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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15年，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形容，香港彷彿完成了一場過山車旅
程，一轉眼歷盡道路的起起伏伏，但在不平坦之中，每一個香港人也從中有所磨
的概念；慶幸勞資雙方權益日益受到互相尊重，但同時深明任重而道
遠；工聯會亦與時俱進，更打 「參政為勞工」的旗幟進軍
政壇；而自己就因一場頸椎手術，悟出珍惜當下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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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棠最樂見港人在回歸後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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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工友需要 走進議會發聲
「今時今日的工聯會，點止勞工議題咁簡
單？」鄭耀棠期盼回歸15年後的工聯會，能
在勞工及政治參與兩大板塊繼續取得長足發
展，不是要踩過界，只求更體貼基層勞工需
要，打破昔日在建制外喊得聲嘶力竭卻事倍
功半的困局，發掘更多打工仔代言人，落實
「參政為勞工」的精神。

開拓更多內地服務中心
勞工事務範圍廣，棠哥形容工會總有做不
完的工作，作為老牌工會必須不斷變革，與
時俱進。他舉例說，工聯會近年開拓更多內
地服務中心，但起步時面對不少阻力，「有
人質疑內地服務中心不是處理勞資糾紛，不
是工會份內事。但只要看工聯會歷史，教
育、醫療也不是勞資問題，為何往昔要搞勞
校、醫療所、留產所呢？工會到地區家訪，
也不是開口埋口說勞工權益，還會談家庭事
及子女經，總之會員需要的，我們就要盡力
配合」
。

但與此同時，勞工問題必須看重，不能顧
此失彼。棠哥說，工聯會近年積極搞培訓工
作，鞏固新工會及骨幹成員對勞工問題的認
知，今後亦期望與北京勞動學院合辦工會課
程，提供更正規的訓練，力爭最快於明年招
生。
隨 選舉成為港人生活一部分，棠哥轉守
為攻，彰顯「參政為勞工」的精神，力求把
300多萬勞工的聲音帶進議會，「誰提出最
低工資、標準工時、退休保障？就要靠打工
仔代言人」。他細說，昔日工會在外抗爭，
只能發揮五成功力，「港英年代，我們沒有
辦法，在建制外喊得聲嘶力竭，也往往因為
無票而被漠視，但今天當工會也能躋身議事
堂，政府及社會就要聆聽勞工訴求」
。

港

席，2011年，單以工聯名義參選的30人成功
當選，落選的也取得3,000多票，雖敗猶
榮。」9月立法會選戰在前，工聯會全力爭
取在5區直選、超級議席及勞工界方面，共
取得8個席位，「倘若能由昔日2個勞工界席
位，到新一屆起碼在立法會佔十分一席位，
總算對工會有一個交代了」
。

■工聯會近年開拓更多內地服務中心。
圖為該會駐穗諮詢服務中心。 資料圖片

粹在「借來的地方」做生意，抱 「隨
時走人」的心態，故此根本沒有保障勞
工的措施可言。但特區政府的組成，猶
如各階層的縮影，致力平衡各界權益，
而在兩名行政長官推動下，他樂見勞工
界取得一定成績，但未來仍需努力，尤
其是香港經濟結構陷入深層次矛盾，資
本集結及壟斷式發展令中小企經營困
難，每當勞工界爭取權益時，難免令他
們隨即反彈。

勞工法雖優化 基層怨氣未消

回歸後，勞工權益抬頭，去年5月1日
《最低工資條例》實施，香港法定最低
工資為每小時28港元，更被視為勞資雙
方在談判桌上的豐碩成果。長期為打工
仔發聲的鄭耀棠形容，這15年來，勞
方、資方走了一個「講道理」的過程，
但打工仔只能淺嚐勞工法例不斷優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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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霜，實質生活依舊苦澀。工會今後勢
必致力促請港府檢討最低工資及制定標
準工時，強調基層勞工「只求分享成
果，非求均分財富」，呼籲財團、僱主
發財立品。
棠哥表示，以往港英政府只看重資方
利益，大老闆對香港沒有根的感情，純

日子有功，港人在回歸後，點滴建立了「香
港是我家」的概念，對國家的認識也發生了變
化。棠哥與朋友暢談年輕一代的家國觀念，席
間有人分享：「以往不少後生仔對內地不屑一
顧，連回鄉證也懶得申請；但機緣巧合，一次
踏足內地，才發現當地的先進發展。」有朋友
亦笑說：「香港洗牙動輒400多元，在深圳50元
搞掂，設備技術先進，一躺下，電視機升上
來，一邊洗牙，一邊看節目。」
棠哥坦言，以往好多人對內地不認識、不了
解，道聽途說便信以為真，但看到過、感受
過，才體會到國家發展之快。不過，在讚嘆聲
中，有人就唏噓時不我與，香港與內地「風水
輪流轉」。他強調，內地發展機器一「撻 」，
摩打即火速運轉，港人與其擔心自身不足，倒
不如發力加把勁，改寫「落後他人」的結局。

既有普選階梯 籲勿輸給時間
他亦堅信「一國兩制」是偉大創舉，但畢竟
是新事物，必須花很大決心及代價去落實，無
論誰上場帶領特區政府團隊，也可能在挑戰中
碰得焦頭爛額，但世上沒有風水先生，一定要
經過實踐，才知成敗，「外界總不能瞇埋眼批
評這樣不行，那樣不可以」
。
回歸後的政壇風起雲湧，在跌跌碰碰中總算妥
協出一道普選階梯，但回望蹉跎了的歲月，棠哥
不禁慨嘆，反對派既然要民主發展，自身也應以
新思維面對新挑戰，否則只會裹足不前、進退失
據。他以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為例指出，在3司2
副司14局方案一出台，就以「疊床架屋」
、「浪
費公帑」等口號連聲反對，香港最終只會輸給時
間。他說，香港回歸只有15年，已逐步走上民主
道路，但在契機中，更加要審慎走每一步，「經
濟有發展周期，有回頭一天，但任何政治改革、
政制發展，一開了頭，就回不了」
。

籲反對派求變 學會妥協發展
展望香港下一篇章，棠哥希望，不論是新一
屆政府、政黨政團及社會各界，都要先反思及
檢討自己。他尤其寄語反對派要別人另眼相看，
要社會真正進步，就要先拿出改變的勇氣，跟內
地打交道，學會妥協發展，以免被他的朋友言
中：「口裡說爭取民主的人，實質最反民主，因
為一旦爭取成功，他們就失去存在價值了。」

港人治港新里程 社會同歡慶
身為香港各界慶回歸籌委會執行主席的「棠
哥」鄭耀棠，多年來籌辦慶祝活動，與港人歡
慶七一，「以往寄人籬下沒有值得高興的，但
香港回歸標誌進入『港人治港』的新里程，這
天恍如香港及香港人的『生日』，一年365日就
只有這一天，當然是值得慶祝的一天！」

家

籲財團立品 盼港府裁判

■工聯會請願促請港府盡快為標準工時立法。

兩地增進了解 港人加把勁

為

去年參選區會30人當選
工聯會於2007年及2008年不動聲色，為參
政議政進行測試，一鳴驚人。棠哥說：「工
聯會由零開始，在07年區議會選舉首奪21

耀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細說

人滿腦子擔憂，『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是
否真的？反對派更揚言：外出旅遊後不能入
境。但經過15年，港人的政治意識及公民教育
概念都有很大進步，昔日與國家的距離也拉近
了，這些都值得我們驕傲」
。他形容港人由往昔
的政治冷感，到今天會用政治眼光分析香港事，
「以前好多人覺得好多問題『唔關我事』
，但走過
回歸歷程，我們學會關心香港事，因為香港係我
屋企，有任何不妥當都希望合力辦好」
。

練，有所提升。至於他，最樂見港人15年來，點滴建立了「香港是我家」

理。

鄭 15年香港回歸風光，「回歸前，不少香港

棠哥形容，這15年來，即使勞工法例
不斷優化，但這些對基層的照顧，很快
又被另一波蓋過，勞工怨氣一直積累，
「以往加班有補水，一個個鐘計算，但
一個金融風暴，所有福利泡湯，那份薪
水縮了水也要『乾啃』。」熬過了風
暴，老闆卻「側側膊」，因為回歸後，
不少大企業壟斷市場發展，小本經營漸
漸被取代，對地產商產生不滿情緒，
「昔日街市興旺，但今天都被大型超市
趕盡殺絕，如今各行各業面對貴到飛起

的租金，但大家知道租金無得傾，慳水
電煤又慳不了多少，唯一出路就只能減
人手、削福利」
。

「有共識才執行」 並不現實
下一仗，工會致力促請港府檢討最低
工資及制定標準工時。棠哥預期僱主勢
必反對，但所謂達成共識才執行並不現
實，呼籲港府必須充當裁判，「在衡量
得失後，有責任作出裁決，令工人活得
有質素」
。
他慨嘆回歸後工人生活素質不進反
退，「只有工作及更拚命工作」，休息
時間及娛樂時間大減，與家人團聚相處
的機會也不多，「5人工作量由3個人分
擔，薪水卻不加，最終輸了生活甚至健
康。」
儘管大財團利益難以動搖，資方亦有
千百萬個反對理由，但棠哥強調，再困
難，工會也定必與他們周旋到底，「你
搵到食，理應跟打工仔分享成果，我們
不是要平均分配（財富），但你發財，
也要立品」
。

■工聯會第35屆常務理事會選新一屆負責人。原會長
鄭耀棠（右二）及原副會長陳婉嫻（左一）獲推選為
榮譽會長，原副會長林淑儀（左二）升任會長，理事
長吳秋北（右一）成功連任。
資料圖片

手術後悟珍惜 交棒更堅定

去年一次五節頸椎受損，令向來游刃政圈的「棠
哥」悟出人生道理：「一切事和物，也要珍惜，免
得失去時悔疚。」回歸前，棠哥經歷了膽囊切除手
術；回歸後，頸椎也「挨了一刀」
。他坦言，自己
天生樂觀，但當病情急轉直下，「行也行不了」
，
大小二便也不能自控時，他決定請著名大國手為他
動手術，「推進手術室時，我沒有思考過一旦半身
不遂，日子將如何過，只當作打一針，在手術室小
睡片刻」
。
說來輕鬆，但突如其來的一場病，足足煎熬了棠
哥一整年，可幸手術後，他重回活動自如、鬼鬼馬
馬的日子，還多了一分領悟，學懂「珍惜當下」
。
「今天不做的事，今天不見的朋友，可能今後也沒有
再做、再見的機會，所以無論對家人、朋友，以至
微不足道的事，也要珍惜，看他們矜貴的一面。」

出盡牙力 終「成功退位」
這場手術也催生了棠哥的工聯會交棒計劃。他細
說，工聯會規定領導層60歲退休，自己早在55歲已
提出接班問題，豈料卻「無人睬我」
，因此上屆只
能「再坐一會」
，至今年換屆前夕，會內兄弟姊妹
還繼續打他主意。「好多人換屆前仍問我，是否真
的不願意再做會長，個個好似當我的接班大計是開
玩笑，最後我再三真誠地請領導層考慮讓我退下
來，真的不做了。」結果，棠哥出盡牙力，終於退
下會長崗位，但在盛情難卻下，與工聯會副會長陳
婉嫻雙雙榮登「榮譽會長」，在新平台延續對工
會、對勞工的支持，皆大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