聲

言，修訂議事規則將「影響立法會立法的有效
性」。謝偉俊指，修改後在大會的質詢仍沿用
大會模式，但審議法案進入二讀後將「帶第二
頂帽」，即全體委員會，所有議員亦以委員身
份處理，而目前最大的爭議是將這階段的性質
定位為大會還是委員會。翻看歷史，以往立法
局及全委會的人數不一定相同，故「一半」並
非必然的數字。

「違憲」論缺法律理據
謝偉俊認為，法案在相應委員會已經有足夠
討論，減少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可以加快議
會進程，而大會投票時法定人數不會減少：
「希望大家評論修改議事規則時，多花一些時
間睇吓係咪真係無根據，係咪真係『違
憲』？」

林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被問及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被問及
反對派議員對立法會通過修改議反對派議員對立法會通過修改議

事規則事規則「「反應激烈反應激烈」，」，會否影響她與對會否影響她與對
方方「「大和解大和解」」時指出時指出，，修改議事規則是修改議事規則是
立法會內部事務立法會內部事務，「，「立法會是由不同政立法會是由不同政
治立場的議員組成治立場的議員組成，，部分立法會議員見部分立法會議員見
到近年拉布的情況越演越烈到近年拉布的情況越演越烈，，就以今年就以今年
1010月開始來說月開始來說，，都沒有什麼實在的工作都沒有什麼實在的工作
（（議案議案））在立法會大會上通過在立法會大會上通過，，所以我所以我
覺得有部分議員覺得是時候回應市民訴覺得有部分議員覺得是時候回應市民訴
求求，，更更（（修修））改議事規則是無可厚非改議事規則是無可厚非
的的。」。」
她續說她續說，，既然爭拗完了既然爭拗完了，，議事規則修議事規則修
改已獲立法會通過改已獲立法會通過，，她希望立法會會回她希望立法會會回
復為比較理性復為比較理性、、和平和平、、可以以事論事的可以以事論事的
地方地方。。
林鄭月娥重申林鄭月娥重申，，由競選開始至今由競選開始至今，，她她
都希望改善行政與立法之間關係都希望改善行政與立法之間關係，，無分無分
黨派黨派，，多與各黨派的議員溝通多與各黨派的議員溝通。。踏入新踏入新
一年一年，，她會信守承諾她會信守承諾，，除了除了11年年44次次、、
每次每次9090分鐘的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外分鐘的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外，，還還
會每個月都出席立法會會每個月都出席立法會3030分鐘分鐘，，接受議接受議
員的提問員的提問，「，「如果議員如果議員，，包括非建制派包括非建制派
議員希望和行政長官有定期溝通的途議員希望和行政長官有定期溝通的途

徑徑，，我都非常歡迎我都非常歡迎。」。」

陳智思陳智思：：不損監察政府權力不損監察政府權力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在另一場合表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在另一場合表

示示，，市民都可以看到市民都可以看到，，過去很多議題長過去很多議題長
期被立法會拖慢期被立法會拖慢。。他很高興見到立法會他很高興見到立法會
通過修改議事規則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希望能令立法會回希望能令立法會回
歸以前的討論方式歸以前的討論方式，，又不認為議事規則又不認為議事規則
經修改後經修改後，，會削弱立法會議員監察特區會削弱立法會議員監察特區
政府的權力政府的權力。。
他解釋他解釋，，特區政府日後提出的法案特區政府日後提出的法案，，
仍需與不同黨派討論方能更完善仍需與不同黨派討論方能更完善，，及用及用
自己的權力提出議題自己的權力提出議題，「，「始終議員可以始終議員可以
投票贊成或反對投票贊成或反對，，就算建制議員就算建制議員，，其實其實
他們也不一定永遠支持政府的方案他們也不一定永遠支持政府的方案，，可可
能就着選民提出不同意見能就着選民提出不同意見。。不過不過，，在修在修
訂議事規則後訂議事規則後，，不會利用作長期拖慢不會利用作長期拖慢，，
或甚至令到刻意或甚至令到刻意『『流會流會』，』，是這個情是這個情
況況。。但討論始終都繼續有但討論始終都繼續有，，所以我不認所以我不認
為有修訂後為有修訂後，，議員的權力少於原來之前議員的權力少於原來之前
的權力的權力。」。」
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同日在接受電台訪問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同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指出指出，，反對派過往多數的拉布行動都缺反對派過往多數的拉布行動都缺

乏清晰目的乏清晰目的，，給外界的印象只是給外界的印象只是「「為反為反
對而反對對而反對」，」，令他們今次難以發動群眾令他們今次難以發動群眾
支持反對修改議事規則支持反對修改議事規則。。

劉兆佳劉兆佳：：為反而反更失民心為反而反更失民心
他續說他續說，，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次事件確是次事件確
會損害反對派與林鄭月娥及建制派的關會損害反對派與林鄭月娥及建制派的關
係係，，但他相信立法會內不會因此出現更但他相信立法會內不會因此出現更
多非理性式對抗多非理性式對抗，，因為更多的鬥爭因為更多的鬥爭，，只只
會令反對派失去更多群眾的支持會令反對派失去更多群眾的支持。。
劉兆佳分析劉兆佳分析，，港人普遍對今屆特區政港人普遍對今屆特區政
府抱有期望府抱有期望，，願意給予時間願意給予時間，，反觀反對反觀反對
派正處於低潮派正處於低潮，，既群龍無首既群龍無首，，也缺乏政也缺乏政
治議題和政治能量治議題和政治能量。。在政府目前民望不在政府目前民望不
俗及港人厭倦當前的政治局面下俗及港人厭倦當前的政治局面下，，反對反對
派以激烈方式對抗派以激烈方式對抗、、在社會上的動員力在社會上的動員力
已較過往有所削弱已較過往有所削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終通過由建制派議員提出

的議事規則修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指，議員回應市民訴求修

改議事規則是無可厚非的，希望立法會此後可以比較理性、和平，

大家可以以事論事。至於與反對派的關係，她重申由明年開始，自

己每個月都會出席立法會接受所有議員的提問，而倘議員，包括非

建制派議員希望和她有定期溝通的途徑，她都「非常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通過修
改議事規則，杜絕拉布。反拉布九龍西各界召
集人、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近日在fb發
放最新視頻，指香港過去幾年飽受拉布之苦，
民生、經濟議案堆積，希望修例後情況有所改
善，「我們不會低估非建制議員的反對，相信
他們會有進一步行動，我們會密切留意。」
在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後，鄭泳舜發放

視頻，衷心感謝多位前政府官員和眾多市民的
支持，包括之前協助擺設100多個街站宣傳反
拉布的義工，「我們不會低估非建制議員的反
對，相信他們會有進一步行動，我們會密切留
意。立法會下一步要審議房屋政策和財政預算
案等重要議案，希望立法會能盡快恢復秩
序。」

陳家強憶預算案險被拉死
在另一段視頻中，鄭泳舜訪問了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前局長陳家強。陳家強坦言，是次成功
修改議事規則，令立法會主席的權力更明確，

但亦只會稍為改善立法會的秩序，如果非建制
議員仍不尊重市民利益和香港制度，那麼仍有
大把空間繼續拉布。
陳家強憶述，自己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10年，頭5年立法會保持秩序，對財政預算案
討論加表決，大都一天就過，而這並非草率，
反而是立法會應有的效率，因為財政預算案到
大會討論時，之前已經進行過大量會議和討
論。
不過，後5年拉布之風興起，令他深深感受
到拉布之苦。每年預算案都應該在4月尾之前
通過，2014年的預算案5月尾都沒通過，政府
的一切政策佈局都大受影響。
陳家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4年3月一次

常規性臨時財政撥款議案，那是毫無爭議性
的、每年例行的臨時撥款，本來早該審議通
過，也因為之前反對派為別的事拉布，結果拖
到 3月尾最後會期。自己當時真的「一額
汗」，因為如果再不通過，4月1號所有政府部
門運作就會「無錢可用」。

反對派為阻撓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
則堵塞拉布漏洞，在審議期間連日吹雞
要支持者到立法會集會，但反應冷淡，
即令到前日表決期間亦不過300人到
場。反對派未有檢討自己連年拉布已不
得人心，反而四處找替罪羔羊，有人就
學足「港獨」分子話唔出來支持佢哋嘅
香港人就係「港豬」，有人就問點解激
進「本土派」唔出嚟幫手。
有人睇唔過眼，狠批傳統反對派自己
對集會都反應冷淡，搵食嘅搵食，行山
嘅行山，拉票嘅拉票，好心自己檢討吓
喎。
傳統反對派此前吹雞話要「通宵包圍
立法會」，但支持者寥寥，結果變成在
立法會門外集會，計埋反對派議員同助
理、同黨中人及一大班老人家，最高峰
時都係只得300人鬆啲，真係笑死街坊。
當然，佢哋唔會檢討點解得咁少人支
持，拒絕承認拉布不得人心，修改議事
規則係順應民意之舉。連檢討策略都費
事，一開聲就賴天賴地，成副怨婦口吻
咁話香港人抵死，寧願做奴隸都唔願出
嚟撐佢哋咁話。
一批傳統反對派更賴到無嘢好賴，就
話班「港獨」分子點解唔出嚟，其中香
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電視節目主持
及D100主持吳志森就係人辦。佢哋嘅
謬論，就連一直備受恥笑嘅「熱狗前首
領」黃洋達都即刻可以KO佢：「你搞
錯對象了，這個時候，你們『民主派』
的責任，是『動員人民』，而不是動員
『本土派』。」
佢揶揄道：「你地（哋）好好地

（哋）宣傳，講清楚你地（哋）抗爭緊
D（啲）乜，講得通就有人支持，……
抗爭的力量來自人民，你要面對嘅係香
港人，唔係去求建制派否決，唔係去求
『本土派』出兵，更唔係對住謝偉俊亂
嗌性騷擾。」

贏就割席 輸就孭鑊
其實，成班「港獨」分子失盡人心，
搞咗幾次大龍鳳，自己吹雞都係得幾百

人，就算出晒嚟又點吖，唔通傳統反對
派諗住煽佢哋衝，然後自己攞彩？成班
「港獨」分子當然冷嘲熱諷啦。網民
「Chu Wing」就寸道：「個運動贏果
（嗰）下（吓）就『本土派』攪（搞）
事搶成果，個運動輸就『本土派』去左
（咗）邊！」
「On Kangus」說：「你老人家（吳
志森）老人癡（痴）呆到忘記左（咗）
當天『本土派』民選出黎（嚟）個
（嗰）兩個（『青政雙邪』游蕙禎及梁
頌恆）比（俾）人DQ、比（俾）人告
到坐監果時，你個節目剝花生笑得幾開
心，又冷嘲熱諷得幾大聲呀！」
傳統反對派在旺角暴亂以至「雙邪」

瀆誓事件中，又幫佢哋發聲，甚至做人
盾幫「雙邪」衝入會議廳，結果都係俾
人當係「幫過我嘅契弟」，又真係自己
攞嚟。「Max Hui」就揶揄傳統反對派
自己「癡心錯付」，仲有咩好講：「勇
武『本土派』就要搵『本民前』，『青
年新政』，『東九龍社區關注組』，一
大班港孩港大幫授權架（㗎）！」

自己友行山練歌各有各「忙」
有「獨派」就話，根本係傳統反對派
自己唔掂。「墳場新聞」嘅「青永屍」
就連環發帖，力數一直支持傳統反對派
嘅《立場新聞》老闆蔡東豪掛住去咗行
山，「跑步同反修改議事規則之間，
Tony（蔡東豪洋名）從一而終揀左
（咗）跑。」歌手何韻詩就為演唱會做
準備；D100老闆鄭經瀚就去咗為「瀆誓
四丑」、話有意參加明年立法會九龍西
補嘅姚松炎拉票。
「佔中三丑」戴耀廷呢，去咗一次集
會後就冇咗影，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則
掛住 fb 上載佢食咗咩。網民「Kevin
Kwan」就一語中的：「我一直都諗：
丫，投票俾（畀）你班『泛民』既
（嘅）人，去晒邊呢？返屋企睇塘
（溏）心風暴？五十個投你『泛民』既
（嘅），有一個會行出去，都夠做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示威變示弱示威變示弱 反對派賴反對派賴「「獨派獨派」」

謝偉俊：粗暴拉布被迫出手

實為補選造勢實為補選造勢 眼中只得議席眼中只得議席

■何韻詩唔去集會，原來只係為演唱會做準備。fb截圖

反對派阻撓立法會通過議反對派阻撓立法會通過議
事規則修訂無功事規則修訂無功，，佢哋第一佢哋第一
時間最關心啲咩時間最關心啲咩？？咪就係明咪就係明

年年33月嘅立法會補選囉月嘅立法會補選囉！！佢哋又再聲稱呢日佢哋又再聲稱呢日
係咩係咩「「民主最黑暗一天民主最黑暗一天」，」，所以要喺補選中所以要喺補選中
將將「「戰友戰友」」送返立法會喎送返立法會喎！！唔少網民質疑佢唔少網民質疑佢
哋明知民意其實唔支持拉布哋明知民意其實唔支持拉布，，但佢哋就無計但佢哋就無計
可施可施，，只好借此機會為幫自己友補選造勢只好借此機會為幫自己友補選造勢，，
營造營造「「被迫害被迫害」」氣氛氣氛，，試圖夯實支持者試圖夯實支持者。。
有有「「獨派獨派」」中人批評道中人批評道：「：「個個××個都淨係個都淨係

掛住補選掛住補選，，咁嘅質素咁嘅質素，，俾俾（（畀畀））夠夠『『關鍵十關鍵十
席席』』你又有你又有××用咩用咩！」！」

吹雞帖講到尾又係吹雞帖講到尾又係「「33．．1111」」
反對派在立法會討論議事規則期間反對派在立法會討論議事規則期間，，日日日日

吹雞叫人去立法會大樓外集會吹雞叫人去立法會大樓外集會，，有參加過嘅有參加過嘅
人形容佢哋晚晚都係講明年補選人形容佢哋晚晚都係講明年補選，，就好似補就好似補
選造勢會一樣選造勢會一樣。「。「DQDQ四丑四丑」」中的小麗老千中的小麗老千
（（劉小麗劉小麗），），前日喺前日喺fbfb吹雞時就話建制派吹雞時就話建制派
「「等等 33．．1111新東補選被香港人唾棄新東補選被香港人唾棄」」喎喎。。

「「獨派獨派」」分子分子「「Lai Chun RexLai Chun Rex」」質疑道質疑道：：

「「而而（（𠵱𠵱 ））家咩時勢呀……可唔可以唔好開家咩時勢呀……可唔可以唔好開
口埋口都講補選呀口埋口都講補選呀！」！」前前「「青年新政青年新政」」成成
員員、、九龍城區議員九龍城區議員（（黃埔西黃埔西））鄺葆賢也留言鄺葆賢也留言
狠批狠批：「：「本來諗住還返上年本來諗住還返上年mromro（（醫生注冊醫生注冊
條例條例））拉布嘅情拉布嘅情。。但呢幾日明明有好多普通但呢幾日明明有好多普通
人嘅真心就俾啲選選選選選嘅人虛耗晒人嘅真心就俾啲選選選選選嘅人虛耗晒，，真真
係好係好××嬲嬲。」。」

被指為被指為「「青政雙邪青政雙邪」」中中CheapCheap禎禎（（游蕙游蕙
禎禎）「）「Plan BPlan B」」嘅袁健恩嘅袁健恩，，就引述民主黨議就引述民主黨議
員黃碧雲稱員黃碧雲稱，，下一場戰事將在明年下一場戰事將在明年33月立法月立法
會補選的言論會補選的言論，，佢地佢地（（哋哋））嘅諗法係已輸嘅諗法係已輸，，
不如借勢黎不如借勢黎（（嚟嚟））要多個議席好過要多個議席好過。」。」

「「Lai Chun RexLai Chun Rex」」回應稱回應稱：「：「唔係打定輸唔係打定輸
數數，，而係眼中只有而係眼中只有（（議席議席），），咁先嬲咁先嬲。。…………
個個××個都淨係掛住補選個都淨係掛住補選，，咁嘅質素咁嘅質素，，俾俾
（（畀畀））夠夠『『關鍵十席關鍵十席』』你又有你又有××用咩用咩！」！」
「「Iris WanIris Wan」」則揶揄道則揶揄道：「：「關鍵在佢地關鍵在佢地
（（哋哋））自己有糧出囉自己有糧出囉，，嘔心到嘔心到！」！」

其實其實，，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喺議事規則修改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喺議事規則修改
通過後通過後，，講嘢都係將個焦點放喺補選度講嘢都係將個焦點放喺補選度，，話話
會在議會內拖到明年會在議會內拖到明年33月月1111日立法會補選日立法會補選，，

請選民請選民「「把民主派戰友送回立法會把民主派戰友送回立法會」」云云云云。。
網民網民「「Hei Hei SinHei Hei Sin」」就用返楊岳橋此前自就用返楊岳橋此前自

己講過反對派為阻撓議事規則修改抱有己講過反對派為阻撓議事規則修改抱有「「必必
死決心死決心」」嚟寸佢嚟寸佢：「：「嘩嘩，，原來係為左原來係為左（（咗咗））
拖到拖到33月月1111（（日日），），咁之前就唔好講到咁咁之前就唔好講到咁
大大，，老實講老實講，，dd（（啲啲））人對你期望咁大人對你期望咁大，，你你
地地（（哋哋））次次都輸次次都輸，，企係企係（（喺喺））到嗌口號到嗌口號，，
又話必死既又話必死既（（嘅嘅））覺悟覺悟，，又話要有所犧牲又話要有所犧牲，，
原來全部得個講字原來全部得個講字？」？」
「「KinWai TamKinWai Tam」」也質疑道也質疑道：「：「每次講既每次講既

（（嘅嘅））口號好似好勁咁口號好似好勁咁，，但最後出黎但最後出黎（（嚟嚟））既既
（（嘅嘅））結果就令人只有失望……難道補選完就結果就令人只有失望……難道補選完就
有希望有希望？」「？」「李茵李茵」」就揶揄道就揶揄道：「：「時常掛在口時常掛在口
邊邊『『議會失效議會失效』、『』、『必死的覺悟必死的覺悟』、『』、『要有犧要有犧
牲牲』，』，但依然戀棧權位但依然戀棧權位，，確認了你從政做偽員確認了你從政做偽員
就是為了每屆港幣一千六百萬的薪津就是為了每屆港幣一千六百萬的薪津。」。」

「「楊岳橋咪再呃市民楊岳橋咪再呃市民」」
「「Yeung Ching LungYeung Ching Lung」」也道也道：「：「點樣拖呢點樣拖呢

你你？？點樣選到點樣選到3636席呢你哋席呢你哋？？叫口號叫大聲叫口號叫大聲
啲啲？？舉牌舉高啲舉牌舉高啲？？防狼器大聲啲防狼器大聲啲？？鎖鏈鎖鏈
（（鎖鎖））緊啲緊啲？？……喺熟食中心跳多幾次舞放……喺熟食中心跳多幾次舞放
上上facebookfacebook賣萌賣萌？？唔該唔好再呃市民啦楊岳唔該唔好再呃市民啦楊岳
橋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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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開口埋口都係講補選。 楊岳橋fb截圖

■劉小麗的吹雞帖，最後都係講補選。 劉小麗fb截圖

鄭泳舜料反對派不會罷休

鄭泳舜料反對派不會罷休

■■立法會日前終成功通過由建制派議員提出立法會日前終成功通過由建制派議員提出
的議事規則修訂的議事規則修訂。。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林鄭月娥指議員回應市民訴求修改議
事規則，是無可厚非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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