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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司法覆核理據薄弱

馬會：捐款符合一貫政策

■馬會發聲明指慈善基金捐建小故宮，符合
長久以來支持藝術文化的政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對於有
人質疑西九故宮館未做諮詢，有違
「程序公義」，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發
展委員會成員馮永基認為，現時做法
符合程序和以往慣例，只是實施法定
權責。猶如港鐵進行工程時，不可能
就工程每一細節都先進行諮詢。公眾
既然已授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去做西
九的發展，就應該相信管理局，讓他
們能夠履行職責。
在西九設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讓北京故宮博物院逾180萬件國寶有機
會來港展示，社會各界反應大致正
面、積極，但反對派卻不停以「欠諮
詢」為由去多加阻撓，又質疑政府不
用比賽或招標去選擇建築師云云。
對此，身兼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客席

教授的馮永基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
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作為法定機
構，在符合西九各項規劃的前提下決
定設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在其
權責之內，這符合全球類似法定機構
的通常做法。他又說，畢竟這是一個
需要先與北京故宮達成協議後才能公
佈的項目，要諮詢公眾，當然要先有
既定計劃和內容才可進行，反問「八
字沒一撇」如何諮詢？
至於反對派稱要用比賽和招標去選

建築師，馮永基認為這是公眾不了解
業界情況。

委任設計師是通常做法
他指出，國際上大型項目的設計很

少由比賽和招標方式產生，因為比賽
通常是小工程項目，旨在挖掘有潛力
的新晉設計師；而招標則是價低者
得，對優秀建築師欠缺吸引力，難以
產生優秀的設計方案。他續說，一旦
舉行比賽，大多由外國建築師勝出，
又需額外支出收以百萬計的獎金，及
額外準備逾年的賽期，未必是理想方
式。西九委任具備豐富經驗、各持份
者認同的著名設計師嚴迅奇，符合各
地法定機構的通常做法。
馮永基指出，成立法定管理局，正

是要更有效率地發展文化事業。他舉
例說，康文署若實施任何項目，哪怕
興建一個球場，或接受某項捐贈，都
需過很多關卡，任何一方反對就難以
成事。
對於目前公眾對故宮館的高度關

注，馮永基認為是好事，證明公眾越
來越關心自己的城市。政府應憑目前
的諮詢環節，多向公眾講解，及採納
各界如何運營香港故宮館的建設性意
見，共襄這個香港盛事。

建制派撐建故宮館
敦促反對派客觀處事 不要「逢中必反」莫拖建館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就公眾對建議
中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討論，香港賽馬會
昨日發聲明指出，馬會透過慈善信託基金同意
捐助建議中的香港故宮項目的建設費用，是由
於這是一個既獨特又有意義的藝術文化項目，
可讓廣大市民受惠。基金對此項目作出捐款，
符合其長久以來支持藝術文化的政策，也作為
其建設更美好香港的貢獻之一。
馬會表明，對香港故宮項目的捐助，是為紀
念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所作出的特別

捐款，並不會影響基金的恒常性慈善捐獻。馬
會強調，不論現在或未來，會繼續致力支持並
回應不同的社會需要，「按現時的業務表現評
估，未來數年，馬會每年對社會的慈善捐款數
額，可維持於近年的相若水平，即每年約36
億至39億港元。」
馬會表示，一直按照一套行之有效的嚴謹程

序，審視及評估每項捐款申請。所有申請必須
通過嚴格審查，經衡量項目的優點後方予核
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也不例外。

馮永基：符程序慣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召開特別會

議，討論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事宜。多名建制派議員

在會上均指出，今次可得到北京故

宮博物院與香港合作，在港建設故

宮文化博物館，長期借出逾千件國

寶級的珍藏文物在港展出，得益的

肯定是香港，認為可為香港旅遊業

注入強心針，尤其是吸引更多海外

旅客來香港，並且令香港市民增加

歷史認識。他們期望，反對派能客

觀看待此事，不要「逢中必反」、

凡事政治化，置香港市民意願於不

顧，拖慢整個建館項目的進程。

人哋出雞出豉油
港府只係出隻碟

香港興建故宮館，到
底有幾筍？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陸頌雄就用生動

例子講解。他形容，今次建館是「人哋出
雞出豉油，港府只係出隻碟」，「今次是
中央或故宮博物院出『雞』，將裡面國寶
級文物（借出），馬會出『豉油』，出了
35億元去興建，我們香港政府只是出個
『碟』，我很理解林鄭司長所說的程序問
題，令今次諮詢的方式要有一個特別的安
排。」
陸頌雄表示，非常支持在西九文化區建

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因為大家都知
道故宮文化博物館裡面的文物是博大精
深，都是匯聚了中華文化，裡面元素非常
豐富。第二，這是非常受香港人歡迎，香
港人去北京又好、台北又好，這個博物館
差不多都是必到之處；第三，亦都大大增
加西九文化區的吸引力，為香港旅遊業發
展注入強心針。」

陸頌雄又說，此項目建議不涉用公帑，
也無很大的公眾爭議，批評今有一群「黃
衛兵」「逢中必反」，置香港市民意願於
不顧，「凡是涉及中國元素就上綱上線，
什麼文化統戰諸如此類的說法，甚至拉到
特首選舉、又表忠云云。這不單止是把中
國文化，甚至是全人類的一個文化遺產拒
諸門外，更加將香港市民的整體意願置於
不顧，對此感到可悲。」

■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在昨日的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表示，歷次

故宮文物來港展覽，都吸引了大批市民，
故此民建聯認為今次可以有故宮文物在港
長期展出是一件好事，「有一個如此難得
的機會，可以將傳統中華文化在香港展
現，我們都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蔣麗芸：驚喜歡迎讚賞
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也指，對
建設故宮文化博物館感到驚喜、歡迎和讚

賞，更建議議員日後可到故宮文化博物館
考察。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則指，今次可

得到故宮博物院願意與香港合作，在港建
設故宮文化博物館，長期借出逾千件國寶
級的珍藏文物在港展出，得益的肯定是香
港，「這個機會其實是很多地方，內地很
多省市都希望爭取的，我們香港是第一個
得到的，我覺得得益的是香港人，亦都有
時不用長途跋涉，可以在香港欣賞到國寶
級的歷史文物。」
他並認同特區政府在此項目事前保密的

做法，因為涉及國寶的問題實在是有保密
的需要，並且倘在事情尚未開始討論時，

便已「通晒天」的話，最終結果一定會把
問題政治化，反而會拖慢整個進程。

姚思榮：吸引海外來客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也表示，香港

近年新建成的具規模的旅遊項目並不多，
「來來去去都講迪士尼、海洋公園的增建
項目」，認為今次的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
是可以為香港旅遊業帶來極大的幫助，尤
其是吸引海外旅客來香港，故此從旅遊業
角度是絕對值得支持的。他並指，從香港
市民角度來看，也可以為增加歷史認識帶
來直接的幫助。
姚思榮又說，今次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

只需香港賽馬會投入35億元，對比迪士尼
樂園及海洋公園兩間酒店的興建費用來
看，實在是非常便宜，「單是迪士尼樂園
增建第三間酒店項目都要42億元，海洋公
園興建的其中一間酒店費用都要 41 億
元」，但吸引力卻大很多，故希望各方都
能客觀看待此事，不要凡事政治化，更把
此問題扯至特首選舉上。
未能在會議上發言的民建聯柯創盛其後

亦表示，自己全力支持政府在港設立「小
故宮」，認為有關舉措能增加西九文化區
的吸引力、增強香港文化氛圍，亦能讓香
港參與保護和傳承故宮文化這世界文化瑰
寶，意義深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在興
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一事上連日來大做文
章，更有人以「無諮詢」違反《西九文化區
管理局條例》為由，向法庭入稟司法覆核。
執業大律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條例》第十九條賦予了該局決策層
在公眾諮詢方面，有實質的酌情權，故認為
今次的司法覆核申請的法律理據十分薄弱。
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十九
條，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
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

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
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
諮詢公眾。

指管理局有實質酌情權
梁美芬昨日向本報記者表示，上述條文賦

予了該局決策層有實質的酌情權，決定在什
麼時候進行公眾諮詢，「現在做可以，遲些
才做也可以。」她指出，就類似案件，「過
往已有判例，好難可以成功」，期望反對派
不要在此問題上糾纏，而是實際地在公眾諮
詢期間提出更多有用的意見。

■梁美芬（右）指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
例》第十九條賦予管理局在公眾諮詢方面有實
質的酌情權。 梁祖彝 攝

■■多名建制派議員在會上指出多名建制派議員在會上指出，，在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在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得得
益的是香港益的是香港。。他們對反對派拖慢進程倒豎拇指他們對反對派拖慢進程倒豎拇指。。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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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在去年撤銷香港教育大學學生丘家寶挑戰
城規會的司法覆核後，昨天就丘家寶敗訴而個人
應承擔的訟費作出了裁決，審理該案的法官歐陽
桂如表示，公帑不應被浪費，當事人可能破產亦
不可成為豁免訟費的理由。雖然法官下令有關訟
費分配的協議條款需要保密，但顯而易見，丘本
人要為敗訴而負上相應的法律和經濟責任。社會
大眾普遍歡迎有關裁決，認為這個案例對於一些
常為一己之私而濫用司法覆核、干擾破壞特區政
府施政的人，可謂當頭一棒：濫用法律程序是要
付出代價的！

香港教育大學的學生丘家寶，前年在一個環保
團體的教唆下，申請到法律援助而入稟法院，以
司法覆核方式挑戰城規會通過將大埔五幅綠化
地，改劃為低密度住宅及公共房屋用途的決定。
由於丘未向法庭全面披露重要資料，法官下令撤
銷司法覆核許可，更要求丘需支付答辯一方的訟
費。昨天，高等法院審理後裁決，由於丘現已對
事件表示後悔，因此達成訟費和解協議。雖然由
於協議條款需要保密，外界並不知道丘家寶最終
需要支付多少訟費，但根據法官判詞的含義，丘
必定是需要承擔相當的責任和付出了沉重的代
價，這是濫用司法程序的必然後果。

值得重視的是，法官的判詞強調了兩點：一是
批評申請人丘家寶是「虛偽」、「扭曲事實」和
「無恥地推卸責任」，更濫用司法程序。眾所周
知，為了緩解香港市民住房難的困境，特區政府
一直在努力尋覓可供建屋的用地。城規會和行政

會議先後批准將大埔五幅綠化地改為低密度住宅
和公屋，是符合大眾利益和有關法定程序的事
情，偏偏某些人就是要為反對而反對，他們利用
大學生思想尚未成熟又沒有收入的特點，唆使他
們出面來申請法律援助，用公帑來進行司法覆
核。法官嚴厲批評丘家寶虛偽和濫用司法程序，
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這些人的本質。

二是強調公帑不能被浪費。政府對於符合條件
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目的是為了防止出現因
經濟問題而得不到必要的法律支援及服務，以體
現公平的原則，但這並不意味着公帑可以被濫
用。因此，法官在裁決中多次強調了這一點，特
別是指出當事人可能破產亦不可成為豁免訟費的
理由。這就清晰地警告那些企圖利用法律援助來
濫用公帑的人士，不能再濫用法律程序而浪費公
帑，否則，就要承擔法律責任和付出相應的代
價。法援署亦應從這個案例中總結經驗教訓，今
後要加強嚴謹審批，對於那些為反對而反對、法
律理據薄弱的申請者，應該堅決拒絕，避免公帑
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濫用。

最近，針對西九文化區建故宮博物館，反對派
又以所謂「JR團隊」召集人盧俊宇出面，提出司
法覆核，企圖推倒這個有利於香港社會經濟與文
化發展的良好項目。他們這樣做，法理依據極為
薄弱，具有明顯的濫用司法程序的特徵。因此，
廣大市民呼籲法援署要嚴格把關，不批准其獲得
法律援助，法庭更應依法否決其司法覆核申
請。 （詳情刊A8版）

法庭裁決有利遏制濫用司法覆核
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計劃在西九文化區興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獲得社會正面積極的反
應。身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
詳細講解項目展開公眾諮詢的細節。對於西九故
宮這一樁好事，反對派繼續走「逢中必反」的舊
路，用所謂「程序公義」和對人不對事的手段，
硬把好事說成壞事，以政治化操作阻礙西九故宮
興建，實在令人反感，必被主流民意唾棄。

西九文化區的願景就是建設一個國際文化樞
紐，利用香港推動中外文化的互動合作，故宮文
化博物館落戶西九於法、理、情都無可挑剔。西
九管理局條例訂明，設立重要設施須根據實際情
況作公眾諮詢。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展開公眾諮
詢，恰恰有必須考慮的「實際情況」。故宮博物
院要長期借出文物來港展出，大部分是國家一級
文物，必須與中央有關部委，包括文化部、國家
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磋商，過程必須在保密下進
行，否則難以成事。基於這些「實際情況」，當
局將公眾諮詢放在簽署意向書後進行，理據充
分、合情合理。在昨日的立法會內，多位議員均
對項目表示支持；立法會外，不少市民亦歡迎西
九故宮落戶香港，顯示興建項目擁有民意基礎。

面對這份對香港大有裨益的厚禮，反對派議員
偏要拒諸香港門外，但他們又怕得罪民意，不敢
明目張膽反對項目，就改為從兩方面雞蛋裡挑骨
頭：一是指責西九故宮不符「程序公義」，二是
對人不對事。

所謂「程序公義」，是指項目沒有經事先諮詢。
對此，林鄭月娥多次解釋項目的特殊性，且政府已
宣佈就項目的設計、營運和未來發展於下周展開公
眾諮詢。西九計劃十多年來歷盡大小諮詢，社會早
已形成打造世界級文化博物館及藝術展覽群的共
識，西九故宮的定位完全符合西九文化區的定位，
建館費用由賽馬會承擔，根本順理成章。政府就博
物館的設計和營運諮詢公眾意見，充分反映對民意
的重視。反對派議員上綱上線打「程序公義牌」，
實質並非要按規矩辦事，不過借「程序公義」拖垮
項目。反對派策動違法「佔中」、包庇「港獨」，
連法律都不放在眼內，現在談「程序公義」實在是
笑話。

反對派對人不對事，攻擊官員是其慣用伎倆。
在議事堂上，反對派不關心如何將西九故宮做得
盡善盡美，而是捕風捉影質疑林鄭月娥推動項目
是「特首選舉工程」。這種陰謀論的思維，荒謬
絕倫。身為政務司司長、西九管理局主席，林鄭
月娥為西九文化區爭取好項目，為香港引入重大
的旅遊新資源，是理所當然的分內事，難道應該
象反對派，拒絕故宮博物館落戶香港？反對派對
人不對事干擾政府施政，無所不用其極進行攻擊
和抹黑，企圖令政府一事無成，受害的是香港市
民。

在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大好事，體現了
「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對香港百利而無一害，
港人翹首以盼。反對派一再漠視民意，抗拒中央
好意，只會被民意唾棄。

以政治化操作阻礙西九故宮令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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