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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政黨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工商界出於對自己和全局利益的考慮，當然願意捐款支持這些政黨。

現在恰恰相反，反對派政黨每逢做一件事，都是先為外國人打算，蓄意損害香港人利益，所以，不僅工商

界不肯捐款，連普通香港老百姓也不肯捐款。由於他們種下了這些種子，他們就吃到了惡果。這幾個政黨

就只能夠向《蘋果日報》的老闆乞取捐款，變成了賣身依附一種政治勢力。如此簡單的事實和道理，難道

那些學者和傳媒不懂嗎？這些人故意裝傻，未免侮辱香港人的判斷能力。

面對14萬已夠居港7年條件、或因家庭團聚等連鎖效應

引發的高達40萬以上外傭男、女工湧港，直接造成對本

地司機的排擠、替代效應，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豈能

坐視？豈能不堅持反對、捍衛本地工人工作權？汽車交

通運輸業總工會4萬多會員，必定站穩捍衛本地工人權益

立場，堅持反對外傭居港權。

一個金主能買起反對派政黨說明什麼？
蕭何

青 鋒

香港出現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一個金主，居然可以同時買
起幾個政黨，然後，金主舉行密室會議，決定了「五區公投」，
就可以指揮反對派的政客立即辭職，然後又參加補選返回議
會，浪費了特區政府一億多元公帑，投票率相當低，只得
17%，冷冷清清，受到了市民的批評和譴責。然後有一些傳媒
和政黨人物跑了出來，說傳媒的老闆捐錢有什麼不可以？法律
並沒有禁止。因為香港最有錢的工商界不給這幾個政黨捐錢，
所以他們就集中向一個金主進行募捐，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云
云。

「包養」反對派錢從何來？
但是他們就不肯說，政黨收了錢之後發生什麼後果，何俊仁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就承認民主黨要經常就重大的問題諮詢金
主意見，定期和他會見。「五區公投」就說明了捐款和被控制
政黨之間的關係。民主黨本來也有意參加所謂補選，司徒華也
提出了自己的名單，結果，金主一錘定音，民主黨就變成了旁
觀者，只能擔當抬轎的角色，最終民主黨不聽金主指示杯葛
「五區公投」。這個事實，七百萬香港市民都耳熟能詳了。由於
民主黨不聽金主的話，原來的三百萬元捐款就變成了兩萬元。
誰都知道，《蘋果日報》的老闆，他的財產未能進入香港最

有錢的二百名富豪之內。他的生意，每年的盈利並不可觀。但
是，他卻可以唱獨角戲，一手遮天，把所有反對派政黨的捐款
包攬起來，這種情況不是很奇怪嗎？他背後是否還有一條大水
喉，不是耐人尋味嗎？
有一些人，倒果為因，說香港的工商界不給這幾個政黨捐

錢，所以造成了不和諧。但是他們總是不問為什麼這幾個反對
派政黨得不到工商界的捐款。他們應該知道香港是一個自由社
會，甚麼人的捐款都是要心甘情願，要符合捐款人的政治理
念、道德標準或者具體利益。

反對派怨捐款少是倒果為因
問題在於，這些政黨的政治傾向、價值觀念、議會表現、工

作作風、主要人物的操守是不是值得工商界捐獻？最初的時
候，工商界人士可能也有捐款給這些反對派政黨的，但是，後
來他們發覺不妙。大家都是捐錢給政黨，但彼此的影響力卻大
為不同，《蘋果日報》的老闆可以呼風喚雨，有力地左右 這
些政黨，工商界人士的一些非常合理的利益，卻不斷受到侵
犯。《蘋果日報》在這幾個反對派政黨選舉的時候，出謀劃
策，製造議題，包辦一切，插手很深。頭版頭條使用政治性的
標語，好像就是反對派的監護人和指導者。更使工商界心淡的
事情，陸續不斷發生。《蘋果日報》到處打秋風，強迫工商界
登廣告不遂，立即進行人身攻擊，進行醜聞攻勢。政黨人物接
就組織遊行示威，或者派發傳單，對商人進行人身攻擊。所

謂「反對地產霸權」的鬧劇，更加在人家的寫字樓大廈門前上
演。既然這些政黨大細超，認準了一個主人，其他的捐款者豈
不是變成了傻仔？
工商界需要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延續性的政策，但是反對派的

議員們，從來就沒有在議會提出改善營商環境的有益有建設建
議，而是不斷破壞政策的延續性和投資環境。他們不斷發表
「官商勾結」等沒有證據的言論，針對工商界。政府提出改善
基建的大計，提升香港競爭力，反對派又進行有針對性的司法
覆核，或者組織一些極端團體，反對工程上馬，勒索過高的賠
償費用，結果使得香港的營商環境不斷變差，工程費用不斷上
升。所謂環保的官司、不准填海的官司，使得大量工程受到擱
置。香港的工商界和專業人士損失慘重。我給你捐款，你拆我
祠堂。人家怎會再捐款給你？
最令香港工商界感到心寒的是，反對黨的政客經常訪問美

國，或者偷偷會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官員，經常獻計，鼓吹
制裁中國的言論，工商界在內地有很多工廠，有很多投資，制
裁中國也即是制裁在香港的工商界。這不是令香港工商界破產
嗎？李柱銘擔任民主黨黨魁的時候，其議員助理就是一個美國
人，傳遞美國的訊息，李柱銘又在立法會公開為美國轟炸中國
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的行為辯護，對死難同胞相當冷血。試
問，這些政客已經有一個外國大波士，又有大水喉，香港有民
族尊嚴的人，怎會捐錢給這些吃裡扒外的政客？

反對派損害港人利益 誰會捐錢
最近公民黨更加為外傭爭取居港權。工商界人士最重視信用

和合約精神。公民黨的大狀鼓吹通過打官司撕毀外傭的合同和
入境時候的保證，不講誠信，明明是外傭的入境簽證寫明了不
能夠在香港擁有居留權，公民黨卻指鹿為馬，說外傭在香港工
作是「通常居留」，所以就可以申請在香港領取福利，變成香
港人，將來還可以投票，成為公民黨的鐵票。這些巨大的福利
開支都是要納稅人負擔的，目前負擔稅收最重的就是工商界及
中產人士。如果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及其家屬不斷湧來香港。香
港的稅率非提高不可。工商界又怎會繼續捐款支持這些損害香
港營商環境的政黨？
哪一個政黨代表香港的整體利益，工商界出於對自己和全局

利益的考慮，當然願意捐款支持這些政黨，說明捐款是心甘情
願的。現在恰恰相反，這幾個反對派政黨每逢做一件事，都是
先為外國人打算，蓄意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所以，不僅工商界
不肯捐款，連普通香港的老百姓也不肯捐款。由於他們種下了
這些種子，他們就吃到了惡果，沒有得到香港人的捐款，這幾
個政黨就只能夠向《蘋果日報》的老闆乞取捐款，變成了賣身
依附一種政治勢力。如此簡單的事實和道理，難道那些學者和
傳媒不懂嗎？這些人故意裝傻，未免侮辱香港人的判斷能力。

社會各界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已成為社會共識。勞工階層非常重
視捍衛自己的工作權，而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關注20多年來因為
政府政策及法律無法有效阻止、甚至鼓勵外傭及其僱主走法律罅，將
外傭的工作範圍無限擴大，排擠和替代了幾千名本地職業司機的工作
職位。尤其關注，外傭居港權一旦實施，正因為鐵路急速發展而行業
發展空間、職位正不斷收窄的汽車交通運輸業，大家「無得撈」的擔
憂，變成實實在在的惡夢。

馬姐、家庭司機二合一
1970年代開始，外傭因為本地「馬姐」不足而開始輸入，時至今天

亦規限了他們只能負責家居雜務、煮食、照顧長幼的工作。本地家庭
的經濟條件好，就會聘請馬姐、司機；過往，馬姐就是馬姐、家庭司
機就是司機，分野明確。因為外傭「又平又好使」，外籍家傭、司機
開始不合法地合二為一。
早在1980年代開始，工會已收到很多有關外傭擔任全職駕駛職務的

投訴，1998年時進行的調查，更發現外傭佔家庭司機的人數已超過
30%。回歸後，勞工界共識大力反對外傭充當司機職務。可惜，政府
無誠意、無決心捍衛本地工人利益，不願意明文全面禁止外傭當司
機，反而只在2000年元旦開始實施外傭「因執行家務而衍生非經常性
駕駛」的特別許可措施。這一項特別許可，一在平衡各方利益，無意
捍衛本地工人權益；二是無法介定和監察可謂「執行家務而衍生非經
常性駕駛」；三是根本無執法機制和行動去針對走法律罅、甚至公然
犯法的外傭及其僱主。種種問題，導致外傭擔任家庭司機問題一發不
可收拾。

外傭司機20年增21倍
據運輸署、入境處資料顯示，1990年時外傭擁有本地駕駛執照的數

目僅81人。時至今天，擁有本地駕駛執照、而又取得擔任司機職務特
別許可的外傭數目，已暴增至1787人，是20年前的22倍；而2010年與
2009年比較，按年亦增加了13.5%。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非常驚
訝，勞工處怎麼會仍然認為向外傭發出司機職務特別許可不會影響本
地司機就業，這顯然是漠視本地工人權益的大問題！

職位本來就少 相煎何太急？
當局曾經指出，僅有1787名外傭擔任司機，只佔整個運輸業163086

位從業員、以至273609名外傭的很小部分，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社
會各界、尤其是支持外傭的一方，請細心留意，真正從事公路運輸的
司機僅有27599人，這1787名外傭擔任司機，不僅佔了整體的6.5%，而
真正只從事家庭司機的僱員更少，實際上的比例何止過半？1787名外
傭擔任司機，直接造成對本地司機的排擠、替代效應；簡單來說，就
是吞併和消滅了本地司機的一個工種，打爛了本地司機的飯碗！更何
況，外傭司機多數是男工，而外傭居港權引發的家庭團聚連鎖效應亦
以男工為主；強迫廣大的本地汽車交通運輸業工友大量失業，你於心
何忍呢？
面對14萬已夠居港7年條件、以至因家庭團聚等連鎖效應引發的高

達40萬以上外傭男、女工湧港，汽車交通運輸業的工友豈能坐視？豈
能不堅持反對、捍衛本地工人工作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4萬多
會員，必定站穩捍衛本地工人權益立場，堅持反對外傭居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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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乘軍用飛機突訪利比亞。10月
20日，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下稱「過渡委」）聲稱，前
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被俘受傷已經死亡。這一消息和希拉里訪
利的機緣巧合，難免會讓人們聯想到希拉里是新生利比亞政府
的幸運女神。
美國和利比亞的關係，在卡扎菲時代幾乎一直都很糟糕。即

使是被美國絞死的薩達姆、被美國特種部隊擊斃的拉登，他們
還曾經是美國的「朋友」或「盟友」。所以，卡扎菲被趕下台，
是美國所樂見的事實，雖然在對利軍事行動上，美國遠不如歐
洲的法國和英國來得積極，但利比亞「過渡委」趕跑了卡扎
菲，讓卡扎菲肉體死亡並消弭其影響力，在利比亞建立民選政
權就成了美國的政治目標，如此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美國樂見卡扎菲被趕下台
在此之前，北約的歐洲國家和土耳其等國領導人已經訪問了

利比亞，為推翻卡扎菲付出了大量財力和軍力的美國，自然不
能缺席利比亞戰後重建。而「過渡委」也急需美國領導人來
訪，提供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
因此，後利比亞時代的美利關係，是一種互有所圖相互依傍

的「利益」關係，希拉里的突訪強化了這種「利益」關係。希
拉里訪利期間，先後會見了「利過渡委」一二號人物，讚揚利
「過渡委」推翻卡扎菲的成績，稱美國「和利比亞站在一起」，
這意味 利比亞新政權獲得了白宮二號人物的當面支持；此
外，希拉里這次給「過渡委」帶來了1100多萬美元，如果加上
美國的前期援助，美援資金已經累計1.35億美元。這是美國給予
利比亞慷慨的經濟援助。
不過，美國對利比亞下足功夫並派希拉里出訪，決然不是給

利「過渡委」送去福音書，而有 更深的利益訴求。首先，給
「過渡委」打氣，亦希望這個派系林立的新政權，不要陷入爭權
奪利的怪圈，以免戰後成果泡湯。因此，希拉里不失時機地提
醒「過渡委」利比亞新政權，必須走上民主重建之路，而不能
再次陷入內戰。足見，美國對利民主政治缺乏足夠的信心。如

果「過渡委」不能過渡為民選政權，美國支持利比亞的政治努力就成為泡影。

利比亞局勢難以樂觀
其次，希拉里最注重的還是在利的經濟利益。她在的黎波里會見了石油與財政

事務負責人阿里．塔爾胡尼，顯然，美希望這個石油國家，能夠給予美國更多乃
至最大的石油利益。
其三，後利比亞時代，美國除了擔憂「過渡委」缺乏整合這個國家的實力，擔

憂的還有散失在民間的各類武器。德國《明鏡》周刊認為，約有萬枚防空導彈
「下落不明」甚至可能流出利比亞。這些散失的武器，成為潛在的恐怖威脅，尤其
對民用飛行器可隨時帶來機毀人亡的慘劇。有感於卡扎菲曾經製造過洛克比空
難，雖然卡扎菲已死，但卡扎菲的支持者或會利用這些導彈對美國和其他北約國
家予以報復。
其四，卡扎菲死了，但利比亞的極端宗教分子和組織還在。美國擔憂極端宗教

分子趁 利比亞的民主化而掌握權力，如此美國支持利比亞的成果也將淪為幻
影。對此，埃及外交事務中心專家賽義德．沙拉比說，在利比亞戰事收尾和重建
過程中，美國絕對不會允許極端宗教勢力掌權。
希拉里訪利，卡扎菲之死，對利「過渡委」不啻是好消息，但是這個石油國家

要實現完成戰後重建還有待時日。美國能否達到其在利利益佈局，也有待觀察。

希
拉
里
訪
利
與
卡
扎
菲
之
死

張
敬
偉

面對公眾和傳媒對私自接受黎智英二千萬巨款的質詢，陳日君知
紙包不住火，只好支吾其詞作些回應。但眼見他裝聾、扮啞、裝
懵、扮傻、狡辯，便顯得其做賊心虛、信口雌黃和狡詐虛偽。用
貪、騙、享、變、反來概括，已可將道貌岸然「主教」、「樞機」長
袍剝掉，剩下的就是反中的政治神棍了。
說陳日君貪，是面對巨款，他怦然心動。起初，他收300萬元，

「感到驚奇」；但一轉念，「你畀乜就乜啦，我就 啦」！你給甚麼
就甚麼，全部拿來，不是貪麼？金也好，錢也好，吃也好，穿也
好，只要你給，我陳日君不問情由，全數照收，這是什麼樣的行為
操守？給三歲孩童糖果一粒，他都有所遲疑，望望父母可不可受，
此人之天性也。「畀乜就乜」，我就照「 」，人性何在！
說陳日君騙，是他貪得錢後，前言不搭後語。他對公眾傳媒說，

「教區表面風光，但花費甚大，羅馬教廷也十分窮，一個仙也不
給」，「個人作為主教，不適宜花教區太多錢，故用私人捐款來支付
教區使費」。但其實，教區在財政上並無困難，這就說明一是陳日君
騙人，把貪婪說成是因教區「窮」；二是假「公」（托用於教會）濟
私。陳日君比市井騙徒手法更加愚笨。

五毒俱全滑入黎智英「錢坑」
說陳日君享，是用黎智英獻金享私福。一享優厚福：他承認每年

五至六次「出差」海外，「機票 家（現在）甚至係坐了商務，因
為年紀大啦」。年紀大是享坐商務位理由嗎？如此說來，全港160萬
65歲以上長者，也該享受乘飛機商務位了，陳日君可否將2000萬共
同分享呢？是不能也，要獨享也。二享名利福。他往羅馬教廷，向
160名神職人員請客，派利市每人500港元。故享受厚福和名位，是
陳主教貪、騙的動力。
說陳日君變，是他在銀彈進攻下，已由神職人員變為「政治悍將」

和「政治參謀」。他「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多年來，他從幕後走到
台前到中聯辦門口「抗議」；組織港版「四人幫」策劃於密室點火
於基層搞違憲違法「公投」、「起義」支持「港獨」預演。收取2000
萬元使自己蛻變成反中亂港傳媒老闆的工具，絕對是神職、教會和
信徒們的遺憾和悲哀！
說陳日君反，是由貪、騙、享而變，變成一個聽從外國主子

和老闆意旨的反對中國急先鋒。陳日君承認他用獻金資助內地
地下教會。何謂「地下」？不公開不願融入天主教愛國會也。
不融入是堅持反中、反共，依附梵蒂岡的「獨立」主張也。陳
日君的「暗助」也表明其收買達到「堡壘最易由內部攻破」的
反中目的。
陳日君的貪、騙、享、變、反就這樣滑入黎智英「錢坑」，反對派

政客異乎？

陳日君貪、騙、享、變、反五毒俱全

文滿林 香港國情港事評論社成員
作為退休保障計劃，政府自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至今已經走過

十年有多日子了。惟不斷受到社會人士、團體的非議和批評，認為
目前所行之強積金供款方式及比例，供到六十五歲退休之時所得的
款項遠遠不能保障晚年生活，希望政府作出檢討和調整，盡快完善
退休制度。
記得在2000年政府推行強積金時，筆者的一些工友年齡介乎五十

多歲，今年陸續收到強積金「成果」，打開支票一看，實在感到有點
啞然苦笑。月薪八千元，供款十年共得九萬多十萬元。以當下之生
活消費指數來說，大抵只能維持三年的退休生活，每個月只能使用
三千元之內，還不計算年老時有頭暈身熱要看醫生的藥費。
十年供款只能維持三年的晚年生活，亦即是退休後的第三年才只

有六十八歲，還不到七十，已經囊空如洗。若如香港男性平均的壽
命達七十九歲的話，往後的十年真不知如何度過。
由此可見，這個強積金供款制度及比例，確實存有很大問題和爭

議。在當年開始推行強積金時，時齡四十多歲以上的勞工階層的人
數 實不少，能受惠於強積金為他們帶來退休後晚年生活保障的似
乎不多。十年供款或二十年供款又如何？只能「安度」三至五年的
晚年生活，七十歲後怎麼辦？已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心結。

目前政府所推行的強積金制度確實有值得檢討和調整的必要，如
何保障勞工階層的晚年退休生活？一是建議政府修例提高雙方的供
款比例，將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七或十，或者讓僱主供款百分之
十，僱員供款百分之七，以月薪一萬元以下為一階層；一萬元以上
的，雙方供款百分之六或七，比新加坡略低一些，比台灣略高一
些。現在香港的強積金供款比例比新加坡和台灣都低，以香港目前
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條件來說，是有需要提高供款比例的。
二是若維持目前的供款比例，僱員的強積金所得遠遠保障不了七

十歲以後的晚年生活，將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憂。政府不能視若無
睹。若政府的財政充裕，能否每年撥出一筆資源為年過七十歲的、
三餐不繼的老人提供資助，照顧他們的晚年生活，對象主要為曾經
供款過強積金的勞工階層退休一族。
三是完善強積金制度，將之納入政府管理，將僱主僱員合供的款

項全部歸入政府所存，待僱員做到六十五歲退休之後，每月可向政
府領取三千元或四千元不等的生活費，直到百年歸老為止。或可改
稱「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這個退休計劃，變相由政府「包底」，無
論僱員工作多少年、供款多少年、多少錢都享有這種保障。就算政
府蝕底一些，當作是一種政府責任和社會福利好了。

強積金計劃大有值得商榷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