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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調查委員會三大任務
■確定事故的起因並就此作出適當的裁斷
■考慮及評核香港有關載客船隻的一般海事安
全情況，以及現時監管制度是否充足
■若有需要，就所需措施提出建議以防日後再
發生相類事故

關 昭

長者津貼審查符善用資源原則 國教有彈性 中史必成科

社 評 井水集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實施 「長者生活
津貼」 新措施的詳情，凡年滿六十五歲
以上有需要的長者，將可以獲得每月二
千二百元的補助，協助他們改善生活。
首年估計有四十萬名老人受惠。

這是本港安老服務和整體福利政策
的一大進步。近年本港社會貧富懸殊加
劇，其中，老齡貧窮是最突出、也最叫
人難受的一項。不少老人家，年輕時為
社會經濟繁榮盡過心、出過力、流過汗
，但到晚年卻要為兩餐一宿而苦苦掙扎
。近年社會上怨氣加深，與 「年老無依
」 現象的令人觸目驚心不無關係。

此次新推出的 「長者生活津貼」 ，
有一大特點，就是目的性明確，服務對
象比較集中。過去特區政府也不是沒有
推出過一些福利新猷，如年年寬免差餉
、補貼電費，以至全民人人派六千元；
社會 「不患貧而患不均」 ，但福利措施
不論貧富、人人有份的做法卻只會換來
「派糖」 的揶揄以及濫用公帑的抨擊，

效果大打折扣。今次 「長者生活津貼」
明確就是集中資源幫助確有需要的老人
，是汲取了以前資源分散、效果不彰的
經驗而有所改進的。

但是，正由於資源要集中，一定的
審查機制就是難免的，否則資助對象也
就無從區分。 「長者生活津貼」 將實施
與現時六十五歲申領一千元 「生果金」
的相同機制，即月入不逾六千六、資產
不逾十八萬六千，自住房子與子女 「孝
敬」 不算資產，即符合資格。

對此，一些反對派議員大表反對，
認為審查過於 「嚴苛」 ，指不少老人擁
有十八萬六千元以上的資產，也不能叫
富裕，也應該獲得資助。這是 「飽漢不
知餓漢飢」 。一些老人家，大半生辛勞
儉樸，擁有數十萬積蓄的確不奇怪，但
連這點積蓄也沒有的老人仍大有人在，
據政府估計就多達四十萬人。如今申請
既然要 「畫線」 ，就一定要訂出一個基
準，如果說十八萬六千是 「嚴苛」 ，那
麼，難道二十萬、二十五萬就不 「嚴苛
」 了嗎？就算把基準提高到三十萬，也
仍然會有一批長者見遺，如此又豈能令
所有的人都滿意呢？

因此，反對派議員揚言要政府撤銷
資產審查，否則就不會給撥款申請通過
，就是毫無道理和強人所難的，目的
無非一是為了撈取 「為老人請命」 的

民意本錢，二是蓄意刁難梁振英政府依
法施政，如此而已，豈有他哉。但是，
以老人福利為 「芻狗」 ，名為 「公義」
，實質卻是阻慢以至扼殺了長者生活津
貼新措施的如期實施，二千二百元不能
如期派發，反對派就是罪魁禍首、難辭
其咎，四十萬老人家不會放過他們。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昨日在記者
會上重申：資產審查沒有放寬空間，明
年三月的實施日期也難有放寬空間，這
是急老人之所急、圓老人之所盼。審查沒
有放寬空間，是因為本港老齡人口正在
迅速增加，四十萬名長者生活津貼的公
帑支出，首年為六十二億、明年就要增至
六十四億，到二○二二年更會增至九十
六億，在可見的將來都是按年遞加、有增
無已，政府需要確保資源的可持續性。

長者生活津貼，將成為特區政府在
新立法年度向財委會遞交的首個撥款申
請，已定本月二十六日進行審議。唯望
本屆立法會能在行政、立法關係上開個
好頭，能在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落
實民生措施上開個好頭，讓撥款申請

「開門紅」 一舉通過，大庇香江四
十萬清寒老人盡開顏。

推行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的風
波，隨着特區政府宣布擱置有關課程
指引，應該可以告一段落。但風浪已
過、餘波仍在，事件中有不少地方值
得各有關方面深思。

特區政府決定於回歸十五年之機
、在全港中小學推動國民教育，藉此
加深青少年一代對國家的認識，為本
港未來更好融入國家經濟發展規劃作
好準備，無論是出發點以至目的性，
都是應有之義。而在政治上的必要性
也不容諱言，回歸以來， 「香港離北
京越遠越好」 、 「香港不要成為又一
個中國城市」 之類的論調不是沒有市
場，什麼 「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二
擇其一的 「民調」 更年年有生意，把
本港青少年帶離開祖國 「越遠越好」
。在此種情況下，推行國民教育的必
要性更不容置疑，如果特區政府不敢
推行，是不負責任和無能的。

但是，推行國民教育，重要的是
方式和方法，如果沒有好的方式方法
配合，原則再正確、出發點再善意，
也是徒勞的。

國民教育是一種認知、更是一份

感情，是難以用統一的文本去規範、
更難以用一把尺子去量度的。如果說
， 「國教」 科的 「指引」 或 「手冊」
中提到國旗時，列出了 「不太感動」
、 「很感動」 以及 「如運動員般熱淚
盈眶」 去作為 「量度」 的標準，要學
生從中擇其一，那就是 「機械式」 以
至可笑的，甚至也就難免引來 「洗腦
」 的憂慮和被歪曲了。

國民教育作為一項新的學校教育
內容，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推行
，去內地旅行一次，讓學生看看長城
、參加升旗禮，就是很好的國民教育
， 「國教」 的專項經費可以活用。

此外，太空人和國家金牌選手訪
港，不要再到大球場搞什麼 「萬人集
會」 ，硬要叫歌喉不太動聽的太空人
和運動員唱歌，而是讓他們分別去到
各區和中小學生見面，大家如朋友般
交談，肯定又是一課最生動的國民教
育。

「國教」 未必要成科，一樣可以
很好推行，中國歷史則必須恢復成為
必修科，乃是
當前急務。

獨立委員會查海難起因
提建議防悲劇 半年內交報告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會開會後，再次就南丫島
撞船事故，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她表
示，隨着上周的搜救行動結束，現時工作在兩方
面進行：一方面就着這次嚴重事故的調查；另一
方面為死難者的家屬提供全面的支援。

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確定事故起因
，並就此作出適當的裁斷；考慮和評核香港有關
載客船隻的一般海事安全情況及現時監管制度是
否充足；以及若有需要，就所需的措施提出建議
，以防日後再發生同類事故。

在支援死難者家屬方面，三十九位不幸罹難

的人士來自三十二個家庭。林鄭表示，社署職員
已經用個案管理的方法，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心
理輔導、殮葬安排和了解其家庭的需要。社會上
亦有很多慈善基金提供即時的現金援助，她稍後
亦會請關愛基金委員會就向今次死難者家庭提供
經濟援助進行討論。

委員會主席多是法官
問及委員會如何組成，林鄭月娥說，在法例

之下是容許行會委任一個或多於一個成員成立委
員會。如果委任超過一人，行政會議亦要指明是
哪位委員擔任委員會的主席。如果委員多於一位
，主席通常都是法官，但如果要找法官又要有海
事知識的，相信有一定難度。不過，她指，委員
會可以要求延聘熟悉海事安全的專家，協助這次
聆訊。

林鄭月娥表示，希望調查委員會能夠在委任
當日計起六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若六
個月內不能完全完成，亦可得到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准予額外時間來做，調查委員會亦可就調
查研訊的任何範疇，提交一些中期報告。

至於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會否與警方或海事處
的工作重疊？林鄭月娥表示，有關執法部門在事
件發生後，已經按照相關法例和程序進行事故調
查，這些工作一定會繼續進行下去。委員會成立
後，可以廣泛地要求在有關事項中取得資料、報
告，方便他們進行研訊，亦可傳召證人提供證供
，但就不會裁定某人是否需要負上刑事或民事的
法律責任，這並不屬於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不作刑檢或民事索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海事法庭是

要追究責任，而委員會的工作是調查事件的起因
，包括是否監管不足或法例上有漏洞。他認為，
委員會由三至五人組成會較好，並可審視各方人
士的意見，期望立法會可審視有關報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認為，成立委員會
調查事件的做法理想，以便找出意外的成因，避
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他指出，委員會可邀請對
海事有認識的人加入，完成報告後可公開交由立
法會討論。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陳
錦輝報道：當局擬經關愛基金向
有經濟困難的海難受害家庭提供
援助，關愛基金執行委員會主席
羅致光對此表示，基金要先了解
受影響家庭的需要，以及現時民
間慈善基金提供過什麼援助，才
能決定在什麼範疇可以幫忙。委
員會將於本月底或下月舉行最後
一次會議，他不排除會到基金納
入扶貧委員會之後，才正式展開
相關工作。另外，基金尚有六十
八億元儲備。

羅致光表示，海難中不少家
庭支柱離世，對整個家庭的影響
或很長遠，所以社署要先從受害
者處搜集資料，了解其需要，並
掌握有什麼慈善基金向他們提供
援助： 「社區組織先主動做一部
分，再決定基金要做什麼。」委
員會將於本月底或下月，舉行被
納入扶貧委員會前最後一次會議
，他希望社署能盡快搜集相關資
料。他承認，署方或未能在短時
間內掌握情況，他不排除委員會
就海難事件，多開一次會議，又
預計基金會在重組架構後，正式
展開相關工作。

撥款較有針對性
本身是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

委員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
由關愛基金發放一次性的津貼，
靈活性較大，而且社署撥款有較
多的規範，相對之下關愛基金的
撥款則較有針對性。他又表示，
民建聯有探望部分死傷者和家屬
，未來會繼續跟進事件。

社署回應指，署方在事件後，暫為受害者
提供不同協助，包括經賽馬會慈善基金，向每
個罹難家庭發放十萬元緊急援助金，暫時有廿
五個家庭收到款項。新鴻基 「以心建家」送暖
行動向一個家庭發放五萬元。港燈委託基督教
家庭服務中心，設立捐款戶口，並陸續向每個
死難者發放二十萬元。李嘉誠基金會向每個死
難者發放七十五萬元。 「東華三院緊急援助基
金」亦已接觸社署，表示會向有需要的家庭提
供緊急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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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政府今次組成獨立的調查
委員會，模式與新機場啟用後造成混亂情況後，成立的二人
調查委員會相似。另外，有消息指警方已經抽調人手，會
就南丫島海難事件向四百人錄取口供，以盡快完成調查報
告。

有消息指，有至少四十七名市民願意就南丫島撞船海難
提供資料，而水警重案組已抽調總區人手逐一接見有關市民
，估計連同兩艘船隻的生還乘客、海員、消防人員及醫護人
員，總共會向超過四百人錄取口供。有關方面希望盡快完成
調查報告，交由律政司決定是否檢控涉案人士，並為可能召
開的死因研訊，蒐集資料。

另一方面，政府已決定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今次海
難，事實上，一九九六年嘉利大廈大火事件，以及新機場啟
用混亂事件，政府都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兩個委員會均
由法官胡國興擔任委員會的主席，而新機場調查委員會亦是
由胡國興與鄭維健二人組成，模式與今次海難事故的委員會
相近。

至於有報道指，事發當晚有船隻透過AIS船舶自動辨識
系統，追查到港九小輪 「海泰號」，在出事前後的航海路線
圖。海員工會主席李志偉表示，自動辨識系統只是紀錄船隻
位置及所在時間，亦不能確定是撞船證據。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對於當局不選
擇海事法庭處理海難事件，航海工會各有不同意
見，航業海員合併工會認為，海事法庭可追究責
任，亦具透明度，給公眾較大信心。海員工會則
認為，今次海難跟一般撞船事件不同，涉及很多
社會關注的事，由不同專業界別的人組成的調查
委員會，調查結果的建議，有助日後處理類似問
題。

海事法庭沒有特定法庭，只有在研訊時，才
在高院開庭審訊，案件多跟撞船、保險、海員欠
薪、拍賣抵押船隻資產，以及相關民事糾紛。航
業海員合併工會會務主任李國強表示，海事法庭
能處理嚴重意外，以早前烏克蘭船隻與內地貨船
，導致船員死亡，肇事船長和領航員因此被判疏
忽入獄。李國強認為，海事法庭有公信力，需傳
召有關證人，能追究責任，給海難死傷者及其家

屬更多信心。再者，香港有多間大型航運企業，
熟悉海事法的律師亦不少，有能力處理今次海難
，一樣可向公眾提供建設性建議。

海員工會主席李志偉則表示，本港熟悉海事
法的專才不多，只得數人，審訊甚至很少用到航
行紀錄儀等先進科技，若在海事法庭研訊，或需
從英國聘請海事專家。今次海難，已不是純粹的
海難事件，牽涉很多往後海事措施，認為包括不
同專業界別的調查委員會，建議會更全面。

根據香港法例第478章，海事法庭可就船長和
高級船員的操守進行公開研訊，包括失當行為、
不能勝任職務或疏忽等問題，研訊會由一名獲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司法人員，輔以一至兩名
裁判委員進行，主持研訊的人可撤銷或暫時吊銷
合格證書或執照或譴責持有人，並須就個案向處
長提交報告。

不同專業參與 建議更全面

【本報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原則上同意成立一個法定的獨立調查
委員會，調查造成三十九人死亡的南丫
島撞船事故，及提出改善建議。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正物色有高度公信
力人士擔任成員，期望委員會成立後半
年內提交報告。不過，委員會的工作不
包括刑事檢控工作或是民事索償工作。

警方料錄四百人口供

▲林鄭月娥表示，正物色有高度公信力人士擔任委
員會成員，期望委員會成立後半年內提交報告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當局擬由關愛基金撥款向有
經濟困難的海難受害家庭提供
援助 資料圖片

▼調查委員會的職權包括確定事故起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