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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摧婚禮「聖地」半年未修好
早前有地產商向城規

會申請將一級歷史建築

「南固臺」活化為證婚

場地，引起外界熱議。事實上，具

有歷史價值或景觀開揚的婚禮場地

非常搶手，其中康文署轄下的鯉魚

門公園禮堂及九龍仔公園洋紫荊

園，是署方最受歡迎的兩大婚禮場

地，惟該兩處於去年9月被超強颱

風「山竹」吹襲造成嚴重損毀，至

今半年多後仍未完成復修，九龍仔

公園洋紫荊園爛地處處；屬歷史建

築的鯉魚門公園禮堂更暫停接受新

租用申請。業界及立法會議員均希

望署方可加快復修。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九龍仔公園洋紫荊園淪爛地 鯉魚門公園禮堂拒接租用申請

康文署共有6個供租用舉行婚禮的康樂
場地，包括鯉魚門公園禮堂、九龍仔

公園洋紫荊園、九龍寨城公園六藝臺及竹
桐軒、大埔海濱公園露天劇場及草坪、淺
水灣泳灘臨海涼亭，以及西貢海濱公園平
台，當中最受歡迎的為九龍仔公園洋紫荊
園及鯉魚門公園禮堂，該兩個場地在過去3
年分別收到259及242宗租用申請，惟去年
9月「山竹」襲港，它們多項設施被嚴重破
壞，其中通往鯉魚門公園禮堂的路徑遭塌
樹堵塞；場內的冷氣及供水系統、窗戶及
地板等同告損毀。

職員：最快2022年先租得
不過，至今事隔半年多，署方仍未完成
復修工作。目前該6個婚禮場地雖開放使
用，但屬二級歷史建築的鯉魚門公園禮堂
自去年10月起已不接受新的租用申請，直
至另行通知。根據署方資料，原來上址經
緊急維修後，冷氣供應仍然不足，故署方
已聯絡在「山竹」襲港前獲批准租用場地
的申請者再到場視察，決定是否如期使用
場地。本報記者日前以市民身份希望參觀
該婚禮場地，但場內職員拒絕，並說：
「今年9月個禮堂會封閉維修，估計最快要
等到2022年先可以租用。」

九龍仔公園近月始展維修
至於同被「山竹」摧毀場內設施的九龍
仔公園洋紫荊園，以往每到花開時節，園
內開滿洋紫荊，是熱門的戶外婚禮場地。
雖然該處歡迎新租用申請，但記者赫見四
邊鐵絲網圍欄東歪西倒，當踏入場內時，
地面凹凸不平，部分石磚被移走，並豎起
維修的警告帶。由於該處臨近出入口通
道，偶一不慎，很容易絆倒；而園內多棵
洋紫荊樹旁留下大堆枯枝。記者佯裝有意
租場向職員查詢，對方稱因受「山竹」吹
襲，場內設施及樹木被破壞，直至近月才
有新的投標公司展開維修工作。
港澳婚慶業聯會副會長劉智仁表示，近3年
約少了15％的新人選用政府婚禮場地，除了
場地位置偏遠外，「山竹」破壞場地景觀，
亦影響新人選用意慾。劉說：「好似九龍仔
公園洋紫荊園，場內都冇花，條路又爛，婚
禮影相唔好睇，希望政府快啲復修。」
康文署發言人表示，鯉魚門公園婚禮場
地已使用逾12年，部分設施老化或嚴重受
損，故署方及相關部門於去年中為場地籌
劃大型維修及翻新工程，並自去年10月起
停止接受新租用申請至另行通知。

就康文署轄下婚禮場地問題，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表示，政府應定期檢討婚禮場地的使
用率，並配合完善的設備，吸引市民使用，
否則只會浪費政府資源，「（西貢海濱公園
平台）使用率咁低，一定有問題，點解政府
唔諗吓呢？」她續指，近年不少鄰近地區的
政府婚禮場地，設施齊全，吸引年輕人使
用，故此當局應與時俱進，檢討婚禮場地選

址及設施。
港澳婚慶業聯會副會長劉智仁認為，當

局有需要增加婚禮場地設施，因目前政府
婚禮場地不會提供裝飾，故新人可能要額
外請人佈置。
他舉例，台灣不少政府婚禮場地都會配置

浪漫裝飾或現時流行的「打卡位」，供新人
及賓客拍照留念。

葛珮帆促定期檢討使用率

位於灣仔船街，在日軍侵
佔香港期間，被日軍用作慰安
所的南固臺，佔地200平方公
尺，糅合中西建築風格，是一
級歷史建築，最近合和實業向
城規會提出申請，將其周邊地
皮轉為綜合發展，計劃興建一
座21層高的住宅，並將建築
物活化成證婚場所。
此發展計劃卻引起部分區

內居民反對，並有區內大廈業
主透過管理公司反對申請，批
評上址不適合作婚禮場地，因
南固臺曾被日軍用作慰安所，
將被捉拿的婦女帶到上址禁錮
及充當慰安婦。
另外，上址於2003年曾傳

出靈異事件，一群青年入內探
險後，據稱有人失控亂跑亂
叫。
不過，香港婚禮顧問公司

創辦人歐惠芳認為，隨着時
代進步，新人對於古蹟的歷
史相對容易接受，而本港不
少建築物或地方前身也曾歷戰
火洗禮，故認為「後生仔唔會
咁迷信」，有關方面只要做好
活化等工程，仍會吸引新人選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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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場地外，本報記者日前亦到康文
署其餘供舉行婚禮的康樂場地視察，惟部分
場地疑位置欠佳，申請租用數目較低，其中
西貢海濱公園平台在過去3年僅得3個租用
申請。上址面積約400平方米，設有一個有
蓋小平台，但鄰近人流極旺的公廁，估計因
此影響新人舉行婚禮意慾。

鄰近公廁 欠私隱度
港澳婚慶業聯會副會長劉智仁認為，康文

署大部分婚禮場地均設於公園內，欠私隱
度，以西貢海濱公園平台為例，因鄰近公

廁，選址不理想。劉說：「對面樓下就有個
公廁，好多後生新人唔想行行吓禮，有個遊
客行上嚟影相。」
香港婚禮顧問公司創辦人歐惠芳稱，政

府婚禮場地的保安不嚴密，她曾收到顧客
投訴指有人「白撞」在場內吃喝；有新人
更在東區鯉魚門公園禮堂結婚當日，場內
廁所淤塞，傳來惡臭，穿上婚紗的新娘難
以入內如廁。
她稱，由於該場地未有提供接駁車輛，新

人及嘉賓需要步行一大段斜路才到達禮堂行
禮，感到很不便。

西貢海濱平台 3年僅3申請

■西貢海濱公園平台的婚禮場地鄰近公廁。

康文署婚禮用地租用申請數目

鯉魚門公園禮堂

淺水灣泳灘臨海涼亭

九龍仔公園洋紫荊園

九龍寨城公園六藝臺及竹桐軒

大埔海濱公園露天劇場及草坪

西貢海濱公園平台

資料來源：康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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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惠芳稱，政府婚禮場地的
保安較差。

■劉智仁表示，近3年約少了
15%新人選用政府婚禮場地。

■葛珮帆希望康文署可早日維
修損毀的婚禮場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太空如何管
轄？是否要為外星人立法？這些都屬於「太空
法」範疇。有關領域少有亞洲的大學涉獵，而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主任趙雲可說是
區內先驅之一，他對此深入研究20餘年，希
望在太空自然資源開採、太空旅遊等領域建
立法律法規，為逐漸開拓的太空世界構建規
範。
上月獲港大頒發「明德教授席」鄭家純基金

教授席（國際法）的趙雲，於上世紀末開始對
「太空法」產生興趣，從此對該領域展開研
究。「太空法」聽上去距離大家很遙遠，但卻
是對應人類科技一個重要的國際法範疇。
資料顯示，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至

今共有11項與「外層空間（Outer Space）」
有關的公約與宣言，涵蓋月球及外太空探索與
活動、太空人援救、人造衛星、外層空間遙

感、和平合作等內容。
趙雲指，這一類法律與當今社會的電訊通
訊、衛星和遙感資訊定位系統等息息相關，各
個國家發射衛星所佔據的方位以及向外太空軌
道發射衛星的數量等，都可能存在國家間的競
爭；而在太空資源開採方面，如何兼顧技術先
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平衡，亦都是「太
空法」需要考慮的問題。
人類對太空有無窮想像，「太空法」可就此
作出制度規範。趙雲指，從「太空法」角度
看，管轄權和如何處理信息技術保護、知識產
權等方面都要有清晰的指引。此外，他又提
到，甚至未來是否要針對外星人立法、如何立
法亦是「太空法」討論的問題。

港大學者研「太空法」成亞洲先驅

立法會早前通過法例，強
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及合資格延期年金的保費可
享稅務扣減優惠，每年上限

為6萬元，本月1日正式實施。積金局主席黃
友嘉於昨日發表的網誌上指出，強積金制度是
為打工仔建立儲蓄紀律，透過複式效應，積少
成多，為退休生活籌謀，「可扣稅自願性供
款」正提供了強大的經濟誘因協助打工仔先儲
未來錢。他指為了讓打工仔更易理解和明白當
中的細節和安排，積金局已在網站開設專頁、
推出宣傳短片及「懶人包」，協助打工仔了解

有關詳情，盡早享受其好處。
黃友嘉表示，近年來透過自願供款為退休增

添保障的意識逐漸提升，強積金自願供款由
2008年的43億元增至去年的116億元，佔總供
款額約16%，當中共有88,300名僱員作自願供
款，總額為15億元，每名僱員的平均自願供款
為16,700元。

黃友嘉：供款率約為10%
黃友嘉指出，替代率(即退休金水平為退休前

月薪的比例)是其中一個退休生活水平的參考指
標，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曾指出，各國

的平均替代率為53%；而以本港按個人入息中
位數粗略計算，供款率設為10%，強積金供款
人在40年的工作生涯結束時，推算替代率約為
34%，「這意味着打工仔如在強積金的10%強
制性供款外，愈早作出額外供款，將會有助規
劃更理想的退休生活。」
他表示，「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對打工仔而

言，除可即時慳稅又可增加退休儲蓄，一舉兩
得，且其運作方便、簡單，由開戶到供款以至
管理都不用大費周章；「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亦不設固定供款金額，打工仔可按個人需要及
財政能力，隨時增加、減少、暫停或重新供
款，甚至可隨時將整筆供款轉移至其他強積金
計劃的「可扣稅自願性供款賬戶」，靈活度甚
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自願供款扣稅 積金助儲未來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
漢基）政府計劃修例全面禁
止電子煙及加熱煙，全港18
區家教會聯會等組織收集近
萬份家長問卷，多達75%家
長贊成禁止新型香煙，而即
使本身是煙民的家長當中，
也有近六成人表示贊同。另
外普遍家長亦認同，政府應
盡快全面禁止包括傳統煙在
內的所有吸煙產品。有近年
成功戒煙的父親直言「香煙
是慢性毒品」，故支持全面
禁煙，強調「自己衰都唔想
下一代衰」。
18區家教會聯會與家校會
主席湯修齊上月經學校向家
長收回9,083份問卷，了解他
們對禁煙的意見，受訪家長
中約有15%為煙民，另9%現
已戒煙。
整體而言，75%家長贊成

政府禁止新型煙產品，並應
同時包括禁止吸食；而即使
本身是煙民的家長，也有
56%人認為應禁止新型煙。
家長們的擔心其實不單在

於新型香煙，受訪者中，約
有75%亦贊同政府應盡快全
面禁煙（包括傳統煙），煙
民當中贊成盡快全禁的亦有
52%。與近月有意見提出
「煙民反禁煙」的說法不
同，是次調查中過半數吸煙
家長贊成禁新型煙或全面禁
煙，說明他們明白吸煙害
處，不希望子女成為新一代
煙民。
湯修齊又提到，現時學校

雖為禁煙區，但校外則不屬
受規管範圍，建議應考慮於
校外100米至150米範圍亦劃
為禁煙區，相信更能保障學
童健康。
育有一對子女的鄭偉昌，

自中學起就有吸煙習慣，其
煙癮逾20年。四年前他意識
到吸煙不僅對自己，還會對
兒女造成影響，出於責任心
決心戒煙。對於新型煙推出
不同花樣，他認為這是吸引
年輕煙民的手段，故支持全
面禁煙，直言「自己衰都唔
想下一代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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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雲是本港少有研究太空法的學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九龍仔公園洋紫荊園內部分地面石磚被移走，地面凹凸不平。 ■鯉魚門公園禮堂自去年10月起暫停接受新租用的結婚場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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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構調查發
現75%家長贊成
全面禁止新型煙
產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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