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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立法會功能組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選舉 

候選人 2 號馬逢國 與 劇協幹事會面內容撮要 
 
日期：2016 年 8 月 15 日 
時間：晚上 6 時 30 分至 7 時 15 分 
 
馬：馬逢國 

劇：劇協幹事 

 
馬： 好多謝業界四年前支持我做到呢個議員，進入議會幫香港做嘢，亦都係幫業界做嘢，對

我來講係一個好難得嘅經歷。我呢個業界有少少特殊，四個業界喺埋一齊，即係體育、

演藝、文化、出版，同時要照顧呢四個範疇。我嘅應對就係嘗試喺呢四個唔同嘅業界裏

邊盡量理出一啲共同嘅嘢，或者大家都關注嘅嘢去做呢個工作囉。  
議員嘅工作主要倡議一啲政策，監督政府嘅施政。因為始終行政係政府主導，佢啱定唔

啱，我只能做個監督者。另外有一啲我認為應該做嘅，或者業界認為應該做嘅，我只能

夠去提出一啲意見，希望政府會贊成。呢個就係議員嘅角色。 
平時當然重有好多業界各方面嘅求助，化解各種各樣疑難雜症，同埋喺個議會裏面針對

一啲社會議題去表達意見。呢啲意見有相當部份係業界嘅反映，都有啲係社會議題，係

我自己嘅一啲睇法。  
四年嘅工作，我簡單咁講啦，同我原來預計有啲唔同。我原本預計唔係咁樣嘅，我原本

預計係比較理想⋯⋯理想主義一啲。四年前我本來懷住一個⋯⋯幾樣嘢。我要做嘅第一

樣嘢，當時我覺得議會文化唔好，唔理想，我好想做一啲改善，改善議會文化，包括辯

論社會議題嘅時候，能唔能夠做到比較互相尊重、包容呢？可唔可以求同存異呢？好可

惜四年落嚟我做唔到幾多，我甚至認為議會嘅文化差咗，唔好講原因，反正就係事實。

點解會導致咁呢？我諗好複雜。有啲人會問係咪永遠都係咁？點解我重要選落去？我自

己都要答呢個問題。 
當時我除咗希望改善議會文化之外，我都諗住要點樣幫業界做嘢。所以四年前我就有一

個政綱，跟住嗰個政綱來做嘢。四年落嚟，有得有失，有啲嘢我基本上爭取到，例如有

啲倡議政府接受咗，化成佢嘅政策嘅，有啲係接受咗但係重停留於口頭未兌現嘅，有啲

佢答應咗考慮但未成為政策嘅，亦都有啲係政府好想做，照顧我哋業界需要但係都做唔

到嘅。隨便講個例子就係版權條例，八年都過唔到。另外有一啲我好想去做但係都做唔

到嘅，種種原因啦，我只能夠講我盡量盡量去爭取，喺議會裏面去推動。 
我認為我都算做到一啲嘢，譬如話西九，我係管理局成員，大家都好擔心會唔會拖延

啦？夠唔夠錢？起唔起到？我就唔係太擔心，我認為西九嘅財政唔係最大問題，係可以

克服可以解決嘅。但係西九做出嚟是否能夠符合社會需要？係唔係符合到業界需要？呢

啲先至係我關注嘅問題。係咪得物無所用呢？係咪一隻大白象呢？我重緊張。嚴格來

講，我自己非常關注文化體育基建嚟緊都會落成，西九或者啟德體育城呢兩個近年來香

港好重要嘅基建。 
睇番政府或者公共行政方面，我最關心係咩呢？我最關心嘅係政府政策。政府點樣去推

動呢個出台嘅政策？邊個推動？點樣推動？四年前，喺我我競選立法會議員之前，選舉

行政長官，梁生參選嘅時候就邀請我作為佢嘅文化政策顧問，我曾經幫過佢大概兩個月

啦，我埋去幫佢嘅時候佢已經有個政策，就係倡議成立一個文化局，呢個係佢原來嘅政

綱嚟嘅。但係我同佢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唔係好贊成去搞個文化局。原因基於幾樣嘢，

第一，香港太多政治紛爭，喺意識形態方面非常敏感，一話要搞個政策局，大家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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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多懷疑，特別係如果對個政府唔信任，你一睇就會話「係咪要控制人嘅思想」諸如

此類，好多問題就唔容易過到。第二，我唔係好贊成政府嘅文化政策，文化開支只係佔

成個政府開支大概百分之一，一個相當細嘅比率，絕對數就係 30 億。如果你做嘅嘢只

係佔 1%，就要有個局，咁有啲局呢，衛生福利局包括個醫管局嘅開支呢，成個社會福

利開支呢加埋成 7,800 億，甚至唔止添，係好大嘅一筆數，又係一個局長，咁呢一個政

策一個局係咪一個好合理嘅安排呢？譬如我地個領域，文化 1%，體育又係 1.23%，咁

係咪又要有個體育局呢？體育界曾要求有一個局，咁又點辦呢？係咪要分成好多個政策

局呢？咁係唔現實嘅。當時我就同佢講，我嘅理解呢：文化，主要係照顧我哋市民嘅精

神方面，是否豐足？是否有好好嘅修養啊自豪感啊咁，同埋文化嘅認知？呢個好重要。

體育就可以照顧我哋市民嘅健康，兩個都同時可以令到我哋社會點樣凝聚得更加好，有

自豪感，有一個自信。呢啲係可以通過文化同體育達至嘅，係個目標嚟嘅，政府都應該

要做啲嘢嘅。成日都話我哋係一個國際都會，對我哋嘅訪客，加強我哋嘅吸引力，要令

佢哋有更好嘅感受。如果要做好個旅遊行業，旅遊文化同埋體育係分唔開。通常我哋都

會倚靠一啲文化嘅盛事啦，文化嘅景點啦，文化嘅內容啦，同埋文化魅力啦，即係要有

都會魅力先至會吸引到遊客。另外都要搞一啲體育盛事去提升我哋社會嘅活力，有一個

良好嘅形象，有個凝聚力。所以我覺得文化體育旅遊好多嘢有共性嘅，可以一齊去搞。

譬如我哋睇番倫敦市政府，佢哋當年辦奧運會嘅時候，喺文化議題非常着重，你用體育

去推動佢嘅文化發展，將佢嘅文化放射出去，畀人哋感受，結果係好成功嘅。我哋都睇

番好多國際上嘅經驗啦，例如韓國，佢哋 20 年前有一個金融嘅衝擊，金融嘅風暴之後

呢，佢哋銳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亦提升咗佢哋體育嘅能力，所以佢哋有個叫做文化體

育觀光局。佢哋唔叫旅遊，叫觀光，但總體其實係目的一致，取得比較顯著嘅成效。另

外有啲地方都係，例如英國，文化體育媒體局，南非亦都有好成功嘅經驗，甚至我哋自

己嘅國家，喺國家層面我哋有文化部，有新聞出版總局，有國家體育局，國家旅遊總

局，但係落到省同埋市嘅層面呢，佢哋好多時都以呢一個文體旅遊局主管呢部份嘅嘢，

一齊去思考，一齊去部署，所以我覺得可以參考呢一個經驗，去成立呢個文體旅遊局，

如果唔係就唔知拖到幾時先有個文體旅遊局？個理想未必咁容易做到，呢個就係我倡議

嘅一個新嘅體制。 
另外一個我四年前我都有提出過嘅，就係檢討文化政策，體育政策亦要檢討，因為呢兩

個政策都係二千年殺市政局嘅時候制訂嘅。其中文化政策就係我當時倡議，當時我都係

議員，提出動議之後，政府最後接受，搵咗個文化委員會，我都係成員，就制訂咗文化

政策，體育亦都係咁樣。但係而家已經過咗 16 年，如果而家開始檢討，出到台就兩三

年後。20 年，社會環境改變咗，我哋重要嘅基建馬上要落成，到底往後我哋應該要點

做，就要睇番個政策點調整，公共資源點樣用，呢個就喺政策層面，我覺得兩樣都需

要。所以喺立法會過去個四年呢，第一年我做咗體育政策檢討，我提出咗動議。我本來

諗住體育、演藝、文化、出版，四年每年做一個動議，但係第二年呢，因為有一個特殊

嘅情況發生咗，臨時出現咗斯洛登事件，將我原來計劃打亂咗，動議冇做到，放棄咗。

到第三第四年呢，想做文化政策，但係已經出現所謂拉布嘅情況，抽到簽都無得做，抽

唔到更加冇機會，所以拖咗兩年都做唔到，我覺得好可惜。 
我覺得喺政策層面其實重有好多嘢可以做。你要有一個好好嘅政策研究，先至可以出台

政策。過去四年我唔係用咗好多議員津貼，做咗好幾個政策研究，其實應該係政府做，

但政府冇做到，做得唔夠。總括嚟講，未來四年如果我可以當選議員，除咗做我之前未

做完嘅嘢，重有一啲新嘅提議，我都會繼續跟進，譬如增加空間畀業界，將學校課餘嘅

時間開放畀文化團體、體育團體使用，政府要調整政策去支持學校咁做。另外，工廈政

策啦，以至一啲公共空間啦，甚至一啲政府殺咗嘅學校，可以調動出嚟畀我哋嘅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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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覺得資源好重要，當然，經濟資源重要，空間資源重要，亦有一啲政策更重要，

譬如我倡議喺我哋嘅駐外辦事處，駐內地嘅辦事處，增加個文化席啦，唔係叫經貿辦事

處，改成經貿及文化辦事處，幫助我哋推動文化交流，帶動我哋嘅藝團去開拓空間。 
 
劇： 關於西九，剛才你話唔使擔心嘅嗰樣嘢係乜嘢呢？  
 
馬： 我講唔使擔心嘅係財務方面，我擔心嘅係未知將來營運上係點樣，即係同業界嗰個互動

問題。 
 
劇： 會唔㑹有個政策喺度？定係⋯⋯ 
 
馬： 其實政策有好多方面嘅，有一啲譬如話係將來嘅場地管理啦，節目嘅安排，或者採購，

到底係點樣做呢？會唔會有駐場嘅藝團呢？點駐場呢？另外一啲俾業界用嘅空間又點處

理呢？點樣分配？點樣邀請佢哋進入？當中重有一個好重要嘅營運。 
營運牽涉到要用錢嘅，政府一早規定要自負盈虧，咁事實又能唔能夠自負盈虧呢？成個

西九都喺度傾緊呢啲問題。我頭先講財政嗰個問題呢，點解我話唔使太擔心？我記得五

年前，Michael Lynch 上任做行政總裁，開第一次董事會，當時已經做咗一個顧問報

告，嗰個顧問報告已經話唔夠錢，當時一啲嘢都未起，設計都未有，就已經話唔夠錢，

已經話要四百幾億，我身為董事局成員，我都好擔心。嗰次董事會唐英年作為主席，佢

話：「喂，嗰個設計東一忽，西一忽，會唔會人流唔夠？唔夠人？」我當時啱啱做完藝

發局，我話藝術界都有一個好長嘅 wish list，想有個參與嘅職位，呢個你都要滿足。林

鄭當時都係成員，佢話我哋都唔夠寫字樓喎，當時都未意識到居住唔夠，佢淨係提到寫

字樓，咁我就話：「主席，我建議西九嗰個唔知邊度嚟嘅 1.819 地積比，可唔可以將佢

調整，向城規會申請去到 2.5 到 3 之間，咁就可以解決到頭先個四個問題，可以起多啲

樓滿足社會需要，可以增加人氣，可以按比例增加文化設施，滿足業界嘅要求，同埋賣

地可以增加好多收入，一舉四得。」但係我當時呢個提議被否決。有啲人話你一提出就

open another Can，搞到好論盡，唔肯咁做，按原來嘅計劃，咁先至會造成所謂經濟危

機。咁我哋西九依家成日都話「超支超支」，係未超過支，估計會超支，估計會超支，

係因為你個建築費呢幾年上升得好緊要，一樣嘢未起就已經知道唔夠錢啦，但你要知道

呢個「唔夠錢」其實有幾重意義，第一重意義，即係話西九用地產補貼，真係賣地嚟支

持佢架嘛，但後來有人反對，話官商勾結，咁政府就話，好啦，我計過，我賣到咁多錢

咁我先畀咗你先啦，賣到地就將來我收啦。咁就計咗出嚟話當時嘅地價係 6 億，其實嗰

陣時嘅地價，西九龍或者尖沙咀，大概係＄8000 一尺，但今時今日同樣嘅地呢，如果

我話＄15,000 都係講少咗，分分鐘係$17000-18000。咁政府賣咗原來可以賣嘅地咁其實

佢遠遠已經超過 216 億，佢完全有條件可以額外注資。如果佢能夠增加嗰個土地嘅建築

比例呢，甚至會增加得好犀利添。呢一屆政府呢，三年前，林鄭去到立法會要交代呢件

事嘅時候，佢終於都採納咗我嘅意見，但係唔係咁全面。佢將城規增加 15%，即係由

1.81 增加到 2.1 幾，但係咁樣增加已經好犀利架啦，已經大概係 70 萬尺嘅樓面空間，

如果按比例呢，可以賣嘅地可以過百億架，呢個係額外嘅一筆收入。 
西九去到立法會，當然好多爭議啦，有好多同事話：「嘩！大白象啊，要停，我哋負擔

唔起！」當時我發言，提出西九一定要繼續起，但係我提出四不原則：不拖延進度，不

壓縮規模，不妥協質素，不奢華浪費，用最簡約嘅方法嚟做好佢。個辯論完咗之後，林

鄭代表西九代表政府回應，完全採納咗呢四不原則。事實上政府用咗好多辦法架，佢亦

都心裏有數，呢筆錢係冇超，所以佢第一個辦法，係而家已經幫緊西九。西九個設計好

多地庫，將所有設施交通擺晒地牢，咁樣好貴，政府就話，好啦，地下嘅嘢全部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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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你西九管理局淨係做上蓋，由於咁樣，額外注咗資差不多 100 億，咁其實政府嘅投

入已經係接近差唔多 316 億。今時今日，西九個賬戶重有二百三十幾四十億，起咗半個

戲曲中心， 有啲投資積累咗，所以如果政府按將來個地價賣咗啲地之後，投放番落西

九，我哋有足夠資源去做。問題係點樣能夠確保佢用得其所，真正幫到香港提升文化藝

術同埋文創產業發展。 
至於管理問題呢，我可以好坦白咁講，理論上我作為西九嘅董事，有啲嘢要保密，但我

好坦白咁講，而家係未有一個好明確嘅管理模式，特別係嗰個場地管理， 依家先至係

時候開始諗呢啲問題，即係之前請 Michael Lynch 也好，Sheffield 也好，我嘅睇法係請

錯人，唔係因為佢係外國人，係因為咁高層次嘅藝術策劃人才，唔應該喺度起西九啊！

你西九要建設到差唔多啦，要準備營運嘅時候，佢哋嘅專才先可以發揮，可惜 concert
完咗，人都走咗，都未發揮佢哋真正叻嘅嘢。我唔係排斥外國人，佢哋有佢哋嘅專長，

但係最重要嘅係將佢哋嘅專長，喺合約期間傳授畀本地人，帶起本地嘅專才。長遠來

講，應該由本地人負擔起成個營運，好可惜呢樣嘢到而家都未做到。至於駐團、駐場政

策，係咪將場館分類，唔同場館有唔同營運嘅方式，係咪引入一啲民間嘅團體去參與管

理，諸如此類，完全可以傾，而家係未有定案嘅。當然，我話未有， 可能只係我未

知，可能政府有啲初步諗法但係起碼未拎到去西九董事會嘅層面。其實大家可以提意

見，正正喺呢個時候，如果大家有好嘅主意可以提出來，我作為董事也好，將來能夠繼

續做議員又好，用議員嘅角度去關注，可以影響到佢嘅，我相信重有好多空間。  
 
劇： 溝通好重要，目前你同業界之間嘅溝通似乎唔係好有效，唔知你用咩渠道，點樣發佈？

重有，究竟我哋能夠倚賴你去做啲乜嘢呢？例如我哋好多中小型劇團依家棲身於工廠大

廈，似乎係非法運作， 其實喺最近迷你倉火燭事件未發生之前我哋都討論過呢啲事，

我哋好擔心，但係我哋欲助無從，唔敢郁，因為一要求政府援手就可能會顯示咗佢哋喺

度非法運作。呢啲咁嘅嘢，係咪可以直接要求你代我哋出聲呢？我哋可以點樣同你溝通

呢？  
 
馬： 同業界嘅溝通，我一直都好希望可以強化，但係有個問題，我對業界嘅資料掌握唔到，

譬如啲 email 我都唔齊，我都曾經問過業界可唔可以提供， 甚至有一批朋友，喺佔中嘅

時候嚟搵過我，我同佢哋講可唔可以將你哋啲 email 畀我呢？佢哋應承咗但最後無做

到，所以有一批朋友我係接觸唔到，特別係中小劇團比較難接觸。一般大嘅團體，我只

能夠話有個 email 我就可以不定期咁畀大家。如果我再選到我當然希望改善。 
活化工廈， 係好長期嘅鬥爭，我用鬥爭呢兩個字。林鄭做局長嘅時候，我重喺藝發

局，已經同佢鬥爭。佢話做咗個調查，無事，無人有，咁其實啲人連開門都唔開畀佢，

即係佢去工廠大廈調查，冇人敢開門。咁我哋藝發局做咗個報告，好多人有問題，我哋

都未夠全面，但係我哋做得比佢哋認真，佢哋嘅活化工廈政策就出咗台，到後期，例如

呢兩年有好多畀電檢處查封，向我哋求助，有少少效果，但係唔多。我都一路有捉地政

處開會，捉陳茂波開會，最後爭取到喺立法會幾次辯論發言，我都話要檢討呢個工廈政

策，最後逼到政府，陳茂波今年三月就走出嚟話，有一個政策容許藝團、藝術家工作

室、working studio 可以留係工廠，冇講排練場地，呢個係第一步。我一路都跟佢嘅，

我叫佢再去做好啲啦，佢答應檢討嘅，一路都有嘅。 
最近發生咗火燭之後，佢嘅壓力好大嘅，逼到佢大約 10 日前，上個再上個禮拜五，佢

公開講，話要加強執法，要取締，要刑事檢控，五年監禁，第二日就嚇到有啲藝團走嚟

搵我，搵我助理 Carmen，我就即刻搵陳茂波，佢話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只係針對六

座，全香港有成千座，呢六座係高危嘅，有啲係宗教團體，做禮拜，好多人去，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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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有啲係做教學嘅，甚至係教幼兒教育，如果有事就唔得掂嘅，冇人孭得起，所以呢

啲一定冇得傾，一定要嚴格執行。跟住落嚟要做有好多人聚集嘅，例如作為表演場地，

呢啲又係好難搞嘅。再其次呢就係，引用佢講嘅就係一啲 art studio，art gallery，唔係咁

多人睇嘅，呢啲可以寬鬆一啲，或者再傾下。我再問，原本你應承咗業界傾下個政策，

art studio 同排練室係咪可以繼續諗，佢承諾㑹繼續做，呢個冇放棄到。最緊要我哋爭取

緊工廈要彈性處理，唔可以話強人所難，亦都唔可以話一百幾十人去上堂，咁唔掂，邊

個都孭唔起個責任。我又同佢講如果地下嗰層上邊冇危險倉，一樓二樓近走火通道有危

險指引，咁呢啲係咪可以分類、彈性處理呢？有啲高危啲嘅就嚴一啲，冇咁高危嘅就寬

鬆一啲，完全可以分類、彈性處理嘅，佢都應承可以考慮，但以後係點就未知。呢個係

一步一步咁做，我都信佢只係做一啲高危嘅先，目前只係同業界講盡量唔好違規得咁嚴

重，即係話樓上係危險倉，就唔好搞幼兒繪畫班嘞。 
我對政府重可以做啲乜呢？呢幾年我做咗好多嘢，如果業界覺得需要同政府對話，要溝

通，我可以去安排，見處啦，局啦，甚至見 CE。呢幾年安排咗見 CE 嘅唔同界別都已

經有三四次，見局長我諗大概都有五六次，見處方就好多啦，能夠做就做，只要業界提

出，就能夠安排到直接對話，有一啲我會幫手做得完整啲嘅，因為希望有成果吖嘛，將

業界嘅意見成為一份建議書畀政府，例如出版界最近 13 項要求列晒出嚟，開會先有

用。呢個需要有互動，議員來講就係政策倡議者，監督政府，亦都可以透過監督政府要

求同業界溝通，呢個我覺得係最有效，有咗對話之後如果有承諾，就要跟進囉。如果冇

承諾，就繼續爭取囉。但繼續爭取嘅前提係，成功嘅基礎喺邊度呢？咁就嚟唔開業界係

咪一個強大嘅聲音，係咪團結去爭取。如果業界嘅聲音係好強大好明確嘅，咁作為業界

代表去幫你地提出，我覺得我講起上嚟聲都大啲，個效果亦都會好。並唔係取決於個人

嘅能力，係咪同行政長官熟啲啊，唔係咁嘅。我有太多嘅經驗，就算你同行政長官熟都

無用，中間有好多層，攔住做唔到。如果大家冇一個強大嘅訴求（強大得來要合理），

就唔能夠影響到政府。 
 
劇：  喺你所提嘅文化體育旅遊局，你會將演藝放喺邊一部份呢？你㑹用幾多 percent 去爭取

演藝界嘅權益，照顧演藝界嘅發展呢？  
 
馬： 頭先我講嗰個政策局呢，文化體育旅遊局，文化係相對一個比較闊嘅意義嚟嘅，其實裏

面包含咗可能有出版啦，有演藝啦，同埋有傳統嘅所謂藝術啦，而家來講，就分開晒嘅

政府嘅分法呢。以我嘅表述就係可以搵到錢嗰啲呢，就係產業，就係工業，以前叫創意

工業區嘅文化創意產業，呢啲就會放喺商務及經濟局，要政府去資助去畀錢嘅，就放咗

喺民政事務局，佢而家嘅基本分法就係咁嘞。當時梁振英提到文化局，佢都係想將呢啲

野 link 埋一齊，放喺一個局入面，所以文化局係闊嘅，可以照顧到文化藝術、新聞出版

同埋演藝行業。咁話劇呢？喺政府分類來講，佢亦都有分到嘅，要攞政府資助嘅就民政

事務局，出去搵到錢，例如大型音樂會乜乜乜，就係商經局。咁呢樣就正正唔合理啦，

其實兩個行業係一樣架，從業員都會穿梭於兩個空間。 
我覺得而家政府已經改變咗以前所謂嘅 lazy fair government，積極不干預政策，依家開

始都會有啲嘢覺得唔做唔得喇，周邊嘅競爭實在太利害，但係佢嘅力度遠遠唔及得同外

國比，甚至同日本比都有落後。譬如我一直提及嘅配對基金，政府終於都肯成立，已經

撥咗 3 億出嚟，即係話如果業界有辦法自己搵到一蚊，政府就會配一蚊畀你，呢個就係

而家佢好積極做緊嘅嘢。我要求佢唔係淨係少數嘅團體可以做，我最初提出淨係嗰啲躍

進自助，攞過兩次就可以申請，咁得七個團體可以申請，收尾我同佢傾咗一輪之後，佢

就擴大到所有藝發局資助嘅團體，以及九大藝團都可以申請。我而家又要求佢再擴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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啲，令到所有非牟利嘅藝術團體都可以接受申請，一步一步來。  
 
劇： 今晚如果淨係講配對基金，講一晚都講唔晒。你做咗議員咁多年，我相信你都知演藝界

對你嘅印象同觀感唔係咁正面，你會點樣扭轉演藝界，特別係年輕一輩，對你嘅印象？

你會點樣改善溝通問題？ 
 
馬： 呢個唔係問題嚟嘅，我嘅睇法係無論你點樣進行工作，溝通最重要，如果連溝通都做唔

到，就真係好多嘢都做唔到。我都知道大家有呢樣嗰樣嘅意見，我自己判斷，係幾個因

素，第一，溝通不足而導致好多嘅誤解，亦都有一啲係基於大家嘅政治理念唔同，而正

正呢啲政治理念喺過去幾年由於種種原因比較尖銳，令社會造成對立，因而造成一啲同

我政治理念唔相近嘅人特別對我有意見添。 
所以我今次嘅政綱主要有三句，六個字嘅啫，第一係聆聽，第二係包容，第三係合作。

我覺得做好呢樣嘢首先要由業界出發。我自己都要做好呢三樣嘢先有得搞，進而去到議

會都要咁做，進而去到社會、政府都要咁做，你唔能夠聆聽不同嘅意見，你冇辦法知道

點開始做。第二，你有咗呢一個作為溝通基礎之後，大家都用一個包容。可能大家嘅睇

法未必一定完全一致，盡量溝通去理解對方嘅睇法同立場囉。最後，如果業界有好多利

益同諗法係共同嘅，唔理你民主訴求好強，又或者乜嘢訴求好強，但利益係共通嘅，唔

同政治立場都要做啲嘢，例如開拓空間，打造平台，爭取政府多一啲嘅支持，政策能夠

對業界更友好，對業界傾斜，呢啲都係共通，你啲唔單只係所謂演藝界，文化界，去到

體育界都共同，因為大家都面對資源不足，咁我先至諗話要求學校開放課餘空間，開放

假期畀業界可以用，畀團體可以用。要咁做就要創造條件，你唔鼓勵學校，你唔俾誘因

佢，佢點做呢？個個都想，但個個都唔想孭責任，又冇額外嘅經費，又冇誘因鼓勵佢

做，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共識，有分歧嘅，擺埋一邊，傾一啲可以大家一齊推嘅嘢，咁先

至有效果。如果唔係，政府一定可以耍你，佢咁多 agenda，邊個聲大啲咪做邊個先囉！

我作為議員，我一個人啫，我嘅力量係邊度嚟呢？真係要靠業界，有個凝聚力，我講

嘢，聲先至夠大，冇業界嘅支持就冇力量，好簡單嘅啫。 
最近我哋出版界爭緊個圖書館嘅授借權，即係借書，政府要畀番錢個作家。如果你有

400 個作家簽咗名，我咪振振有詞去做囉。同樣藝術界都係，只要你嘅要求係合理嘅，

大家凝聚到個力量，有咗共識，大家一齊去爭取，將大家嘅分歧放一邊，係可以做到啲

嘢嘅。 
至於溝通個範疇就盡量做到最好，我都要同大家道歉一聲，喺過去四年，我同業界聯絡

上係有啲缺失，我諗 Carmen 最清楚，我只能夠有資源去請一個同事幫我照顧業界，同

時四個界別，議會又好多嘢做。我第一個助理做咗兩年多啲，好不幸第二年身體有問

題，入咗醫院，跟住就長期休息。休息完做咗冇幾耐離職，一直都未搵到人填補，直至

九個月前，係咪啊？一年之後，先填補到，先能夠同大家繼續做。所以呢一年，我可以

同大家做番到多啲嘢。但係咪話能夠做到好無障礙溝通呢？特別喺一個咁撕裂嘅社會爭

議底下，要做到呢個溝通係有啲難度，但唔等待喇，有問題例如近期話康文署有問題，

就捉住佢一齊同業界傾。 
 
劇： 最近嘅去國立事件上邊，你有咩睇法？ 
 
馬： 其實根本就唔應該有呢個問題。我第二日就打電話去康文署，我話你哋個網頁重有啲

artist 用緊國立大學畢業，好多人都係咁，個名係咁架嘛，點解會出現咗咁嘅事端？佢

哋畀我嘅解釋就係嗰個係個不幸事件。呢個係政府嘅睇法，係由於中層或者低層嘅同

事演繹錯咗上級嘅一啲睇法，然後有啲咁嘅做法做咗出嚟，定係有個指示落咗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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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咁做，而呢個指示係基於乜嘢原因呢？ 真係無從稽考。但係好彩喺同政府溝通完

一輪之後，佢哋都不得不承諾會改善。就呢件事我都入咗一條質詢，要政府回答點解

要咁做，要政府同業界有直接溝通。對我來講，就覺得冇必要咁做，你問我，我接受

唔到，我只能夠咁講。 
 
 
註：對句子用詞的整理及撮要是以理順及達意為原則，內容仍以會面錄音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