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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原訟庭上周五就外傭爭取居留權案作出判決，
裁定《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令社會嘩然，市
民擔憂裁決對各項公共政策帶來巨大衝擊。在昨日
「城市論壇」上，有嘉賓指出外傭有居港權將帶來深
遠影響，令社會出現更多「爭飯碗」的問題。昨日亦
有團體發起遊行，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支持政府提
出上訴。
原訟庭的判決之所以引起社會巨大反彈，是由於判
決既違反《基本法》立法原意，又沒有顧及對社會造
成的巨大衝擊。遺憾的是，高院法官卻在判辭中公然
聲稱，不理會立法原意和社會影響。這不能不引起社
會質疑。特區政府必須上訴並準備提請釋法，以維護
《基本法》的立法原意，避免香港社會遭受嚴重衝擊。
《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之一，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和港人福祉，《基本法》序言開宗明義闡明了這一
點。《基本法》有關居港權條文的立法原意，充分考
慮到香港彈丸之地無法容納太多外來移民，因此對居
港權作出限定。《基本法》於1985年起草時，中英討
論居港權定義並達成共識，有關共識體現於籌委會就
《基本法》二十四條提交的報告中，指外傭在港工作
不屬於「通常居住」，香港回歸時按照籌委會的意見
修改了《入境條例》
。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明確指
出，籌委會的報告體現了《基本法》有關居港權條文
的立法原意。
回歸以來，中央嚴格限制內地人士湧入香港定居。
1999年1月29日的吳嘉玲案，終院裁定港人所有內地

外圍形勢逆轉 港須及早籌謀

子女可享有居港權，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移
民湧港的嚴重危機。1999年6月26日人大釋法，化解
了香港面臨的一場人口危機。終審法院在同年7月20
日判辭中強調，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力
源自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特區法院將以人大釋法
為依歸。原訟庭法官在外傭居權案中表示不理會《基
本法》立法原意，既無視《基本法》制定者全國人大
的立法原意和憲制權威，也有違終審法院有關特區法
院將以人大釋法為依歸的判辭，是明顯與香港法律地
位不相符合的論調。
《基本法》並非一般的普通法，而是香港的憲制性
法律，因此對《基本法》字面含義的解釋，必須放在
整個法律文本中，必須顧及《基本法》的統一性和完
整性。如果法官不了解或不願意了解與《基本法》立
法原意有關的資料，只根據《基本法》的表面字義來
判案，那麼任何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人都可以當法
官，社會何必賦予法官重托並給予高薪厚祿？
原訟庭法官在判辭中表示，明白該案的裁決可能會
帶來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影響，不過他不理社會影
響。這種說法違反情理。公眾期盼法庭促進社會整體
利益，但若法官不理社會影響，將一己判斷置於社會
整體利益之上，忽視看得見的公義，作出令社會難以
承擔嚴重後果的判決，這不但損害公眾利益，而且嚴
重損害法庭的形象。因此原訟庭的錯判必須糾正，政
府不能不提出上訴或提請人大釋法。
(相關新聞刊A3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網誌撰文指出，金
融海嘯出現另一波的風險正與日俱增，故
香港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危機意識，做好
準備應對外圍可能出現的巨大衝擊。財爺
的預警顯然是有的放矢。香港社會既要看
到本港擁有背靠內地的優勢，更要看到本
港不僅經濟體積小，而且是對外不設防的
自由港，遭受外來衝擊的風險越來越高。
當局必須及早籌謀，一方面注意釋除樓市
泡沫，加築金融防火牆；另方面加快新興
產業發展，抓緊落實中央挺港措施，推出
支援中小企措施，以應對未來的金融動
盪。
本港經濟表面亮麗，勞工市場不斷擴
張，基層市民收入受惠於最低工資推行得
到提升，但外圍形勢卻在不斷轉壞。歐美
債務危機仍未見曙光，環球股市大幅下
挫，資金紛紛由新興市場回流美國，引發
環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本港目前已開始
感受到外圍形勢逆轉的衝擊，其中進出口
貿易更是重災區，歐美經濟持續不振，拖
累本港出口貨值增幅已由今年首季的25%
大幅放緩至6、7和8月的低於10%。同時，
港股也跟隨環球股市急挫，第三季度大跌
4,805點，跌幅達21.46%。股市下滑將影響
本港的財富效應，令內部消費變為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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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港可能出現進出口及消費兩大增長
引擎齊挫的局面。
更令人憂慮的是，本港屬於細小的外向
型經濟，面對外圍形勢的抗逆力較弱。現
時外圍風險正在不斷加大，本港雖有背靠
內地這個高增長經濟的優勢，但不等如不
會面臨經濟衝擊的風險。因此，當局除了
及時預警，提醒社會保持危機意識之外，
更應有所作為，提出具體措施去應對將來
的經濟動盪。
在新一輪經濟危機中，樓市將成為本港
經濟的最大風險，尤其是近年在資金流入
及低息環境下，樓市已積聚了不少泡沫，
倘若危機襲至，資金流走，隨時會導致泡
沫爆破，重蹈亞洲金融風暴時樓市骨牌式
崩塌的覆轍。因此，當局必須因應情況調
整樓市政策，不宜一本通書讀到老，務求
確保樓市能夠軟 陸，減輕對實體經濟的
衝擊。當局更要緊密留意金融體系的穩健
性，加強銀行放貸的壓力測試，有備無
患。在實體經濟方面，當局應加快六大優
勢產業發展，完善目前的產業結構，積極
配合「十二五」規劃，抓緊落實中央的各
項挺港措施，為經濟注入活水。唯有保持
經濟動力，才是應對危機的最有效方法。
(相關新聞刊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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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港人冒雨上街 向外傭居權說不
民建聯發起遊行 長者憂攤薄福利 青年恐職位被搶
遊行市民心中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院早前裁
決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
，令逾12萬在港工作逾

朱女士：綜援公屋臨勢危

7年的外傭有資格申請居港權，引發巨大的民意反

我們好擔
心，外傭有居
港權後，可即
時申請綜援、
公屋等福利，
使本身已經不
足夠的政府福利資源更加捉襟
見肘。公民黨律師不應幫外傭
打官司，他們根本只是用香港
人的錢幫外傭打官司，幫自己
出名。

彈。民建聯昨日發起「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大遊
行，長長的遊行隊伍中，有年邁的長者擔心醫療福
利再被分薄，有年輕人憂心要與外傭競爭工作機
會，有家長不滿下一代的教育資源可能被外傭子女
分薄⋯⋯逾千名市民冒 風雨，自發走上街頭，要
為香港人的未來站出來，誓向外傭居港權說不。

無 行，昨日如期由中環遮打花園出發，去到金鐘新政府總
懼風雨壞天氣，民建聯的「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大遊

梁先生：公民黨只為選票

部大樓外，千多名市民高舉橫額及標語，沿途高呼「外傭爭居
權、市民好憂心」
、「福利負擔重、香港頂唔順」
、「外傭爭居
權、市民唔同意」等口號。民建聯代表又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
信，以及收集到的9萬多個支持反對外傭居港權的市民簽名。

陳鑑林：嚴重影響發展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形容，按法院有關裁決，現時有12萬外
傭擁有永久居留權資格。這個裁決嚴重影響到香港在未來的
經濟發展、民生事務，使香港的負擔更加沉重。他相信，香
港雖然有穩步經濟發展，失業率下降到3.2%，但仍然有很多
隱憂，特別是經過港珠澳大橋環評官司後，大家都見到香港
仍然有許多人是要試圖製造事端，搞亂香港，大家不能接受
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呼籲香港市民站出來，表達意見。
他對法院此次的判決感到非常失望，特別是香港的法例已
清楚規定了外傭在香港工作時間，並不能夠列入通常居住的
時間，所以外傭不應該擁有永久居留權的申請資格。他促
請，特區政府盡快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必要時更採取一些
適當措施，包括提請人大釋法，以保障香港市民應有的權
利，以及在法律上維護基本法的落實。

李慧 ：衝擊社會結構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亦對法庭的裁決感到失望，稱許多市
民擔心，在香港工作滿7年的外傭可能立刻可擁有居港權，
大量外傭和其家人會湧入香港，對香港福利制度、社會結
構、就業市場帶來衝擊。「我們要求所有政黨都看下民情民
意，對於外傭居港權，市民的民意是很清晰，是強烈反對外
傭居港權。」民建聯議員陳克勤亦表示，法院裁決後，收到
許多街坊反映，包括有長者擔心長者福利被攤薄，有家長擔
心要與外傭子女競爭教育資源，有基層人士擔心要與外傭一
起輪候公屋，使香港的福利制度無法負擔。

網民自發組織參加遊行
由網民自發組成的香港社會關注組亦加入民建聯的大遊行
隊伍，網民李先生感覺法院此次的裁決對香港人很不公平。
他又批評，過往很多司法覆核案件都是由公民黨牽頭，公民
黨要為因這些官司而引發的問題負上責任。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新總部，市民呼口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新總部，市民呼口
號表達訴求。
號表達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攝

論壇激辯 葉太斥「4大關卡」呃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院日前
裁定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打通外傭爭取居港權
的重要「關卡」
，香港社會擔憂裁決將引起一連
串社會民生問題。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表示，高院
裁決令社會譁然，認為並不存在入境條例違憲的
問題。而香港家庭傭工協會主席羅軍典對裁決表
示非常失望，更指協會調查過200位外傭，顯示
有65%外傭一定申請居港權，希望市民不要給部
分「有心人」瞞騙，以為只有少數外傭想申請居
港權或入境處可以把關。
葉劉淑儀手持外傭居港權案的判詞文本駁斥
指，根據判詞，梁家傑所謂的「4大關卡」是不
可行，政府很快就要批准外傭來港，因為法官指
政府不能靠入境條例橫生枝節，而所謂納稅、住
所等條件只是參考，符合基本法就一定要給予居
港權，形容「無4大關卡，講4大關卡係呃人」
。

「有6千一定

先」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及香港亞洲家務工
工會聯會理事思穎出席同一場合時則表示贊同裁
決。羅沃啟更指，不能因為損害自己利益就指法
庭判錯做錯，批評有人輸打贏要。葉劉淑儀即刻

我家外傭已
來 港 超 過 7
年，若可以有
居港權，她肯
定會第一時間
要求時薪28元
的最低工資，一個月起碼要支
付7千多元。公民黨公然與香
港人唱對台戲，根本是「掛羊
頭賣狗肉」
，因為只要 到5%
的選票已可以當選立法會議
員，若有10多萬的外傭可有權
投票，一定會支持他們，對他
們的選舉肯定有好大幫助。
陳先生：對公民黨好反感
有政黨以法
治為名幫外傭
打官司，但我
們請外傭時的
共識是他們是
不可以留下
來，只是來港做家傭。我對公
民黨好反感，不應該為了自己
的目的而損害香港的整體利
益。
陳小姐：定攤薄福利資源

■民建聯發起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大遊行，千多名市民參加。
反駁指，現實上有10幾萬人會申請，
「我屋企外傭都話一定申請，有無家
人來港是一回事，但有6千一定
先。」羅軍典亦指，港人應盡力保持
香港核心價值，避免香港社會受到影
響：「外傭是有貢獻，但並非一定要
居港權，有工資、福利就夠了，無一
個國家或地方隨便就開放居留權」
。
外傭工會代表思穎則希望港人諒
解他們在香港做事辛苦，又要照顧
僱主家人，為僱主照顧家庭每日近

24小時，對香港人如同自己的家
人，更說並非每個外傭都希望留在
香港。但葉劉淑儀坦言，現實是香
港社會存在資源問題，因為每日已
有150名新來港人士，自己亦並非貶
低外傭對香港的貢獻：「唔係唔多
謝你(外傭)，而係香港養你唔起。」
另外，葉劉淑儀其後又表示，新
民黨正搜集市民簽名，就釋法問題
作表態，並會於未來一星期約見保
安局局長李少光，表達該黨意見。

若外傭可有
居港權，一定
會分薄了香港
人的福利資
源，加上他們
的家人也可能
因此而擁有居港權，來港定
居，將令香港的福利負擔更
大。公民黨根本就是賣港賊，
根本是為了爭選票而做一些影
響香港的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陳鑑林：港府應準備提請人大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院在外傭居
港權案上堅持以普通法原則審理，拒絕考慮基本法法
律條文以外的相關資料，從而裁決入境條例違反基本
法。民建聯議員陳鑑林昨日於反外傭居港權大遊行上
表示，基本法在立法時曾就外傭在港居留問題作出討
論和規定，因此外傭不應擁有居港權。民建聯支持政
府從速進行上訴，很希望終審法院就此作出合理的裁
決。而萬一有需要時，他們亦會希望政府就這個問題
提請人大釋法，就有關條例的立法原意進行解釋。民
建聯稍後會約見有關部門，討論有關外傭居港權的問
題。
陳鑑林指出，基本法是一憲制性文件，很難詳細地

列出每一個政策的條文。在基本法制定的過程中，對
外籍人士如何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有非常充足的討論
和論述，亦曾就外來傭工在港居留作出規定，因此法
院審理有關案件時，不能單從基本法條文中的表面字
句或意義去作出解釋，而是需要考慮其背後的立法原
意。一直以來，外僱都是以合約來到香港工作，並不
會擁有「通常居住」的計算停留時間而列入擁有居港
權權利。他認為，香港的入境條例是根據基本法的規
定作出的，因此入境條例完全沒有違背基本法。民建
聯要求，政府在適當時候，採取適當措施，令外傭居
港權這個問題得到一個妥善的改善，包括提請人大釋
法，他不認同釋法會影響香港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