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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寶龍：知法犯法違誠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司馬文僭建事件引起業界的廣泛
關注。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王
寶龍昨日批評，司馬文知法犯
法、行為有違誠信標準，加上他
並無業內的專業資格，難以相信
他能理解業界訴求、為業界發
聲，和協助解決業內各種問題。
王寶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即使是一個普通市民，
被揭發僭建也應面對責任，盡快
糾正，如自己早前處理一個項
目，就是某大團體發現擁有物業
有僭建後，立即委託他進行糾
正。
他還透露，有一間教會在沙田
有一間丁屋用於接待信眾，在得
悉司馬文事件後，就立即委託他
到現場詳細檢查，看是否有僭建
並予以糾正。而這些，才是負責
任的做法。
反觀司馬文，一再敷衍應對，

被揭發僭建後也以種種理由拖延
清拆，「做啲又唔做啲」，王寶
龍指出，根據媒體近期揭發司馬

文的各項僭建來看，僭建情況可
以說頗為嚴重，這明顯與當議員
須以身作則、遵守法紀的要求有
很大距離。他希望司馬文「識點
做」，對事件有一個清晰的交
代。

無專業資格不代表業界
王寶龍還認為，嚴格來講，司

馬文甚至沒資格做建築、測量、
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的選
民：司馬文並非在業內工作，也
沒有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別的專業資格。不明白選舉
主任為什麼判斷他有資格做這界
別的候選人。
他坦言，以司馬文的個人經
驗，很難相信他能明白業內的
各項訴求，能幫助業界處理業
內問題，「業內的問題，不是
業內專業人士，及有長期業內
工作經驗的，如何能夠明白？
這樣的業外人士如何能代表我
們？實話說，我心裡感覺很不
舒服。」

市民：無誠信沒資格當議員
齊女士：身為公眾人物，

知法犯法肯定不應該。他
（司馬文）身為南區區議員

這樣僭建十年，已經很不對，更加沒資格去競選
立法會議員。因為立法會議員首先要講誠信，要
嚴格守法，比一般市民要有更高的品德操守，但
他都沒有，因此我一定不會投票選他。
徐先生：知法犯法當然不對，普通人都不應

該犯法，何況他是區議員，了解相關法例。做
立法會議員誠信最重要，沒有誠信，選民怎麼
敢投票給他？何況聽說他還霸佔官地，僭建行
為多達七八處，相信誰也不會選這樣的人進立
法會。

吳小姐：司馬文沒資格當議員。議員要以身作
則，嚴格守法，他卻知法犯法，這樣的人進立法
會，只會破壞立法會公信力。何況他的僭建問題
很嚴重，多達七八處，規模也很大，包括重達
90噸的地台，至今沒聽到他向市民真誠道歉，
很多僭建至今也未拆。
周先生：司馬文知法犯法嚴重僭建，顯然沒資

格競選立法會議員。何況他一直「擠牙膏」式地
交代僭建，至今也拒絕清拆所有僭建物，可見他
誠信有問題。聽說其中一個僭建地台重達90
噸，那麼大的僭建萬一倒塌會危及公眾安全，所
以我一定不會支持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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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吳小姐■齊女士 ■徐先生

■ 王 國 興
（左）昨日向
地政總署提交
請願信，促請
當局交代是否
有與司馬文達
成僭建「共
識」。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浩賢 攝

司馬文住
所的僭建問
題拖了足足

10年，意味他過往參選、擔任南
區區議員期間，僭建問題一直存
在，其間僭建問題在社會鬧出多
次風波，但他依然未有對公眾開
誠布公，甚至被有關部門警告甚
至釘契後都遲遲不肯處理，直到
參選後才鬼祟地拆除部分僭建
物。在事件被傳媒揭發時，他一
直「擠牙膏」式地交代，至今仍
有多個疑團仍未清晰交代。
今年1月，司馬文被傳媒踢爆

有僭建問題遲遲未處理。原來，
早在2008年時，他已因為天台有
僭建物遭地政總署發信警告、釘
契，至確認參加補選才着手清
拆。同時，其屋後有一條加鋪的
小路，疑似霸佔官地。
司馬文在被踢爆後始承認，自

己在購入物業後在天台加建了玻
璃上蓋，又稱自己因為「生活需
要」，故「接受」釘契，不拆僭
建物，並向屋宇署申報了另外4
件小型僭建，向公眾「誠意道
歉」。
不過，事隔兩三天，屋宇署派
員進屋視察後，再發現司馬文物
業有多4項此前未申報、屬須予
以取締類別的僭建物，包括圍
牆、金屬支架、玻璃簷篷及石油
氣瓶的貯存箱。這次他就未有回
應，至數日後才稱︰「我再次為
今次僭建事件道歉，並會定時向
公眾匯報工程進度。」
其後，再有傳媒揭發司馬文屋

後所租用的官地及不屬其租約範
圍上，有一個以英泥及石磚僭建

成一個7米高的巨型半圓地台，作為「後花
園」。有業界人士估計該地台有90噸重，
可能構成危險。
司馬文其後稱自己並無霸佔官地，但承

認「該半圓形範圍不納入我的短期批租合
約」，及自己曾為地台重鋪地磚和加設地
燈。他聲言自己和地政處人員就批租範圍
「達成共識」，自己沒有被要求拆除地
台。
事後，地政總署回覆傳媒查詢，踢爆司馬
文說法不盡不實。發言人指，半圓形平台雖
然沒有被圍封，但地燈佔用了政府土地。由
於該地點毗鄰並沒有其他村屋，有理由相信
地燈與司馬文住所有關，因此已發信給對
方，並於現場張貼法定通知，要求有關人士
停止佔用政府土地，在14天內移除地燈。
至於司馬文所謂的「共識」，似乎只是他要
求將平台納入私人花園的短期租約，結果不
獲批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司馬文拒拆僭建「23萬監察」促追究法責

「 港 獨 」 、

「台獨」近年不

斷搞串連，試圖

分裂國家。在參

選前一直鼓吹包括「港獨」在內的「自

決」的反對派立法會補選港島區候選人區

諾軒，近日在其造勢大會上迎來日本政壇

活躍的右翼反華分子和田健一郎。據了

解，和田健一郎一直鼓吹「台獨」，更為

「台獨」團體「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核

心成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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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批「燒法」不符參選要求
代表反對派參

加立法會港島區
補選的區諾軒口

口聲聲講「法治」，但他一直鼓吹包
括「港獨」在內的「自決」，不符合
參選者須擁護基本法的規定。曾任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譚耀宗不點名批評區諾軒焚燒基
本法等行為，指絕對不符合基本法的
要求。

認同家珮「捍衛法治 回歸理性」
新民黨港島區補選候選人陳家珮近日

邀請了譚耀宗落區，與街坊見面並拍攝
短片。譚耀宗表示，十分認同陳家珮
「捍衛法治 回歸理性」的參選口號，
而這正是市民希望的，但有反對派的候
選人雖然口口聲聲說「法治」，但在實
際上其言行最不尊重法治。

他強調，在香港特區，最重要的法律
就是基本法，在所有本地法例之上，是
香港所有法律的依據和來源。不過，有
人就公然焚燒基本法，「這是不是法治
呢？」
當年，譚耀宗參與起草基本法，每一

條條文、每一個字眼他都很小心處理，
而區諾軒的行為，絕對不符合基本法的
要求。

家珮誓捍衛港核心價值
陳家珮表示，十分同意譚耀宗的見

解，因為法治精神為香港人的最核心價
值，而捍衛基本法，正是她決定參加今
次補選的原因之一。她並承諾，一旦成
功進入立法會，自己一定會繼續捍衛香
港人的核心價值，就是香港人的法治精
神，讓社會繼續向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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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代表反
對派參選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
園境界補選的南區區議員司馬文，早前被
揭發其西貢清水灣五塊田的物業有多處僭
建，包括以水泥堆積約1.5米厚、重近90
噸、佔地24平方米的地台，惟司馬文向外
界聲稱，他與地政總署職員「達成共
識」，毋須清拆地台云云。團體「23萬監
察」昨日向地政總署投訴，質疑司馬文
「老屈」有關部門，並促請政府追究司馬
文的法律責任。
司馬文住宅有多處僭建物，早於10年前

已被地政總署勒令清拆，惟他仍然不理而
被釘契，到今年報名參加立法會補選後，
他才鬼鬼祟祟地拆除，但一直對此秘而不
宣，直到有媒體揭發追問後才承認有此一
事。不過，司馬文住宅的僭建問題越爆越
多，除了再被發現多處僭建外，更涉嫌霸
佔官地，及在官地上僭建90噸平台，對途
人安全構成威脅（見另稿）。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昨日向地政
總署投訴，認為不論基於公眾安全利益、
責任承擔或誠信問題，都需要追究司馬文
的法律責任。

若塌台傷人 向誰索償究責？
王國興指出，司馬文位於上址寓所的地

台，建在7米高山坡邊緣上，坡下的停車
場在平日有多輛私家車停泊，但常有途人
經過，一旦在雨天積水就容易倒塌，對公
眾安全構成威脅，「萬一發生意外，向邊
位追討賠償及法律責任？」
他續說，司馬文寓所天台的僭建物早已

被地政總署勒令清拆，但他仍「拖足十年
唔郁」︰「司馬文熟悉法律，作為區議員
更應帶頭守法！」倘對方沒有遵守法律，
不具備擔任公職人員所需要的誠信。

僭建物要拆 不會有「共識」
對於司馬文此前稱自己與署方職員達成

共識，毋須徹底清拆僭建平台，其後被地
政總署踢爆。王國興表示，曾有地政總署
職員向他透露不會有「共識」一事，「公
職人員都知道要清拆僭建物，不可能存有
共識。」他擔憂司馬文今次若能蒙混過
關，就會成為合理僭建的先例。
就此，王國興認為地政總署都有必要向

公眾澄清4個問題：

一、署方須澄清有沒有和司馬文達成
「共識」，而「共識」是按什麼條例去批
准，為何沒有採用一貫標準處理清拆僭建
物；
二、倘拆卸工程由當局負責，為何能不
按照慣例要求僭建者承擔清拆費用及罰
款，而是用公帑津貼佔用人的拆卸工程；
三、若證實司馬文虛構「共識」，當局

會否追究對方發表虛假聲明的法律責任，
及會否要求對方提供清拆僭建地台的時間
表；
四、司馬文有否在僭建地台及清拆期

間，購買第三者保險，若發生意外，會否
追究司馬文承擔相關法律和賠償責任。
參加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補選的候選人還有謝偉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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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在上周六舉行造勢大會。據報道，
和田健一郎特地抽出兩天周末的時間，

從日本來香港為區諾軒打氣。他稱，自己三
四年前在香港進行一個有關「農產品」的調
查，曾在日本當交換生的區諾軒充當其義務
翻譯，兩人因此認識，又期待在區諾軒當選
後，可與對方「合作」，促進香港和日本的
「交流」，又聲言自己回日本後會在當地講
解更多有關香港的「政治情況」，引起更多
日本人「關注」云云。

為「台獨」團體核心成員
現年35歲的和田健一郎目前是千葉縣白井
市市議會議員，是「台獨」團體「日本李登
輝之友會」的核心成員。據其個人網頁中介
紹，他早年在台灣的大學留學。其後，由他
出任負責人的中央大學學生社團「通訊媒體
研究會」為李登輝安排網絡演講，其間更親
到台灣拜會及面邀李登輝。
李登輝在該次演說中，聲言「台灣人一直

在外來政權之下遭受壓迫，日本人到台灣
來，親自看一看台灣的民主、自由，就可以
理解到台灣建設新國的必要。……只有日本
對台灣重新評價，東亞才會有真正的和平與
安定。」

周庭赴日唱衰香港時曾會面
和田健一郎亦與香港反對派經常有來往。

「香港眾志」的周庭在2016年6月到日本唱
衰香港時，就曾經與和田健一郎會面。
在日本期間，她還和「眾志」另一頭目黃

之鋒肆意抹黑中國，周庭更聲言「中國人的
身份」是「強加到我們的身上」的。作為周
庭「Plan B」的區諾軒，也是在2016年認識
和田健一郎的。
儘管在參選後聲稱其「自決」選項不包括

「港獨」，但區諾軒此前一直與「獨」密
切，包括曾考慮與鼓吹「自決」的「香港眾
志」前身搞新組織，更曾以「個人身份」在
2016年11月舉行的反釋法遊行後，夥同「眾

志」以至「青年新政」等「港獨」組織遊行
到中聯辦，更公然焚燒基本法。各界質疑區
諾軒非真心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促請選舉主任重新檢視
區諾軒的參選資格。
同區其他候選人還包括陳家珮、伍廸希、

任亮憲。

■譚耀宗（左）
在短片中批評區
諾軒焚燒基本
法。

網上截圖

■周庭（左）赴日唱衰香港時曾與和田健一
郎會面。

■■和田健一郎和田健一郎((左左))一直鼓吹一直鼓吹「「台獨台獨」，」，來港為區諾軒站台來港為區諾軒站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