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日，香港的最低工資制度正式實施。無疑，推行最低工資制加劇了香港的勞資矛盾，但
這是香港自由市場機制完善和社會進步的題中應有之義，它將深刻影響香港政治、經濟的長遠
發展。特區政府或應完善相關法律以確保實行。
近兩年，圍繞最低工資制的制訂和實施，在香港，各相關利益方——勞方、資方，在政治團

體以及媒體的推動下，已經展開激烈的博弈；特區政府作為香港的領導者和最低工資制的制訂
者，在相關利益方之間施展了斡旋和引導的職能。最低工資制不僅對當前香港社會矛盾和特區
政府的管治產生了並繼續產生 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而且，由於它是香港一項嶄新的制度，是
香港自1841年開埠以來，政府有形之手對於自由市場上勞資關係的第一個或者第一次以立法形
式加以調節或干預，其對香港政治和經濟的長遠影響，更是非常深刻的。

最低工資制加劇勞資矛盾
無可否認，推行最低工資制是加劇了香港當前的勞資矛盾。
在最低工資制開始實施時最低工資水平應當定於哪一個價位上，勞方與資方展開了激烈的討

價還價。雙方在終於同意以時薪28港元為起點之後，便立即將角逐的重點轉向僱主是否應當向
僱員的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支付薪酬。鑒於香港現行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一些企業的僱主便
選擇不支付僱員的用膳時間和休息日的薪酬，而來自勞方的反應自然是應當支付。
在這一爭議點上，勞方的一致反應是容易理解的。值得重視的是，在這一點上，香港的資方

出現了分歧或分化，一些企業、尤其規模較大企業，基於社會責任，採取比較寬厚的做法，同
意支付僱員用膳時間和休息日的薪酬。
應當指出，香港的絕大多數企業都是中小企業，而且，所謂大企業的標準也很低。在製造行

業，企業員工在100人及100人以上的算為大企業；在非製造行業，企業員工在50人及50人以上
的算為大企業。因此，一些中小企業的僱主選擇不向其僱員的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支付薪酬，的
確有盡量減少成本的考慮。然而，無論如何，最低工資制加劇勞資矛盾並導致資方分化是不爭
的事實。這一點，對香港是好抑或不好？

給特區政府管治帶來更大壓力
必須肯定，在香港運作了一個多世紀的自由市場機制之後，一部分最低收入的僱員的確需要

由政府立法來為他們爭取合乎人的尊嚴和基本要求的「最低工資」。
香港的資方因為實施最低工資制而呈現分化，也是香港自由市場機制完善和社會進步的題中

應有之義。香港社會應當表揚和鼓勵更多企業承擔起社會責任。
然而，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當前香港社會各種矛盾都已非常尖銳的背景下，勞資矛盾進一

步激化，特別是，反對派政治團體竭力煽動勞資矛盾不斷惡化，來為他們在即將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區議
會選舉和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爭取選票，的確是給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帶來了更大壓力。特區政府必
須妥善應對最低工資制開始實施後將出現的爭議，盡量不讓反對派政治團體有機可乘。

完善法律確保制度實施
2011年3月28日，特區政府勞工處處長在公布《法定最低工資：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時表示：有關指引不對僱員

的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是否計薪提出明確意見，應由僱主與僱員來協商解決。一下子，火頭點燃了。一些企業要求其僱員重
新簽訂合同，或者同意薪酬不計算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或者同意支付用膳時間和休息日的薪酬，卻接受其他安排以降低
實際薪酬。面對如斯情景，特區政府表示，如果在實施最低工資制之後，僱員所獲薪酬低於實施最低工資制之前，則視
為僱主欠薪。特區政府作這樣的表態固然需要，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必須密切注視最低工資制最初實施情況，及時決定
是否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以確保最低工資制實施。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還必須充分估計最低工資制的長遠影響。
在香港，由於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工會的力量總的來看遠不如資方的力量。歷史條件是指，港英政府先是「不

干預」後是「積極不干預」，一貫地不問不聞勞資矛盾。現實條件是指，除了公務員的工會組織層次分明而覆蓋面
廣之外，在社會上各行各業中，絕大多數中小企業是普遍地缺乏工會組織。最低工資制一旦開了政府有形之手調節
自由市場勞資關係之先河，接下來，特區政府就將要為標準工時立法以進一步調節勞資關係，一系列變化意味 香
港的工會力量與資方力量之對比，將逐步地向 有利於前者的方向轉移。從而，必將深刻影響香港政治長遠發展。
最低工資制的起始水平定於時薪28港元，實施兩年後將檢討。可以預言，屆時最低工資水平必定有所提高。最低

工資水平逐步提高將加重相當一部分中小企業的成本，加之，香港經濟必定加快融入國家主體經濟，迎接全球化不
斷深化所帶來的愈益激烈的競爭，可以預言，香港的企業兼併將會增加。在這樣的意義上，最低工資制將推動香港
企業規模升級，深刻影響香港經濟長遠發展。 (轉載自《鏡報》月刊5月號)

最低工資不是一個純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其實施必定會

激化勞資矛盾，有一些本來就業的勞動者必定會在最低工資制實施之後被企業

解僱而失業，從純經濟學角度可以反對或質疑最低工資制。但是，從政治經濟

學角度看，不能因為一部分僱員會失業而容忍更多的僱員不能享有與社會進步

相適應的薪酬待遇。最低工資制實施後將會出現的失業現象，必須由政府採取

其他辦法來解決。換言之，實施最低工資制加劇勞資矛盾，是香港自由市場機

制完善和社會進步的題中應有之義，必須正確對待。

自從去年八達通公司遭到揭發，未經授權就將二百四十多萬市民
的個人資料出售圖利，不少朋友才如夢初醒，原來，在「商業運作」
的幌子下，對個人私隱資料的保障可以如此薄弱。當然，類似「故
事」還會衍生發展下去，日後大家或者會更頻繁地接獲來歷不明的
促銷電話，對方更可能操一口流利普通話，而且是從內地某城市打
出，究竟，這當中暗含甚麼玄機呢？

隱患隨跨境個人資料流動猛增
說穿了，這只是表明一個事實，隨 兩地經濟日漸融合，在商業

運作和成本效益等力量驅動下，跨境個人資料流動必呈猛增之勢，
個人私隱資料失去保障的隱患亦隨之增加：其一，由於香港租金
貴，薪金相對不便宜，不少公司將部分工序遷移至珠三角城市，例
如電訊公司、銀行將後勤服務或數據中心設於廣州等地；其二，一
些公司近年紛紛推出兩地聯營服務，例如聯營信用卡，又或者八達
通與深圳通擬推出的「港深一卡通」之類。不管是哪種情況，對於
廣大「資料當事人」來說，結果並無分別——某些重要的個人私隱
資料，甚至是涉及個人財務等敏感資料，在未經其本人授權的情況
下，都極有可能被轉移到香港以外地方。
特區政府最近宣佈擬檢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以下簡稱「條

例」)，將違規賣個人資料刑事化。但有意無意之間，卻留下兩條
尾巴：首先，當局以「給予商業機構運作空間」為由，採納所謂
「拒絕機制」，若資料當事人在三十日內並無回覆，便視為沒有拒絕
其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活動，而非採用由當事人主動同意的「接受服
務」機制，難怪私隱專員認為，政府的建議是變相將出售個人資料

合法化。更有甚者，對於規管跨境個人資料流動，政府似乎避重就輕，僅表示會
修訂條例，訂明資料使用者須以合約等方式，確保其資料處理者和分判商，不論
在本港境內外，均遵守相關規定。

兩地保障有別應予重視
根據現行條例第三十三條，資料使用者如要將個人資料轉移到香港以外地方，

他須確保該地方的法例對個人資料能夠提供相約程度的保障，事實上，私隱專員
已擬備一份「範本合約」，以協助移轉人(資料使用者)和承轉人(資料處理者或分判
商)遵守有關規定。不過，一旦具體涉及兩地跨境資料流動，仍有不少實際問題尚
待解決：首先，眾所周知，基於「一國兩制」，兩地法制不同，對私隱(國內通稱隱
私)的保障更是大有差異，例如中國《民法通則》並未將隱私權確定為一項獨立的
人格權，只能借助司法解釋並通過保護個人名譽權的方式，間接保護隱私。港人
當然期望，國家未來可以制訂專項法例保護隱私，但遠水不能救近火，兩地理應
透過政府層面的磋商和協議，為兩地之間跨境資料流動提供適切的規管措施。其
次，僅靠企業自律或相互訂立合約並不足夠，私隱專員公署也須要盡快制訂關於
跨境處理個人資料的新指引。
筆者曾聽到一些駐港跨國企業主管公開表示，他們決定選擇在港設立亞太區域

總部或數據中心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本港對資訊安全和私隱保障有具體的法
例和政策措施，這是香港的競爭優勢之一，不容有失。由此看來，即使本港已在
法例上建立起保障個人私隱的堤壩，卻在跨境個人資料流動的規管方面出現缺
口，是頗令人憂慮的。所以，完善對跨境個人資料流動的規管，特區政府和私隱
專員公署都絕不應等閒視之。

社民連暴力路線玩火自焚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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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王子和奧巴馬的隱喻式政治
張敬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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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宏大敘事，沒有比政治事件更宏大的了；論政治事件，沒有比美
國選舉和英國王子婚禮更揪人眼球了。可是，不管當今的超級大國總
統，還是上一任的日不落帝國的王孫，都遭遇了庸常甚至無聊的平民
化敘事，甚至演化為一場蘊含無限娛樂價值的政治喜劇。
先說英王孫威廉，長達9年的愛情長跑修成正果，和凱特攜手步入

婚姻殿堂。威斯敏斯特教堂（西敏寺）的莊嚴肅默與倫敦街頭的歡
呼，還有白金漢宮王孫王妃的兩次世紀之吻，被普天下的媒體譽為
「世紀婚禮」，並不自覺和乃父乃母30年前的那場婚典相比較。一霎
間，這場耗資近5000萬英鎊的王族之婚似乎真成了人間童話。不過，
這場婚禮其實並不那麼光鮮，暮氣重重的大英帝國在陷入財政危機之
時，婚禮規格降低了，而且政府期望利用這場婚姻提升民意並重振英
國聲名。政治就是這樣，威廉王子的婚姻與其說是愛情童話，還不如
說是無奈的政治「 喜」。
由於其父母的婚姻悲劇。真正關心威廉夫婦，送上一句永浴愛河的

真誠祝福，足矣。表面的光鮮，那是虛浮的繁華，總會雨打風吹去。
中國南京一對夫妻就趕在威廉夫妻之前上演了一場山寨皇家婚禮，還
真是那麼回事。這不是諷刺，恰隱喻了真正的幸福其實在民間。
再說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快要結束了，還依然有人糾纏他的出

生，煞有介事地質疑他的美國人身份。也許他覺得「出生地懷疑論者」
太無聊，奧巴馬一直採取的是不管不問的態度。但是，現在奧巴馬恐
怕不得不回應了，因為質疑他出生地的人不依不饒，有可能再次角逐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資格的地產大亨特朗普，還有共和黨的佩林，更有
跟風的媒體和近1/4的美國民意。

熟悉美國競選傳統的奧巴馬可以不理會共和黨的打擊和抹黑，但是
對於有志於連任的小奧而言，民意向背卻是他不得不重視的。也正因
為如此，奧巴馬27日突然公開他在夏威夷的出生證明，並在演講中向
公眾強調他的美國人身份。
這簡直就是一場鬧劇，更是美國式的悲喜劇。因為如果說奧巴馬真

的不是出生在美國的話，他在白宮的日子，就不僅僅是小奧自己的
「成功騙局」，而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巨大醜聞。連剛出生的孩子都曉
得，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但是為了入主白宮，為了黨同伐異，共和黨
不惜製造最不可能的「陰謀化」去玷污奧巴馬，卻為美國主流媒體和
民眾視為正常，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政治的詭異之處。更搞笑的是，奧
巴馬還必須鄭重其事地闢謠解釋，對「莫須有」的罪名進行認真仔細
的洗刷。
對於奧巴馬的遭遇，旁觀者清的英國媒體嘲弄為「美國政界經常發

生奇怪、不現實的事情，但從未像這次這樣嚴重」。對於威廉王子的
婚典現場，美國媒體則製作了「史上最無趣的電影」《威廉與凱特》。
看來，英美這兩個盎格魯—薩克森文化的資本主義大國，對對方的政
治都有股嬉笑怒罵的精神。
不得不說，具有象徵意味的英國王室本身退化為權力的虛擬符號，

或希望借助婚禮的喜劇效應來證明其存在。但是奧巴馬的遭遇卻血淋
淋地映照出美國社會的政治硬傷，即美國社會對黑人的排斥感。就像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所論：「如果提出『人種』問題會引發
強烈的反駁，所以把目標指向出生地，通過迂迴的方式表明『不願承
認黑人總統』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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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倒果為因
美　恩

近年反對派舉行的七一遊行，幾乎每次都導致嚴重的肢體衝突。
但遊行主辦者「民陣」卻表示參與者有權以任何行動表達不滿，反
指政府若願意派員面對請願人士，「咁就皆大歡喜」。成員孔令瑜直
指「希望警方唔好做 小動作挑釁群眾，一切視乎警方點樣去處
理」。
孔小姐的言論令人啼笑皆非，她告訴我們什麼是倒果為因，所謂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從來都是警方向示威者呼籲克制，現在這
些鼓吹暴力的人竟然反過來要求警方克制，簡直是賊喊捉賊。根據過
往經驗，衝突之所以發起，總是示威者向警方挑釁在先，警方經過多
番勸告不果，才作出防禦性還擊。民陣所說「有權以任何行動表達不
滿」是什麼意思？是否也包括向警方挑釁、不理警方勸告強行推倒鐵
馬、指手劃腳的辱罵警員、公然霸佔馬路癱瘓交通、以及堵塞道路阻
礙市民返工呢？這些「表達不滿的表現」已成為近年示威人士的例行

公事，令港人感到厭倦。此等反對派人士，滿腦子獨裁思想，經常都
要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毫無包容之心，高呼打倒霸權，其實真正霸道
的是自己，倘若香港由此等人士執政，相信會永無寧日。
反對派所謂的爭取普選其實也是各懷鬼胎，他們只在乎自身的利

益，不在乎香港人的長遠利益，以他們現時的行為模式，香港一旦落
實普選，他們亦一樣會「鬼打鬼」，煽動民粹主義，屆時必定會嚇跑
商家。而反對派指政府未能解決高樓價問題，但政府早前推出了規範
一手樓樓花銷售，承諾每年大幅增加地皮供應，推出「置安心」房屋
計劃，以及提高入住公屋人士的入息限額，每件事皆按部就班地進
行，反對派的指控仿如「發開口夢」，他們真正的要求是一步登天，
但任何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行的。
當然，無論如何，市民遊行是自身權利，但示威人士應該奉公守

法，懂得互相尊重，勿把一件正當的事變成壞透的事。

自從社民連創黨主席黃毓民及陳偉業帶領大批支持
者另起爐灶，創立「人民力量」後，社民連的路線有
愈趨激進暴力化的趨勢，原因有二：一是社民連只剩
下梁國雄一名立法會議員獨擔大旗，梁國雄以抗爭起
家，一貫主張社民連應變成街頭抗爭型政黨，但過去
受到黃毓民、陳偉業等人制衡，鬱鬱不得志。但兩人
出走後，梁國雄立時「水鬼升城隍」，加上現任領導
層與梁理念相似，自然令社民連愈走愈激。二是社民
連分裂後元氣大傷，「人民力量」不論從政治光譜、
支持者、政綱路線上都與社民連相差無幾，在政治定
位上出現重疊，陶君行等人知道論聲望知名度難與黃
毓民抗衡，為免支持者倒戈，於是加快社民連「去黃
毓民化」速度，務求比「人民力量」更激更前，「人
民力量」靜坐，社民連就要衝擊警方；「人民力量」
對官員喊口號，社民連就公然襲擊官員，導致了激進
行徑變本加厲。

社民連愈來愈激的原因
因此，本港最近的示威遊行比以往更加激烈，肢體

衝突幾乎是家常便飯、襲擊特首恐嚇官員視作平常、
隨時糾眾在中環要道圍坐癱瘓交通，甚至公然去私人
企業鬧事，凡此種種都顯示本港的示威抗爭已出現質
變。然而，暴力路線與本港的主流價值相違背，就是
在全球抗爭的大環境中，暴力已再難引起社會共鳴。
早前英國爆發近年最大規模的示威，部分激進示威者
四處破壞商店銀行，焚燒車輪，警方的清場行動得到
大多數民意支持，示威者猶如過街老鼠，說明以暴力
來反映訴求不但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同情，反而令自
身的訴求變得蒼白無力。可惜的是，社民連、「人民
力量」等卻樂此不疲的鼓吹暴力，煽動青年去衝擊，
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表達訴求，而是為暴力而暴力。行

徑絕對不能姑息縱容。
過去社民連的暴力行徑可以橫行無忌，主要原因是

法律沒有制裁這些違法行為，警方以極大忍讓，對示
威抗爭者愈退愈後，發生衝突時只能被動地防禦，警
員任打任罵受盡羞辱，還要被示威者投訴，被《蘋果
日報》等反對派喉舌抹黑詆毀。同時，本港的司法一
直對這些違法行為百般縱容，梁國雄、陶君行及社民
連等人公然犯法不知凡幾，但最終落案檢控者卻極
少，就算檢控也往往採取刑罰最輕微的法例。更離譜
的是，部分法官在政治立場上根本是認同社民連的違
法行徑，將這些行為理解成「社會公義」，「向社會
反映訴求」。試問由這些有明顯政治立場的法官審
理，法律又怎可能真正懲治犯法者，本港的法治精神
又如何得以伸張？

遏止暴力風氣　必須依法制裁
要真正遏止暴力歪風，不可能如反對派議員所說，

用手上選票懲罰已足夠。固然，以選票將搞事議員趕
走是必須的，但每次要等4年實在很久，造成的社會
代價也太重，而且遠水不能救近火，違法行為理應以
法律手段懲治。日前，警方連環向兩名社民連成員落
案檢控，一人是在上月撞傷特首的社民連成員黃俊
杰，另一人是去年底在中聯辦投擲奶粉濺到2名警員
眼睛的姜靈彰。這兩人都是社民連近期最激的憤青，
警方高調檢控有殺雞儆猴的作用，警示激進人士不要
以為可以繼續肆無忌憚的破壞社會秩序然後安然離
開，這對於社民連一班憤青而言有較大的震懾力。始
終不少憤青都要求學工作，跟隨社民連死衝死撞也是
為了威風，而且沒有成本所致。如果警方真的出手，
衝擊行為有可能要惹上官非，除了部分犯案纍纍的憤
青外，大部分人恐怕都不敢再胡作妄為，始終留了案
底將來找工作升學等將面對不少困難。只要警方執正
處理，繼續跟隨社民連者將大為減少。這就解釋了社
民連等為什麼這麼害怕警方強硬執法，就是怕被警方
打散了這班辛苦組成的憤青兵團。
另一方面，社會也愈來愈關注到暴力風氣蔓延的情

況，過去不少市民對示威抗爭都以較寬容的態度視
之，認為是表達意見的一種。但隨 暴力行徑變本加
厲，市民亦擔心暴力風氣會破壞社會的秩序，多個民
調都顯示大部分市民不希望見到暴力之風在社會蔓
延，更要求立法會要約束一些議員的過激行為，在在
說明社情民意已發生變化，始終要在選舉政治立足，
就不能如「四五行動」般鼓吹無政府抗爭路線。現在
社民連因為狗急跳牆，留住一名議員卻失去了全港民
意，憤青更可能面對牢獄之災，玩火終自焚，這是所
有激進路線的唯一結果。

警方連環向兩名社民連成員落案檢控，有殺雞儆猴的作用，警示激進人士不要以為可以

繼續肆無忌憚的破壞社會秩序然後安然離開，這對於社民連一班憤青而言有較大的震懾

力。始終不少憤青都要求學工作，跟隨社民連死衝死撞也是為了威風。只要警方執正處

理，繼續跟隨社民連者將大為減少。這就解釋了社民連等為什麼這麼害怕警方強硬執法，

就是怕被警方打散了這班辛苦組成的憤青兵團。

■本港的示威遊行有暴力化趨勢。圖為「反預算案」
遊行中，部分示威者與在場警方發生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