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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破壞均衡政治後果嚴重 回鄉老人應有生果金

社 評 井水集

反對派議員黃毓民、陳偉業在立法
會 「拉布」 的惡果已明顯浮現，除了特
區政府大量涉及經濟民生及架構重組的
重要草案無法得到審議外，更嚴重的是
，本港工商金融及專業界人士因無法應
付長時間開會的壓力，正考慮從此退出
議會、絕足政壇。

如果此一後果真的進一步成為事實
，對本港社會和政治帶來的將會是深重
的以至災難性的影響，不僅基本法規定
的各階層人士均衡參與的政治局面被打
破，就是二○一七可以普選特首、二○
二○可以普選立法會的進程也可能因此
受到窒礙，後果十分嚴重。

就在昨天，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在
接受 「星島日報」 訪問時感慨地表示，
本屆立會會期結束後他將不會再尋求連
任，因為政治是 「浪費時間」 ，他以眼
前的 「拉布」 為例，每天十小時坐在議
會要推掉很多重要事務，不開會又被傳
媒點名批評，他甚至 「有仔教落孫」 ，
要求兩個兒子以後也不要再涉足政壇。

李國寶是香港銀行世家後代，自港
英殖民政府時期已開始被邀入立法局、
行政局，九七回歸後亦自首屆開始便已

是立會議員，一做二十七年，現今六十
位議員裡，李國寶就是最資深、最有經
驗的一位。

但是，今天，這位被傳媒戲稱為
「寶哥哥」 的老牌議員不幹了，是他年

事已高幹不來？還是已再無服務港人社
會、為 「一國兩制」 貢獻之心？答案通
通都不是。令李國寶意興闌珊、無心戀
棧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反對派議員長
期把立法會政治化、惡質化， 「逢特必
反」 、 「逢官必罵」 ，明明合乎經濟社
會民生的施政也無法得到通過，而且近
日還搞出了 「拉布」 的鬧劇，不想 「流
會」 就要連續多天十小時以上的開會，
李國寶當議員是為服務社會，不是 「賣
身」 ，一天十小時不能上班，業務上要
損失多少？作為上市公司，個人即使不
計得失，也必須要對公司、對股東、對
員工、對客戶負責……，更何況，黃毓
民、陳偉業的 「拉布」 完全是一場無聊
的、毫無建設性的政治鬧劇。

當然，立法會少了誰，太陽還是要
從東邊升起，但李國寶一番沉重以至憤
慨的心底話，已經為本港均衡參與的政
治局面敲響了警鐘：未來工商、金融、

地產以及專業界的愛國愛港之士，本有
參選從政之心，看了李國寶這一番感嘆
，怕也要三思而後行了。

其實，被 「拉布」 害慘的又何止一
個李國寶？特別是功能組別，包括自由
黨成員以及獨立議員，不是大小老闆、
高級行政人員，就是醫生、律師、工程
師，他們雖有心 「護航」 ，但公司業務
不能不管、案子官司不能不接、病人手
術不能不開刀……只好缺席會議，眼看
黃、陳張牙舞爪，眼看其他同僚滿臉疲
態，也無能為力。黃毓民、陳偉業更揚
言還要不斷 「拉布」 ，未來任何有作為
的人士都不能不思考一下自己寶貴的時
間和精力是否可以如此浪費下去，立法
會還是不是服務港人社會之地？

而一旦立法會內功能組別議員不能
議事、不能發揮正常作用，一旦如李國
寶般有頭有面、有能力、有經驗的工商
金融界人士絕跡議事堂，議會議事水平
只會一落千丈，如此不僅非政府之福、
社會之福、市民之福，一旦基本法規定
的各階層均衡參與的原則被顛覆，後果
將極其嚴重。 「拉布」 禍港，市民將會
被迫 「埋單」 。

七十三歲港人林伯，退休後長時
間在廣東家鄉居住，年前回港申領
「生果金」 ，社署指離港超過兩個月

而不發給，林伯幾經訴訟，昨日在高
院被判敗訴。

法官林文瀚指出，生果金不是生
活費，只是一種 「敬意」 ，老人如果
生活有困難，應該攞綜援，人不在港
就不能領生果金的規定不能改變。如
取消限制，長居內地的老人也可領生
果金，政府每年就要增加二億七千多
萬元的開支。

林官這一番話，法、理俱備，但
總是缺少了一點什麼，那就是一個
「情」 字。

毫無疑問，生果金的本意確是一
種福利，只是象徵性的向老人家表示
一點意思 「買嘢食」 ，但是無可否認
的事實是，不少老人，確是以生果金
當飯食，就是他們每天的餸菜錢，有
了生果金幫補，可以多買幾兩肉、半
斤菜，否則就要少買少吃了。同樣，
已經回內地生活的老人也是這樣，每
月一千零九十元的生果金已經成為生
活費的一部分，內地的物價現在也不

比香港便宜。
而另一方面，生果金的發放，其

本意或出發點，是回饋長者年輕時工
作對社會的貢獻，那麼，其發放標準
應是 「當年」 而不是 「現在」 。

就以林伯為例，四九年來港，一
直工作，直至二○○四年退休，近年
較長時間到內地居住。那麼，如果按
生果金本意，林伯在港工作一輩子，
辛辛苦苦，養兒育女，三子一女七個
孫，完全符合領取生果金的標準，何
以如今只因他經常回鄉，人不在港，
就喪失了領取生果金的資格了呢？

而且，如 「林官」 所言，老人生
活如確有困難，應該去申領綜援。此
言差矣。如果千元生果金已可作挹注
，為何要去領綜援呢？政府的綜援開
支不是比生果金更大嗎？

「老有所養」 是港人社會很重要
的一個核心價值。每月給老人家一千
元聊表心意，政府每年多支出兩億，
惠及回鄉老人， 「得」 與 「失」 ，道
理是顯而易見的。

生果金覆核案政府勝訴
官指規定無違反基本法

判決影響大 工聯籲放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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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昨日的裁決，確認了俗稱 「生果金」的高齡津
貼現行申領資格的離境限制，不過，綜援申領資格的離境限
制，早前在高院遭司法覆核，就被裁定違憲，社會福利署於
今年三月撤銷有關規定。

根據社署規定，綜援申請人必須是居港滿七年的香港居
民，在提出申請前必須連續居港一年，及不得離港超過五十
六天。六十五歲的港人游文輝，於○九年在社區組織協會的
協助下入稟高院，就有關規定申請司法覆核。他於○六年應
受僱公司要求長駐廣東，○八年被辭退返港，同年十二月申
領綜援，但因不符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被拒，故提出司法
覆核。

高院於一○年六月判游文輝勝訴，綜援有關規定違憲，
並指有關規定將永久居民分類造成歧視，下令撤銷。社署於
今年二月提出上訴，但遭駁回，社署研究判詞和諮詢法律意
見後，決定不再上訴到終審法院，並於三月撤銷申領綜援的
居港限制。社署發言人當時強調，並無計劃撤銷申請 「生果
金」及傷殘津貼的連續居港一年規定。

現時俗稱 「生果金」的高齡津貼、傷殘津貼以及綜援計
劃皆有相同的離港限制，不過行政長官曾蔭權於去年公布的
《施政報告》已提出 「廣東計劃」，首開綠燈取消高齡津貼
的離港限制，令居於廣東省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毋須回港居
住亦可領取高齡津貼，但必須每年於廣東省而非香港住滿六
十天，才可領取全年約一萬三千元津貼，當局預計初期會有
約三萬名長者受惠，預計明年中推行。

【本報訊】記者蔡淑汶報道：高等法院裁定長者
申請生果金的離港限制沒有違反《基本法》，判政府
勝訴。工聯會稱內地物價與本港貼近，建議政府給生
果金予長居內地的長者解決生活問題。有長居內地的
長者對判決表示非常失望，有議員則希望當局放寬生
果金限制。

工聯會廣州諮詢服務中心執行幹事周鳴表示，內
地生活指數不斷提高，已與本港非常貼近，移居內地
的長者在醫療上的開支特別高，不少長者更出現經濟
問題，他說，本地長者可享受政府給予的醫療津貼及
醫療福利，但居於內地的長者則要自行付費。他認為
，是次判決有可能影響長者回流香港的決定，因為近
年長者回流香港的個案已不斷上升。

移居廣州近十五年的黃伯不滿說： 「給予長者的

『生果金』是對長者的一種肯定和回報，是長者應有
的權利，如今是削弱了他們的權利。」他說，若果政
府照樣發放生果金予長居內地的長者，相信有助鼓
勵長者退休後移居內地生活，減輕政府在醫療及房
屋上的開支，黃伯對判決表示非常失望。現時長居
廣州的李伯對判決亦感失望，認為是一盤冷水照頭
淋。

對於法庭裁定在生果金離港限制司法覆核案中的
申請人敗訴，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相信，法庭是
考慮到在生果金的制度下，已有 「廣東計劃」，所以
作出這項裁決。但他認為，不是所有長者都受惠於有
關計劃，如果政府是體察民情，可以用行政措施去處
理，豁免長者的離港限制，相信會對長者提供好大的
幫助，令 「生果金」發揮敬老的原意。

小資料

綜援離境限制被裁違憲

法官：生果金非退休金

─若所有長居內地長者毋須留港，每年
開支最多增加二億七千九百萬元

─有需要長居內地長者可藉廣東計劃申
領綜援

─申請前離港不得超過五十六日，沒有
不合理之處，可確保生果金發放制度
可持續運作

─長居內地長者，對港貢獻較少

─生果金不同退休金，退休金政策要由
立法行政部門制訂

─生果金能提高長者獨立能力，避免子
女送父母到老人院，或簽 「衰仔紙」
代為申領綜援

生果金案判詞重點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高齡
津貼又稱生果金，是當局敬老、讓長者
活得有尊嚴的措施。法官林文瀚於判詞
中表示，長者才能領生果金，並不是退
休金，退休金涉及更多公共資源，亦是
政治議題，要達致深入討論和社會共識
，是立法行政部門的責任，不是單靠司
法覆核便能決定的事。生果金推行之初
，是避免子女因擔子重而將父母送到老
人院，或為申領綜援而簽 「衰仔紙」。

林官指，法庭沒有專業知識和制訂
政策經驗，亦不會替社會尋求更好解決
方法，只有在當局立例或落實措施時違
憲，做的跟立法原意有出入，才會干預
。他又指，生果金的發放制度，沒有
不合理之處，申領人需居港七年，須在
申請前一年內不可離開香港超過五十六
天。

林官指，高齡津貼跟傷殘津貼同屬
公共福利金計劃，兩者相似之處，是長
者和傷殘人士，對家庭財政貢獻較少。
六十五至六十九歲退休人士，雖可在家

吃和住，但未必獲發零用錢。財政上完
全依賴家人，並不理想，生果金能提高
長者的獨立能力，不致令子女送父母到
老人院等機構，加重政府負擔。子女亦
不需為父母申領綜援，簽俗稱 「衰仔紙
」的 「不供養父母證明書」。

入稟者林和倫（73 歲）是一名香港永久居民，自一九四九
年來港後落地生根，在學及工作，直至○四年退休為止。他跟妻
子育有三子一女，另有七名孫兒，除長子外皆在港居住。自八九
年起，林和倫購置黃大仙單位，居住至今。退休後，林和倫經常
往內地探親，動輒逗留十天，因此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時間暫居
內地。

○八年三月，當他年滿七十歲，打算申請政府的高齡津貼
（生果金）時，卻被指有違 「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申請被拒
。兩年後即二○一○年四月，他再次申請，被要求居港直至符合
規定為止，署方在同年十月才接納其申請。林翁現時每月均有收
取生果金，昨天因身在內地而沒有親身領取判詞。

高院早前裁定，綜援的申領前離境限制違憲。林官昨日在判
詞則指出，生果金跟綜援不同，不需資產審查，大多數情況下會
持續發放，年滿七十歲長者，每月可獲發一千零九十元生果金。
政策規定長者於申請前離港不得超過五十六日，可確保公眾利益
和生果金發放制度得以持續運作。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低出生
率、入境政策寬鬆等問題，要維持福利政策有效運作，當局要考
慮到公共資源是否合理分配，故裁定申領前離境限制沒違反《基
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

若撤限每年開支多三億
社署的代表律師曾引述統計處數據指，若取消申領前離境限

制，長居內地長者都能申領生果金，有關開支每年最多增加二億
七千九百萬元。若將移民海外長者包括在內，每年額外開支更高
達五億九千三百萬元。林官指，不相信當局要多付六億元，但由
於來回兩地不是難事，他不排除很多長居內地長者會為生果金返
港。林官指，若長居內地長者有經濟需要，可申領綜援。

社署表示歡迎判決，強調會維持現行計劃下的居港規定，以
合理分配社會資源和確保社會保障制度能持續發展。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強調，證明申領人與港保持聯繫是非常重要： 「生
果金基本上是一個毋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要確保公共資
源能合理分配，加上最重要的是這個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維持，是
一個持續的運作，亦都對於申請人與香港的聯繫亦相當重要，所
以申請前一年居港的要求亦有理據。」

社協幹事蔡耀昌表示，對裁決感到遺憾，透露會與林伯商討
後，決定是否提出上訴。他指，生果金不設入息審查，是市民的
基本權利，亦是政府敬老的表現，不應限制離港時間。假設上訴
的話，社協會找學者入誓章，並由權威人士協助法庭理解生果金
政策。他促請當局全面研究北上回流港人的需要和困難，制訂相
應政策支援，並提高生果金金額。

七十三歲長居內地的長者林和倫就社會福利署
的 「生果金」 申領政策規定，即申請前一年內離港
不可超過五十六日，提出司法覆核，昨日在高等法
院被裁定敗訴，法官指有關規定並無違反基本法和
國際人權公約。主審法官林文瀚表示，裁決需確保
生果金發放制度可持續運作，若長居內地長者全部
毋須留港均能申領生果金，每年涉及額外開支可高
達二億八千萬元。政府歡迎裁決。協助長者入稟法
院的社區組織協會則表示，可能提出上訴。

本報記者 吳美慧

▲林文瀚指生果金的發放制度，沒有
不合理之處 資料圖片

▲當局最快明年中推出 「廣東計劃」 ，令居於廣東省的
合資格長者無須回港可領取生果金 資料圖片

▲內地生活指數直逼香港，長者紛紛回流
資料圖片

▼有長者不滿生果金設離港限制，對高院判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