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55月月111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重  要  新  聞A7 ■責任編輯：鄧逸明

「覆核王」無理覆核 賠訟費300萬
認梁振英無意讀漏「香港」官指非忽略或拒誓拒受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被稱為「長洲覆核王」的

市民郭卓堅早前申請司法覆核，聲稱特首梁振英在就職宣

誓時讀漏了「香港」兩字，並質疑其宣誓是否有效。高等

法院今年1月開庭聆訊決定是否受理，至昨日終頒下判

詞，表示拒絕受理有關的司法覆核，郭更須賠償訟費。郭

早前透露，是次司法覆核未獲法援，故訟費要自行承擔。

郭昨到庭領取判詞後透露，估計須承擔逾300萬元訟費，

正與律師商討是否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灣仔家
事法庭日前發生血案，一名男子用刀刺傷
前妻。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昨日強烈譴
責區域法院內發生暴力事件，要求政府檢
討法庭保安措施，並建議在法院內設立安
檢區，制定不准帶入物品清單等。
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昨日表示，近年

區域法院家事法庭審理案件時，屢次發生
突發暴力事件，如2011年有人在法庭內

淋潑腐蝕液體，2015年更有人在家事法庭
內情緒激動追打法官，情況令人擔憂。
她強調，法治是香港基石，司法人員、
律師、法官等人員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
中律協強烈譴責該等暴力事件，並認為必
須嚴阻以暴力代替法律處理及解決糾紛。
目前，本港各級法院只有保安員駐守，事
發前家事法庭亦只要求訴訟人士不可攜帶
水或雨傘入內，明顯不足以保障在法院內

所有人士的安全。

研設安檢區禁攜利器
為此，該會已向司法機構發信，促請加

強法院的保安，保障法官、司法人員、律
師及訴訟各方的安全，並認為可參考英
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及日本法院的
保安措施，包括在本港法院檢視各級法庭
的保安措施，及考慮於全港法院或指定法
庭設立安檢區，使用金屬探測門、手持式
金屬探測器或X光掃描機，對進入的人士

及攜帶的物品進行安檢，嚴禁攜帶刀、利
器及可作攻擊性武器的物件，並訂明不准
帶入法院範圍的物品清單。
中律協會長盧懿杏表示，家事法庭的

涉案人士，不少都沒有聘請律師代表，
出現情緒問題時較難控制。陳曼琪補
充，刑事法庭一般有懲教人員等執法機
關在場，風險相對較低，建議措施可先
在家事法庭試行，並審視法庭保安訓
練。至於是否所有人都要進行安檢，她
認為可進一步討論。

家事法庭掀血案 中律協促加強保安

過去5年獲批法援申請數
財政年度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資料來源：民政局提交立法會文件

整理：鄭治祖

申請
宗數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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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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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出
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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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

21.9

33.9

22.7

29.4

36.3

郭卓堅在申請司法覆核時指
稱，梁振英在宣誓就職時，

讀漏了「香港」兩個字，要求法
庭頒令宣佈該次宣誓無效，梁無
權就職特首。高院在駁回其申請
的判詞中指，誓辭中有5個地方
出現「香港」兩字，梁振英只是
在其中一次讀漏，很大機會是大
意，並非拒絕或忽略宣誓。
判詞續指，申請人自己也同
意，梁振英當日宣誓時並非有意
讀漏，很難說明特首宣誓時不依
從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及「人大釋法有追溯力」的說
法、或是忽略或拒絕作出宣誓，
故並無理據提出此司法覆核。

逾4年始「追究」無充分理由
判詞強調，申請人提出司法覆
核，只是要求特首重新宣誓，但
現任特首的任期已快將完結，此
司法覆核只會造成很小的實質影
響。梁振英早於2012年宣誓出任
特首，但郭卻在逾4年後才提出
司法覆核，是嚴重延誤。法官認
為，郭沒為延誤提供充分理由，
憑此已可拒絕受理其司法覆核許
可申請。
郭曾解釋，是因為全國人大常
委會於去年解釋基本法中有關宣
誓的條文後，他才有理據證明梁
於2012年的宣誓屬無效。惟法官
並不認同，指在2004年立法會議
員梁國雄宣誓案的裁決中，已列
明宣誓應有的形式和內容，郭根
本毋須留待釋法後，才提出申請
要求梁振英重新宣誓。
對於訟費申請，法官認為是次

申請司法覆核未有充分計劃，認

為梁振英聘請大律師出庭反對是
合理的，故下令郭支付對方訟
費。

十年廿覆核 訟費市民畀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年近八

旬，年輕時在台灣大學法律系畢
業，1989年前曾任職司法機構，
至1996年退休並搬入長洲。2006
年，他首次作出司法覆核，此後
10年間，郭最少20次申請司法覆
核，且每次均會申請法律援助，
故無論司法覆核成敗，訟費最終
都要由市民「埋單」，但早前的
鉛水事件司法覆核，郭因未及獲
批法援，法院亦不受理其覆核申
請，郭須賠上50萬元堂費。
郭卓堅曾聲言，自己當上「覆

核王」是為彰顯憲法公義，不會
將政治立場帶入法庭，惟有傳媒
追查發現，他與民主黨關係千絲
萬縷，其屢次申請司法覆核有否
政治目的令市民懷疑。
不過，郭強調自己非民主黨黨

員，否認司法覆核有政治動機，
又聲稱其官司多由民主黨律師代
表，純粹因為大家稔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民間團體「珍
惜群組」昨日在立法會發起示威遊行，聲討一
眾「枉法議員」。他們指，公民黨一些議員屢
屢包庇暴力政治違法者、假難民，最近又包庇
違法外勞。又有一些議員指使所謂「覆核王」
郭卓堅，數十次成功申請法援浪費逾千萬元公
帑，以及不滿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包庇」橫洲
地霸阻礙政府收地建公屋。示威者呼籲有良知
議員督促政府嚴厲執法、維護法紀。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接收了請願信。

促查「枉法議員」阻禍港
「珍惜群組」二十餘名成員昨晨於金鐘地鐵
站集合，遊行至立法會示威區，沿途高喊口號
「政棍勾黑、破壞香港」，「公民黨包庇暴
徒、假難民和外勞，禍港」，「支持政府嚴厲
執法、護國護民」等。示威者批評，朱凱廸和
姚松炎介入橫洲收地事件，幫助非法霸佔土地
建屋收租的地霸令人憤怒。他們認為，身為立
法會議員，收取高額公俸，竟然幫助地霸阻止
政府執法，不配做議員。
示威者又批評，公民黨屢屢包庇涉嫌違法

者，如暴力政治肇事者及假難民，最近又包庇
沒有工作簽證來港演出的樂隊。政府明明是依
法執法，公民黨議員卻將之扭曲為「打擊音樂
活動」，戾橫折曲；又指另一些議員在背後支
持郭卓堅數十次利用法援進行司法覆核，浪費
逾千萬公帑攻擊政府，實在「豈有此理」。
他們認為，那些因「玩誓」進入司法檢控的

議員早無資格做議員，應立即停薪停職趕出立
法會。因此他們呼籲政府堅決執法，早日收地
建公屋，呼籲議員督促有關部門執法，追究一

眾「枉法議員」責任，阻止他們繼續禍港。

葛珮帆：政府應提對策
葛珮帆在接收請願信時直言，自己和市民一
樣憤怒。各案件的主審法官屢次指出司法覆核
程序被濫用，政府至今卻未採取任何對策。建
制派議員曾在立法會多次質疑，何以郭卓堅可
以不停得到法援申請司法覆核。
她批評，這些司法覆核有明顯針對性，專門
反對和內地合作的大型工程及相關事項，這些
司法覆核令工程拖延、工程費用大增。雖然最
後全部敗訴，卻造成濫用逾千萬公款阻撓香港
發展的不良後果，無端浪費了納稅人的金錢和
香港發展的時間。
葛珮帆強調，香港和周邊城市正進行「龜兔
賽跑」，在這些反建制議員和部分市民竭力阻
撓發展下，香港已日益落後，這種情況絕對不
能繼續下去。她說，市民發聲很重要，大家都
希望香港能夠聚焦發展，所以大家都應齊發
聲，政府才能聽得到，也令濫用司法覆核者，
不敢再肆無忌憚。

「珍惜」批訟黨濫用法援嘥公帑

■郭卓堅申請覆核被拒，須付逾
300萬元訟費。 資料圖片

反對派經常將政
治議題帶到法庭，

濫用法援及司法程序。立法會議員謝
偉俊在昨日立法會書面提問時，以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提出的多宗司
法覆核均獲批法援為例，質疑審批成
功率偏高，變相鼓勵部分市民濫用，
要求當局檢討。民政事務局則稱，法
援署已有嚴謹的機制審批法援申請。
謝偉俊在質詢時指出，過去10年出

現了不少就政治爭議提出的司法覆核
申請，而該等案件的原告人所提出的
法律援助申請，幾乎全數獲法律援助
署批准，並以郭卓堅30多宗法援申請
獲批為例，「法援署有否因應一個人
可獲批法援以提出多宗司法覆核的情
況，以及該名原告人在該等案件的勝
訴率，分析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門檻
是否過低，以及法援申請的審批條件
是否過於寬鬆？」

開支逐年增 最高達3630萬
民政事務局回覆指，當局批出的法

援個案在2013年最多，有119宗，最
少為2016年，只有27宗，惟涉及的

法律費用開支就逐年增加，由2012/2013年度
的2,190萬元，增至2016/2017年的3,630萬
元。
局方強調，法援署已有嚴謹的機制審批法援

申請，包括在案情審查時，會就案情背景、證
據及適用的法律原則進行調查和研究決定是否
批出，並有法例防止法援被濫用：任何涉及虛
假陳述，即屬犯罪，經定罪後最高將罰款
10,000元及監禁6個月。
倘有人重複申請法援被拒，而法援署署長覺

得其行為構成濫用，署長可命令在3年內不予
考慮任何申請。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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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左）接收請願信。 殷翔 攝

■中律協建議在法院內設立安檢區，並制定不准帶入
物品清單等，加強法院保安。 岑志剛 攝

■「珍惜群組」批評法援遭濫用，促政府嚴厲執法，維護法紀。 殷翔 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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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結束視察澳
門之前，到澳門大學與教育界及高校代表交流。張德
江指出，澳門回歸17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
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教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還向
澳門學生提出了三點希望。青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
加強青年的教育培養，促進青年健康成長，關乎港澳
的未來，關乎「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港澳青年應
把個人前途與國家、特區的命運緊密相連，全面了解
國家歷史和國家發展及成功經驗，自覺弘揚中華文
化，做「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港澳特區各界應
積極引導青年立大志，以報效國家、建設特區為己
任，培養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人才，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澳門回歸後，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穩定，政
通人和、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不斷鞏固發展，很重要
的原因之一，是特首、特區政府、教育界始終堅持正
確的教育方針、教育方向，保障了愛國愛澳的優良傳
統薪火相傳。澳門把握正確的教育方針、教育方向，
並非僅僅作學術知識的傳授，而是高度重視國民教
育，愛國愛澳的理念深入人心，教育部門和民間團體
互相配合，在青少年中普及基本法教育，積極推動青
少年到內地交流訪問。日子有功，澳門青少年及市民
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與日俱增，為澳門成
功落實「一國兩制」奠定堅實的民心基礎。

中央十分關心澳門教育的發展和青年的成長，習近
平主席在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時特別
要求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培養，把國家歷史文化和國情
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增強青少年投身
「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習主席的講話
為澳門教育的發展和青少年的成長、成才指明方向。

如今張德江肯定澳門教育的工作成績，顯示澳門特區
政府、教育界及社會各界在習近平和中央政府的指導
下，堅持了正確方向，令澳門的教育發展少走彎路。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國兩制」要持續成功落
實，歸根究底，需要培養、儲備大批德才兼備的人
才，做好教育工作意義重大、任重道遠。對此，張德
江提出三點希望：一，要志存高遠，自覺將個人命運
與國家和特區的發展結合起來；二，了解國家歷史，
弘揚中華文化；三，做「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
這是再次強調澳門加強教育、培養人才的方向，有助
政府和教育界清晰思路，有效幫助澳門青少年認識個
人前途和肩負的歷史使命。

澳門由於歷史的原因，曾經離開祖國多年，經過歷
史滄桑變化，最終回到祖國的懷抱，並實行史無前例
的「一國兩制」，澳門在國家的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
位和作用。因此，澳門青年胸懷家國，把個人成長和
理想，與國家和澳門的前途聯繫起來，懷愛國愛澳之
心，立報國興澳之志，才能把握住國家發展的機遇，
開創個人美好前途；澳門青年瞻往知來，明白國家的
歷史演變、未來所向，才能擺正個人在國家發展歷史
的位置，將優秀的中華文化與時代精神、國際視野對
接，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澳門青年信心堅定、
持之以恒努力傳承，讓「一國兩制」事業續創輝煌，
更是個人、澳門和國家的共同成就。

香港的歷史背景、社會制度和發展歷程與澳門有
很多共通之處，香港持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
同樣需要大批愛國愛港、德才兼備的生力軍，香港
各界應認真領悟張德江對澳門青年的希望，培養更
多心繫家國、熱愛中華文化、傳承「一國兩制」的
青年人才。

加強青年教育培養 關乎「一國兩制」未來
昨天韓國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當選新

一任總統並隨即宣佈就職，以填補前任總統
朴槿惠被罷免入獄而留下的「權力真空」。
國際問題專家分析認為，文在寅能夠以較高
票數當選，主要原因是他在競選期間提出的
反腐改革、振興經濟、提高就業、改善南北
關係、妥當處理薩德問題及恢復中韓互信等
一系列主張，得到了韓國社會主流民意的認
同。面對朝鮮半島錯綜複雜的現狀，韓國民
眾和國際社會普遍期待韓新總統能夠有所作
為，力排各種外力的干預，緩和朝鮮半島緊
張局勢，維護半島和平，並切實改善中韓關
係。

近年來，韓國政局動盪不已，前任總統
朴槿惠因「親信干政」風波等問題被彈劾
下台，再次暴露韓國政壇存在嚴重問題。
而經濟增速放緩，物價與失業率雙雙上
升，民眾幸福感急劇下降，更導致韓國民
眾的嚴重不滿。因此，今年3月24日文在
寅正式宣佈參加總統選舉後，在競選中一
路領跑，最終以41.08%的優勢勝選，比緊
隨其後的落選者高出十幾個百分點。顯
然，文在寅勝選與韓國當前的政治、經濟
形勢有直接關係。其中，要求避免美國勢
力過分插手干預，實現半島和平，以及全
力改善中韓關係，應該是韓國社會的主流
民意，韓國民眾普遍希望選擇一個不同於
過去朴槿惠路線的政治領袖，以努力擺脫
韓國目前所面臨的一系列困境。

特別要指出的是，朴槿惠在任期間同意美

國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入韓部署，直接導致朝
鮮半島緊張局勢加劇和中韓關係惡化，也令
韓國社會出現嚴重分歧。國際問題專家表
示，從文在寅競選期間的表態看，他對薩德
入韓持謹慎態度，曾稱韓美薩德部署協議不
透明，缺乏程序性審查過程，主張將這一問
題留給下屆政府處理，還希望通過外交努力
首先爭取周邊國家的理解。其競選班子的總
負責人宋永吉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過，文
在寅當選之後，將把要不要部署薩德的問
題，交給國會審核後再決定。在這期間，韓
國將爭取時間，和美國進行韓美首腦會議，
也會和中國開展對話，以恢復互信。事實
上，薩德入韓不僅嚴重損害中韓關係，也令
很多韓國企業感受到非常大的壓力。因此，
有專家分析，文在寅入主青瓦台後，迫於種
種壓力，對薩德問題、中韓關係的改善，以
及今後中韓經貿關係的發展等問題，將會採
用較為積極的做法。另外，文在寅主張盡力
改善南北關係，表示有需要就去北方訪問，
以對話推動半島無核化和簽署和平協定。如
果他能夠言出必行，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對維護半島和平穩定、改善中韓關係發
揮正面作用。

朝鮮半島的和平發展，是關係到東北亞地
區發展和全球和平穩定的大事。目前，有關
各方都在密切關注文在寅主政後如何行動，
期待他能夠兌現競選諾言，以靈活務實的姿
態妥善處理內外難題，對促進半島的和平穩
定作出積極貢獻。

文在寅要以行動促半島和平改善中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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