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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綜援司法覆核敗訴
官指社署有權制定自身福利政策

學者應將知識學者應將知識反饋社會反饋社會
─訪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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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岩教授眼中， 「作為一個企業家有社會
責任，作為一個學者也有社會責任」。這個 「社
會責任」便是把你的研究成果反饋社會，因為它
的取得，離不開最初社會為你提供的有利條件。

徐岩出生於中國吉林省吉林市，從五歲起，
他便隨父母因工作輾轉於青海省各地，大學前的
求學生活可謂顛沛流離。一九八○年他進入北京

郵電大學攻讀電訊工程，得學士後轉唸管理學碩
士。九二年獲中英友好獎學金資助赴英國斯特萊
斯克萊德（Strathclyde）大學讀管理學，九七年獲
博士學位後即應聘來香港科大商學院資訊、商業
統計及營運學系履職，今為商學院副院長。

身為負責科大中英雙語 EMBA 和高級行政人
員培訓課程的副院長，在商言商，徐岩有很多商

業超值的經驗可與學子分享；他回憶一九八三年
自己在北郵大唸本科生時，他的畢業設計是 「偽
隨機碼脈碼調製」，也就是現在大家知道的
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這
一技術最大的優點便是保密性強，除了知情者能
破解外，一般人只當它是隨機噪音！當時領導研
究的是國家一位院士，專為部隊設計的一個項目
；徐岩參加時已經進行了三年，他負責的研究是
怎樣提高系統的集成程度。這份功課雖然替他拿
了A+好成績，但是因為欠缺今日商業營運的靈活
頭腦與認識，而且中國在八六年才成立專利局；
以致把本應利潤龐大的知識產權，白白報廢，未
免不是一份大遺憾！

事隔幾年後，徐岩在香港一個電信論壇上，
才得知原來美國高通（Qualcomm）公司現今的贏
利，主要便靠這CDMA收取的專利費！痛定思痛
，徐教授為了提高學生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在他
開設的 「技術與創新管理」一課裡，特別強調知
識產權管理的重要性。他還慎重地指出： 「專利
並不是為了壟斷，而是鼓勵大家分享創新。」

唸碩士期間，徐岩轉向研究電信企業的質量
保證體系。電信是一個服
務性行業，它的生產與消
費過程是同步進行的，一
旦生產出現了錯誤，用戶
馬上受到影響；所以，電
信業高度強調質量管理與
通信系統的可靠性。在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電
信大部分還靠人工操作，
如何從管理角度去保證它
的可靠水平，例如發電報
： 「病 好 」 不 會 出 錯 成
「病亡」，這種失之毫厘

、卻謬以千里的錯誤，亟
待解決。徐岩的碩士論文
就選它研究，他建議成立
質量管理小組、定期召開
質量管理大會和完善獎勵
制度、鼓勵員工分享經驗
等措施，後來都一一在南
昌電信局試點推行，帶來

佳績，結果為該局奪得全國少有的 「國家質量管
理獎」盡了一分力。

研究結果可影響商業決定
徐岩越談越眉飛色舞： 「還是吃腦做研究最

有趣！」話題轉到畢業後在母校任教那段時光，
他說： 「儘管當時的中國電信跟郵電部統一運營
，但是打長途電話，各地如何分配收入卻是一個
問題。比如從北京打電話到西藏，就營運成本看
，北京比西藏低很多，如果平均分配電信收入，
顯然太不公平！」徐岩就和同事通過分析，把一
些自然環境因素比如山區比重等計算進去，建立
「成本差異係數」，讓收入分配變得更科學與公

平。這一方法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郵電系統推行，
為徐岩帶來一份成就感。

另外一個項目是研究第二代無線電話（CT-2
）是否適合在中國廣泛發展，他經過調查，認為
這種電話的網絡並不是全覆蓋，而且只能打出、
不能接收電話，只適合在小地區發展，不建議大
地區發展。這建議獲郵電部接納，幫國家節省了
很大一筆錢。

到英國斯特萊斯克萊德（Strathclyde）大學唸書，要聽懂蘇格蘭口音，香

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徐岩不單止克服言語障礙，還適逢其會、替訪英的大

連市長薄熙來等做翻譯，接觸到當地機構和企業；他珍惜這個和政府打交道的

機會，駕輕就熟，如今把這些經驗運用

到EMBA的授課上。
訪問、審訂：曹宏威教授

撰文：萬蜜

▲曹宏威教授（右）訪科大徐岩教授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徐岩特別強調
知識產權管理的
重要性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本報訊】懲教署職員昨日在荔枝角收押所，
及時發現並制止兩名還押在囚人士企圖自殺。

據報，兩名還押在囚人士昨晚企圖上吊，並向
當值職員透露意圖自殺，經制止後，兩名還押在囚
人士神智清醒，亦無表面傷痕。院所的醫生及後將
其中一名有精神病記錄的還押在囚人士轉送公立醫
院接受檢驗，而另一人則留在院所保護室觀察。部
門的臨床心理學家會跟進個案。

此外，一名塘福懲教所的在囚人士昨日因受私
事纏繞，突然從一名負責清潔的在囚人士奪去一瓶
聲稱稀釋的清潔用品，並即時飲下少量。事後他被
送往公立醫院作進一步檢驗，情況穩定。

【本報訊】廉政公署落案起訴三名電器零售店
職員，控告他們就智能手機銷售，涉嫌以虛假銷售
收據欺騙該公司。廉署於去年底已就相關案件落案
起訴另外兩名人士。

三名於前日被起訴的被告為鄧惠漢，三十六歲
，潘政文，二十八歲，及吳華進，二十七歲，同為
豐澤營業主管。鄧惠漢及潘政文同被控兩項代理人
使用文件意圖欺騙其主事人罪名；而鄧惠漢及吳華
進則同被控一項串謀使代理人使用文件意圖欺騙其
主事人罪名。三名被告將於下星期一在東區裁判法
院答辯。

各被告於案發時在豐澤其中一間分店任職。豐
澤當時就一款智能手機的銷售，推出 「每人限購一
部」的政策。豐澤要求銷售人員在銷售貨單或銷售
收據上，紀錄顧客的資料。銷售人員並須將顧客資
料輸入電腦系統，以確保同一名顧客每日只可購買
一部該款智能手機。其中兩項控罪指，鄧惠漢及潘
政文，連同陳曉龍，涉嫌於二○一○年八月至十一
月期間，使用七十張載有虛假購買人姓名及簽名的
銷售收據，意圖欺騙豐澤。餘下一項控罪指，鄧惠
漢及吳華進涉嫌於二○一○年八月，與陳曉龍及史
琴慧一同串謀，使他們使用一百張載有虛假購買人
姓名及電話號碼的銷售收據，意圖欺騙豐澤。

回流港人游文輝（六十七歲），曾長駐
內地工作，○八年公司倒閉，被辭退回港，
同年底向社署申領綜援時，因過去一年離港
超過五十六日不符合申請資格被拒，在司法
覆核中勝訴但社署不服上訴。法官駁回申請
，舉例指若有人開會期間，離開會議半小時
，可被視為一段長時間，但一個居住在港十
多二十年的人，離開香港數十日，若被視為
「長時間居住於香港以外地方」，這說法不

合理。如果說他們對香港的承擔和貢獻因而
減少，亦不合邏輯。被駁回上訴後，社署不
得拒絕游文輝的綜援申請。

○五年取得單程證來港的內地人孔允明
（六十五歲），抵港一日後丈夫去世，因居
港不足七年而未能領取綜援，早前提出司法
覆核敗訴，之後上訴，昨再被判敗訴。法官
在判詞中指出，基本法指明所有香港居民在
法律面前平等，但不等如在申請綜援的問題
上同樣平等，因基本法賦予政府可根據經濟
和社會需要，制定自身的福利政策，容許與
香港有較長時間聯繫的人，優先使用有限資
源。

另外，社會福利不是只得綜援。法官不
認同社署提出居住要求與歧視有關，這些要
求不違反基本法第三十六條，保障香港居民
有權獲取福利的條文。

協助兩名市民的社協，上訴案中曾表示
，當局每年花近二百億元綜援金，有五十萬
人受惠，其個案只佔百分之一點五五。社協
指牽涉綜援個案數目不龐大，但影響到每一
名實際有領綜援需要人士，關乎其生死問
題。

【本報訊】對於上訴庭駁回新來港人士孔允明的申請
，社署表示歡迎，至於上訴庭駁回社署有關游文輝申領綜
援的申請，社署表示會詳細研究判詞，並繼續暫停執行連
續居港一年的規定。有學者表示，即使法院駁回新來港婦
人的上訴，當局亦應取消申請綜援人士要居港滿七年的要
求，指不會引發大批申請個案。敗訴的孔允明透過社協表
示，考慮上訴至終審法院，望以更高層次釐清有關法律依
據。

社協幹事蔡耀昌引述孔允明表示，她對判決感失望，
認為所有港人都應享有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 「她（孔允
明）認為這件事影響不只自己，她自己已經差不多（居港
）滿七年，其實她知道影響更加多與她相近遭遇的人……
特別是終審法院可以從宏觀的基本社會保障權利方面着眼
，給予香港居民都有平等的權利。」他指，七年規定年期
太長，政府應該盡快檢討： 「政府應該回復零四年時，大

概一年，最少一年的規限……如果我們判斷一個人合不合
資格領取社會福利，應該從他的經濟狀況去作出判斷。如
果他真的很貧窮的話，其實我們應該要馬上幫助他。」他
又指，現時關愛基金只能夠提供短期援助，長遠仍然無法
解決新來港人士的需要。

港大社會工作系講座教授周永新指，現時每日有一百
五十名單程證的申請名額，政府即使取消七年居港限制的
規定，亦不會引發大批申請個案： 「其實能夠申請來港定
居的新移民，中央政府在內地是有控制，通常都是因為家
庭團聚原因，即是丈夫是香港人，或者子女在香港不會單
身一個，完全沒有關係的獲批到香港，不會有這樣的情
況。」

根據社署數字，由零七年六月至二零一零年六月期間
，社署行使酌情權，向五千二百宗未能符合居港滿一年的
個案發放綜援。

【本報訊】在龔如心遺產爭奪戰中落敗的商人
陳振聰，在爭產官司結束後因為涉偽造遺囑遭起訴
，案件昨日再提訊，其妻譚妙清首次陪同丈夫應訊
。陳振聰再次更換大狀，轉由資深大律師胡漢清代
表。

胡漢清庭上表示或要求控方披露更多涉案資料
及質疑控罪內容。至於五月進行的初級偵訊，由於
證人增加，聆訊時間增至六星期。

陳振聰昨首次由妻子譚妙清陪同到法庭應訊，
其弟陳振國及約十名親友亦有到場。陳振聰原本由
資深大律師金力生代表，昨再提訊時改由資深大律
師胡漢清代表。陳被控偽造及使用虛假文書罪，控
罪指他於○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七年十一月十六
日期間某一日，製造虛假的龔如心○六年遺囑，並
於○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使用該份遺囑。

【本報訊】上訴庭駁回兩宗涉
及申領綜援資格的上訴案。一名回
流港人去年成功透過司法覆核，挑
戰社署離港超過五十六日不得領取
綜援的規定，社署不服上訴，上訴
庭昨以居港十多二十年港人，離開
香港數十日被視為 「長時間居住於
香港以外地方」 為由，駁回申請。
另外有新移民婦女上訴社署居港不
足七年不能申領綜援政策，被判敗
訴，法官指社署有權制定自身的福
利政策。

孔允明擬再上訴至終院

▲根據社署數字，由零七年六月至二零一零年六月期間，社署行使酌情權，向五千二百宗未符合居港滿一
年的個案發放綜援 資料圖片

陳振聰改聘胡漢清應訊

懲教署成功制止兩人自殺

三人涉手機銷售騙案被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