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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證 出 生 無 基 本 權

「「假樂土假樂土」」又如何又如何
「「幽靈童幽靈童」」仍坎坷仍坎坷

歐洲難民潮逐漸衍生與難民相關的法律問題，歐洲無國籍網

絡(ENS)昨日發表報告指出，鑑於各國在國籍法上的缺失，

難民在歐洲誕下的兒童，可能淪為「幽靈人口」，一生沒

有國籍，失去基本權利。他們縱然在歐洲「樂土」出

生，命運卻一樣坎坷。

聯合國估計，全球無國籍人口約有1,000
萬，歐洲則有60萬人沒有國籍。他們

大部分非常貧窮，也難以獲得醫療及教育等
服務。
目前大批難民逃到歐洲，但ENS分析歐

洲47個國家的國籍法及嬰兒出生登記等法
律後發現，外國人所生小孩不能獲得歐洲
公民權，加上難民的身份證明不少已遺失
或被毀掉，許多難民的嬰兒可能沒有國
籍。以敘利亞為例，當地法律規定假如嬰
兒的父親去世，小孩將不能自動繼承母親
的國籍，令他們失去基本公民權利。
報告共同作者范瓦斯估計，單在土耳
其，難民已誕下多達6萬名嬰兒，他呼籲
歐洲國家修改相關法例，容許在境內出生
的無國籍嬰兒自動擁有國籍。

東歐外長會面 匈擬出動軍隊
大量難民持續湧入歐洲，匈牙利、克羅
地亞及斯洛文尼亞一度「封關」，企圖阻
止難民經當地前往西歐，但匈牙利及塞爾
維亞兩國內長會面後，決定解除邊境封
鎖，讓難民進入匈牙利。
多國相繼放行難民，送他們到奧地利邊

境，上周末約有2.4萬名難民湧入奧地利，
大部分是經匈牙利入境，但匈外長西亞爾
托仍稱會採取更強硬手段守衛歐洲邊界。
匈牙利國會昨更通過法案，授權政府出動
軍隊應付難民，其間軍隊可使用橡膠子彈
和催淚氣體等。
東歐多國昨日舉行外長會議，商討難民危
機，歐盟今日亦會召開內長會議，明日則召
開緊急峰會。法國總統奧朗德強調，歐盟所
有國家均不能逃避接受難民尋求庇護的責
任；波蘭總理科帕茨稱該國只會接收「象徵
式數量」的難民；德國內長德邁齊埃則促請
各國直接從源頭接收難民，以免助長偷渡集

團，強調難民會被帶到安全地方，但不一定
是歐洲。

美兩年增收3萬人 呻無錢
美國國務卿克里前日宣佈，未來兩個

財政年度會在全球額外增收共3萬名難
民，接收難民總數將增至18.5萬。克里
稱，華府在「911」恐襲後加強對難民
的安全審查，但撥款未有相應增加，會
繼續跟國會協商，在確保國土安全的前
提下接收更多難民。前國務卿希拉里則
促請美國擔當更重要角色，接收6.5萬名
敘利亞難民。

■《每日郵報》/《衛報》/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德國估計今年會接收多達100萬名難
民，但當局並非來者不拒，估計會拒絕近
半庇護申請。不少難民為反抗遣返令，不
惜扭盡六壬，包括鑽法律漏洞，或是改信
基督教以獲得教會收留。面對難民不斷湧
入，據悉德國已着手修訂法例，不再提供
大筆援助金，而是只提供少量食物，迫使
庇護申請被拒的難民盡快離境。
數據顯示，德國庇護審批制度對敘利亞
人最寬鬆，約86%會獲得不同形式的難民
身份，伊拉克人及厄立特里亞人亦分別有
82%及80%個案獲批；相反若來自阿富汗

則只有30%，科索沃或阿爾巴尼亞的更是
接近零。不過申請被拒絕不代表強制離開
德國，若難民能夠忍耐兩年，便有機會利
用制度漏洞，可望獲得永久居留權。
難民要反抗當局遣返命令也不乏手段，

例如可以透過上訴等程序拖延時間，即使
被要求即時離境，只要在飛機上大吵大
鬧，甚至只需表明自己並非自願登機，機
員普遍會要求他們落機，而根據德國法
例，當局此時已再無權拘留難民，只能目
送他們自由離開機場。
另邊廂，不少難民身上並無身份或國籍

證明文件，亦增加德國當局遣返時手續上
及物流上的困難。數據顯示，去年被下令
遣返的3.5萬名難民中，只有4,700人離
境。

改信基督教 教會收留
難民另一個手段是教會，只要是基督徒

或表示願意轉信基督教，教會普遍樂於收
留，而政府按傳統一般不會介入。報道
指，德國各地297個教會目前收留了452
名被要求離境的難民。

■《華盛頓郵報》

歐盟各國處理難
民潮弄得一團糟，非歐

盟國家瑞士在處理難民庇護
申請的效率極高，備受聯合國
難民署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揚。
瑞士上周五更承諾，如果歐盟決定
推行配額制，會接收1,500名難民。
有分析認為，相比其他歐洲國家，儘
管瑞士處理的難民較少，但做法仍值
得他國借鏡。
抵達瑞士的難民數量雖然不多，但難

民問題在當地仍屬政治敏感議題，國內
最大政黨瑞士人民黨一直堅決反對採取可
能鼓勵難民湧入的措施。不過該國現行制
度確實有效處理難民問題，5個難民中心
快速審核難民庇護申請，按固定限額把
最有機會獲批庇護的難民送到各州。
為精簡過程，國會最近還通過把審
批庇護的過程縮短至140日，又
為難民提供免費律師。
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斯塔
哈爾讚揚瑞士當局的做
法，令難民得以安全地重
建新生活及與家人重
聚。當局優先處理逃
避戰火的難民，容
後 處 理 經 濟 難
民，亦成為其他
國家庇護政策
的榜樣。不
過難民署同
時批評瑞
士 「 臨
時 收
容」的
安排，
限制難
民家庭
團聚和
工作的
權利。
■路透社

在 湧
歐 的 難 民 潮
中，有7名阿富汗
傳譯曾替北約部隊工
作，在部隊離開後，他們
不獲西方庇護，由於擔心遭塔
利班組織報復，他們被迫逃難到歐
洲，形容自己被曾冒險效勞的國家遺
棄。
在北約部隊駐紮阿富汗期間，先後有數

千名阿富汗人獲聘擔任傳譯。塔利班指他們
曾為「敵人」工作，威脅殺死他們及其家人。
40歲的納吉布操流利英語、法語等5種語

言，曾為駐阿法軍擔任傳譯7年。法軍離開時，
他哀求法軍把他帶走不果。他表示，他和幾名
親人為了前往希臘，向蛇頭支付7,000美元
(約5.4萬港元)，親人卻因偷渡船翻沉而葬身
大海。另一名前傳譯阿卜杜勒曾兩次申
請移民德國被拒，他說別無選擇，唯
有偷渡到歐洲。45歲的尼薩爾曾為德
軍及法軍效力11年，西方軍隊離開
後，他面對的威脅愈來愈大，最終決
定為了家人安全，隻身逃離阿富汗。
26歲的沙菲曾任職駐阿英軍高級傳

譯，並曾為2011年到訪的英國首相卡梅
倫任傳譯，他今年較早時向英國尋求庇護
不果。

■《每日電訊報》

希臘前日結束大選後點票結果顯示，
前總理齊普拉斯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獲
35.5%選票，最大反對黨新民主黨只獲
28.1%選票，意味前者出乎意料地以明顯
優勢取勝，而非民調預測的不相上下。齊
普拉斯雖然再度當選總理，但仍要籌組聯
合政府，而且希臘目前削赤速度無法達到
國際債權人要求的目標，意味該國須進一
步緊縮。
激進左翼聯盟獲145個國會議席，僅欠5
票就能取得半數，仍要與「獨立希臘人」
黨等較小黨派聯合執政；新納粹主義政黨
「金色黎明」則一如預料成為第3大黨。
希臘新政府首要任務是凝聚社會共

識，落實第3輪救助協議，並繼續就希債
與債權人談判，以繼續獲取援助。新政府
將推出的措施包括修改2015年財政預
算，改革退休金制度及入息稅，並開放市
場及加速國營企業私有化，以達到債權人
要求。
新政府另一任務是盡快取消資本管

制，避免希臘國內銀行全面倒閉，還需尋
求其他方法削減債務以及應對難民潮，並
盡力維持聯合政府的穩定，避免短期內再
舉行大選。縱使大選塵埃落定，經濟危機
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希
臘除非能顯著減少債務，否則經濟無法全
面復甦。分析指，由於希臘仍全面推行緊

縮政策，債務寬免亦少過預期，希臘未來
需要強勁和迅速的經濟增長，來達到援助
條件所要求的增長和削赤目標，為此希臘
須推行更嚴苛的緊縮措施。

中方賀勝選 歐盟籲快改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祝賀激進左

翼聯盟贏得大選，並指中方始終高度重視
發展與希臘的關係，願與希臘新政府攜手
努力，持續推進雙方各領域交流與合作，
推動中希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不斷向前發
展。歐盟亦祝賀齊普拉斯，但同時指希臘
須盡快落實改革，不可再浪費時間。

■法新社/路透社/《衛報》/新華社

齊普拉斯意外大勝 希緊縮恐更嚴苛 希臘新納粹主義政黨
「金色黎明」黨在大選保
住國會第3大黨地位，但較
1 月大選流失 9,000 張選
票，在飽受大量難民湧入
困擾的愛琴海東部小島列
斯伏斯島、科斯島及薩摩
斯島，支持率則不跌反
升，反映難民危機為鼓吹
反移民的金色黎明黨開拓
更多票源。
其中在列斯伏斯島，

4,197 名選民投票支持該
黨，得票率7.85%，較上次
大選多出逾3個百分點；在
科斯島及薩摩斯島的得票
率亦升至8%及7.6%，分別
增加 2.55 及 2.12 個百分
點。
研究極右思想的專家普薩

拉斯指出，過去兩個月大量
難民湧到希臘各島嶼，導致
居民與難民之間關係緊張，
希臘政府向當地提供的援助
寥寥可數，「金色黎明」黨
趁機宣傳，爭取到不少居民
支持。該黨過去數年於首都
雅典住有不少阿富汗移民的
貧窮地區亦相當活躍。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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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普拉斯大轉軚
年初競選承諾及當選後

緊縮及援助︰結束緊縮政策，拒絕國際債權
人的嚴苛援助條件

償還外債︰逼國際債權人削減希臘部分債務
增加收入︰政府全面停止出售國家資產
脫離歐元區︰曾揚言準備脫歐計劃

後來態度
緊縮及援助︰接受第三輪援助，繼續推動緊

縮政策，聲稱會尋求改善援助
條件

償還外債︰沒再多談削債，僅強調債務重組
增加收入︰已接受的援助方案包括國家資產

私有化
脫離歐元區︰重返緊縮路線，變相接受希臘

留在歐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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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鑽法律罅 千方百計留德

■齊普拉斯(右)與「獨立希臘人」黨領袖見
面，商討籌組聯合政府。 路透社

■■激進左翼聯盟支持者在雅典揮旗慶祝勝選激進左翼聯盟支持者在雅典揮旗慶祝勝選。。 美聯社美聯社

■■匈牙利解除邊境封鎖匈牙利解除邊境封鎖，，大批大批
難民獲放行難民獲放行。。 美聯社美聯社

■敘利亞難民搶
灘抵達希臘小
島，小女孩嚇得
哭起來。 美聯社

■■一名敘利亞女子一名敘利亞女子
因孩子走失而在哭因孩子走失而在哭
泣泣。。 法新社法新社

■■齊普拉斯高舉雙手齊普拉斯高舉雙手，，一一
副吐氣揚眉樣子副吐氣揚眉樣子。。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