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昨日在高等法院開審。代表

入稟外傭的公民黨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在庭上指，外傭

住滿7年而不享居港權，是違反《基本法》云云。外傭

居港權案結果有待高院裁決，但幕後黑手公民黨已受

盡千夫所指，就是民主黨的地區樁腳都急急與公民黨

「切割」，惟恐被公民黨拖累區議會選情，這一方面反

映公民黨的禍港行徑已經觸發眾怒，就是反對派也不

敢公然與民意為敵；另方面也顯示反對派各懷鬼胎，

巴不得對公民黨落井下石。

撐公民黨 與民為敵
不過，儘管反對派的主流派隔岸觀火，但激進派如

「人民力量」、社民連等卻大力支持公民黨，屢傳財困

的社民連連日來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支持外傭取得居

港權，力撐公民黨；「人民力量」高調開記者會聲援

梁家傑，為公民黨「雪中送炭」。而前日有一批網民上

街反對外傭取得居港權，在隊伍出發前突然遭一班激

進憤青有預謀地挑釁滋擾，這些憤青更衝擊警方防

線，最終有19人因擾亂秩序被捕。這些憤青大多是激

進反對派的支持者及示威常客，主要是受到「人民力

量」、社民連等號召而來，黃毓民近日已不斷在網台上

鼓動支持者去狙擊遊行，最終令一場和平遊行變成衝

突。種種行徑都顯示激進反對派正在全力動員去力撐

公民黨。

令人不解的是，多個民調都顯示大部分港人不支持

外傭取得居港權，也不滿公民黨在「倒香港米」，就是

從法理上及道理上來說，公民黨的說法也是理屈辭

窮，激進反對派為什麼公然與市民為敵？這說明激進

反對派與公民黨是同氣連枝，合作無間。記得去年社

民連計劃發動「五區公投」，反對派反應冷落，差點令

社民連大計泡湯，最終是向來與社民連不咬弦的公民

黨最後一刻「落場支持」，才令「公投」死灰復燃。當

然，這不是說公民黨如何大量不計前嫌支持社民連，

而是說公民黨一群藍血精英表面專業理性，但骨子裡

與激進派的思維卻是殊途同歸，主張激進、抗爭式的

政治狙擊。

激進基因 同氣連枝
正如其主席陳家洛在談到香港形勢時就明明白白的

指出：「⋯⋯以上是悲觀因素。以下談樂觀的，經濟

困境（無法轉型）、貧富懸殊、官商勾結、黑箱諮詢、

環境污染、地產掛帥、社會流動差等等，均有利『民

主』動員。社會對特首/政府越來越失望，也刺激『民

主』運動。」原來，在公民黨眼中，經濟不景、貧富

懸殊、社會不穩等都是「值得樂觀」的天大好事，有

利公民黨動員，所以愈令社會動盪不穩，政府施政舉

步維艱，公民黨的支持就會愈高，所以為什麼屢屢濫

用司法阻撓施政，玄機正在於此。而公民黨這種思維

與「人民力量」、社民連也是如出一轍，唯一的分別是

「人民力量」、社民連是明刀明槍的街頭抗爭，狙擊官

員，製造白色恐怖，而公民黨則是利用暗中策動一次

又一次的司法覆核去打擊政府施政，為社會埋下炸

彈，以圖渾水摸魚。現在，「人民力量」、社民連眼見

公民黨受到民意狠批，政黨圍攻，網民指罵，如果不

站在同一陣線反擊，力保公民黨及其代表的激進路

線，將來還有什麼牌可打？

「人民力量」、社民連與公民黨站在同一陣線，共同

進退，也是自有打算，既可令公民黨欠下一個人情，

將來在選戰布陣，以至政治議題等方面公民黨自然要

投桃報李，又可顯示自身的堅定抗爭形象。雖然此舉

肯定會得罪主流民意，但激進派的目標從來都不是主

流的中間選民，而是約百分之十的青年及激進階層，

而支持外傭爭取居

港權也是投他們所

好，如果最終外傭勝

訴，民意的怒火主要還是燒

在公民黨身上，假如敗訴激進派也是完成了表演，可

以向公民黨及極端支持者邀功，是一石兩鳥的如意算

盤。

靠害香港 各懷鬼胎
至於可能影響之後的區議會選舉，對激進派更是不

值一提。對他們而言，區議會選舉從來只為搞局、做

宣傳，爭議席從來不是目標。哪管反對派的區會選情

翻了天，受害的也只是民主黨、公民黨等。就是因為

不怕民意反響，激進派才敢於出盡全力站台，隨意為

事件添薪加火，推公民黨一把，至於前面是懸崖或彼

岸則只有黃毓民等心裡明白。

表面上公民黨得到「人民力量」、社民連支援，甚至

有憤青助拳，稍稍穩定一下局面。但先不論激進派心

中打什麼算盤，就是這一役後社會都看清了公民黨與

「人民力量」、社民連的緊密關係，與「人民力量」、社

民連等激進派都是一丘之貉，過去偽裝的理性專業面

目蕩然無存，屆時喬裝失效，地區又缺乏樁腳，禍港

行為也激發市民的反感，公民黨還剩下什麼？還如何

與民主黨爭龍頭？公民黨機關算盡最終自食其果，原

因是忘記了從政人士的第一鐵律：「多行不義必自

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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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街頭，經常發生騙案，但經
常有老人家上當，沒完沒了。這些騙
案包括執錢黨、補藥黨、祈福黨之
類。手法總是一個騙徒扮紅臉，一個
扮白臉，互相唱和，互相掩護，真真
假假，令上當者來不及反應，猶豫之
間，中了圈套。

這次公民黨炮製的外傭爭取永久居留權案件，手
法如同街頭騙案，李志喜和黨魁梁家傑分別扮演白
臉和紅臉角色，互相配合，兩人都在欺騙外傭和香
港市民。若果得逞，司法覆核沒完沒了。李志喜所

寫的狀詞，要害就是說入境處通過行政權力，不批
准住了七年的外傭取得永久居留權是違反《基本
法》。既然違反憲法，入境處以後就不能再根據入境
法例採取行政權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就成為
了「無掩雞籠」，住滿了七年的外傭達到十二萬人，
入港居留，成為公民黨之鐵票。
宣判之後，外傭可以根據判例，反對行政權力違

憲，所以梁家傑所說的所謂四道關卡，包括要求外
傭提供七年住址、提供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的證
明、按照香港法律繳納稅收的證明，都是違憲的，
即使採取截龍的措施，若政府敗訴，每一樣政府採

取的行政措施，都會引起更多的司法覆核，沒完沒
了。因用公帑打官司，利用法援機制，根本就不需
要成本，大狀贏輸一樣收錢，吃虧的只是納稅人。
誰都知道，背後搞鬼的是公民黨大狀。梁家傑力

證冇公民黨人挑起外傭打官司一事，更加說，港人
不要驚慌，更不要去找人大釋法，否則香港法庭的
判決就受到影響了，香港的法治就「死亡」了。港
人吞下判決也是小事一樁，不會有很多外人來香港
享居權，何必自己嚇自己？他這種說話立場，表面
似乎和李志喜不一樣。其實取得的效果是完全一
樣，李志喜要打贏官司，但打贏官司港人就會找人
大釋法，這像遇到騙子要報警一樣，最後詐騙陰謀
破產。
梁家傑作為黨魁，堅持不理香港人利益，不肯從

法律觀點指出李志喜利用《基本法》24條打官司是
不對的，因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籌委會的有關文
件都規定了八類人士不可能取得永久居留權。這就
是《基本法》24條立法的原意。梁家傑反轉移社會
視線，要求特區政府以後採取行政措施堵塞漏洞，
絕口不提李志喜打官司就是要歪曲《基本法》24
條。他蓄意偏幫李志喜引導港人走錯方向，不指出
所謂「不給外傭居港權就是違憲」的荒謬，不指出
人大釋法是憲制的安排，可以解決那些打官司不可
能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不是公民黨所說的「干預」，
這是憲法貫徹執行結果。
若果信了梁家傑之言，港人不去找人大釋法，就

如同遇到街頭騙案聽信騙徒不去報警一樣荒謬怪
誕。

江湖術士與公民黨詐騙術 徐　庶

在公民黨眼中，經濟不景、貧富懸殊、社會不穩等都是大大的好事，有利公民黨動員，

所以愈令社會動盪不穩，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公民黨的支持度就會愈高，所以為什麼屢屢

濫用司法阻撓施政，玄機正在於此。公民黨一群藍血精英表面專業理性，但骨子裡與激進

派的思維卻是殊途同歸，都是主張激進、抗爭式的政治狙擊。現在，「人民力量」、社民連

眼見公民黨因外傭居港權案而受到民意狠批，政黨圍攻，網民指罵，如果不站在同一陣線

反擊，力保公民黨及其代表的激進路線，將來還有什麼牌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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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卓　偉

80後、Y世代被視為生活無憂，不知民間疾苦，
立法會保險界功能界別議員陳健波為令18歲幼子

能夠體會社會實況，特意安排他在民建聯深水 區議員鄭泳舜辦事
處擔任一周暑期工。時間雖短，但經歷就相當豐富，兒子首次到滿
布一樓一鳳的地區服務，由於他只得18歲，年紀太小，要求議員找
多一個同事做伴，及後發現原來找來一位女士，反而要他保護。陳
健波笑指，經過今次暑期工的經歷，兒子對社會有深一層了解，還
繼續與區議員聯絡，成為義工隊成員之一。
陳健波透露，早前與民建聯李慧 商量，由她安排兒子到深水

做暑期工，為免兒子享有特權，李慧 並無透露陳健波兒子的身
份，鄭泳舜一直都不知情，還向兒子說「年輕人畀心機啦！」兒子
就指，鄭泳舜一直很忙，因有很多街坊找他幫手。由於兒子要準備
到美國升學的考試，只能做一周的暑期工，但經歷相當豐富，既有
幫手洗樓派單張，亦有探訪老人家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健波孻仔
靜雞雞打暑期工

■潘國華親自跟進舊樓失修問題。

■潘國華耐心與長者溝通。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潘國華為解決了偉恆昌新 泊滿旅遊車問題，向街坊匯
報。

「三心兩意」助街坊
民記潘國華必殺技

中環立法會大樓「退役」在即，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劉江華化身「領

隊」，率領該黨的政壇新星：沙田支部助理統籌主任黃
冰芬、新福利事務副發言人蕭嘉怡，和一眾政壇新秀
訓練班學員，走訪大樓每個角落，回味過去議會的點
滴時刻，並自爆在議事堂中「最痛」的經驗，就是被
採訪會議的攝影記者揭發了他「傳紙仔講秘密」，並將
之「公諸於世」。

傳紙仔被公諸於世最痛
劉江華日前「率團」走遍現大樓每個角落並抒發自

己歷年來的感受，坦言現大樓內最有歷史價值的「主
打地方」，分別是記者室、議事堂及議會前廳。走進議
事廳，他笑說，自己早幾年在議事廳「最慘痛」的經
驗，就是被記者攝下他在會議期間「傳紙仔」予另一
位議員，更將該紙上的「悄悄話」刊在報紙上，「我
們議員好多時是以傳紙仔溝通，誰知第日報紙刊登我
撰寫的秘密」。
不過，他就將立法會主席也「拖落水」：「其實主

席都經常在主席椅採用iPad查證資料，來糾正議員的發
言。」
話題轉到議事堂極具歷史價值的主席椅上。劉江華

說，主席椅代表 議員間對主席地位的協定及傳統尊
重，充滿莊嚴意義，「礙於主席的地位排名是在特首
之後，儼如民意的代表，故立法會主席的座椅，除了
當任主席外無人能坐」，又笑說這「反映出人類創新，
但也不能拋棄傳統」。
他又期望添馬艦新立法會大樓「做得更好」，例如增

設普通話傳譯等，方便部分來旁聽會議的內地居民，讓
他們對香港議會運作的過程可以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民記新星感受莊嚴神聖
兩名政壇新星黃冰芬及蕭嘉怡在參觀後，均坦言立法會大樓對她

們來說並不陌生。蕭嘉怡一直關注長者問題，故過去不時會到立法
會旁聽會議，有時更會因為議事堂中的激烈辯論而「面紅耳熱」。
黃冰芬亦指，自己在「打」石門骨灰龕的議題時，亦經常陪同地區
街坊到立法會大樓外請願。不過，是次參觀，令她們真正感受到大
樓的莊嚴神聖，亦令她們更期望議員可以珍惜「你一言我一語」而
非肆意謾罵的議會溝通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經歷過03年在惡劣政治大環境下落敗區選，民建聯九龍

城區議員潘國華並沒有放棄服務地區的赤誠之心，對街坊

不離不棄，憑藉堅持及信念贏得他們的支持，終在07年區選中重奪議

席。細數地區工作時，他笑言服務居民的必殺技是「三心兩意」：即愛

心、耐心及無私奉獻之心，誠意及堅忍意志。潘國華堅信，只要肯付

出，總會有收穫；無論多難打開的門，最後都會被誠意所打動；難度多

高的私樓區，也總能找到為街坊服務的方法。

在中旅社擔任業務總監的潘國華，於94
年被公司安排到土瓜灣分行工作，期間接
觸到一些地區組織，發覺區內有很多基層
市民需要關心及協助，於是自己由做義工
開始服務當區街坊，一直做到區議員。03
年，他參加補選勝出，但只做了10個月議
員，在當年的政治大氣候下，於換屆選舉
時以90多票之微落敗。

實績贏支持重奪議席
不過，潘國華繼續不離不棄，為區內街

坊提供「議員級數」的服務，每宗個案都
用盡心盡力去解決，將「三心兩意」擺在
居民眼前。所謂「積沙成塔」，他的實際
成績及表現，令街坊明白「潘國華是真正
為居民服務的人」，終於贏回居民穩固的
信任和支持，在07年區選中成功奪回議
席。他嘆言：「每一個支持，背後都有一
段故事！」
九龍城區，單幢私樓林立，潘國華坐在

美景街的議員辦事處內細述從政路的苦
樂，直言私樓區素為從政人士所畏，只因
須付出的精力及心思往往數以倍計：「過
往私人樓宇較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做家
訪方便些，但近年隨 業主立案法團相繼
成立，很多時真是欲入無門，唯有轉移陣
地，改為透過擺街站的方式，與街坊接
觸。」
為做好和街坊的溝通，他的辦事處一定

「門常開」：「這個地方，街坊閒時都會
走入來傾偈，當有問題時亦會尋求協助，
部分居民組織又會借用來開會，辦事處已
經成為了非一般的辦事處了。」
在私樓區，街坊面對的問題，有時候會

較公屋居民更為複雜，潘國華粗略估算，
自己每年要處理300多宗個案：「公屋有問
題就直接與房署聯絡，但私樓就不同了，
就算少少的漏水問題，可能都要去多個政
府部門，很多政府部門未必順攤到一收到
投訴就立即辦妥，時常拖來拖去，令我花
時間及工夫都會多些。」

扮惡迫部門跟進投訴
因此，為人斯文的潘國華，很多時為解

決問題而不得不「扮惡」：「我對街坊就
向來都很斯文、細心及有耐性，有時地區
的訴求與整體社會的訴求有不一致的地
方，我會不斷向街坊慢慢解釋，讓他們明
白箇中因由。不過，遇上卸責的政府部
門，真係令人好勞氣，所以我很多時要表
現得很強硬，有時更加要『兇』佢 ，話
『如果你再唔理，我就會向局長投訴』先
至有效果。」不過，「惡形惡狀」始終不
是他的強項：「一個斯斯文文的人，要惡
起上來，真唔係太襯。」
最近，潘國華剛剛為街坊解決了偉恆昌

新 被泊滿旅遊車，影響 內交通的問
題，也協助了他們推翻天價的維修開支，
並成功申請房協的樓宇更新計劃資助翻
新。他的下一項工作，就是協助居民處理
房及塞車的問題：「區內樓宇樓齡較

大，且有 房問題，牽涉範圍又廣又複
雜，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新挑戰。而紅磡
過海隧道長年累月都塞車，也間接導致區
內交通擠塞，我都會積極跟進。」他承
諾，自己一定會盡己所能，不會令支持他
的街坊失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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