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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幫「老友」就業 綜援門檻先升
下月起領取年齡60歲改至65歲 民記工聯齊批不近人情

2021年人口普查擬工廈抽樣

隨時待命 從心出發
—處理香港留學生新西蘭交通意外側記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唐曉筠

香港新聞A8

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20192019年年11月月88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9年1月8日（星期二）■責任編輯：陳啟恒

外 交 公 署 領 保 專 欄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協助在外
香港居民小組」（小組）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為
身在外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即時、適切和可行的
協助。縱使小組成員對處理突發事件有豐富的經
驗，大家亦已磨練出一身迅速應對和專業的好本
事，每當接獲求助案件時亦不會掉以輕心，總是時
刻保持最高警覺。

新西蘭一直是香港人旅行、申請工作假期和升學
的其中一個熱點。2018年8月25日晚上，小組接到
中國駐克賴斯特徹奇（基督城）總領館通知，得悉
一名年僅16歲的香港留學生陳同學剛在新西蘭南
部城市但尼丁市不幸發生交通意外，腦部出血，身
體多處骨折，已被送到當地醫院搶救，恐有性命之
虞。由於情況危急，總領館要求小組盡快聯絡他在
香港的父母。小組成員掛斷電話後，心裡都替陳同
學感到擔憂，在確認他的身份後，立即聯絡他的父
母。

不出所料，父母接到小組來電通報後悲到六神無
主，十分驚惶失措。雖然已是夜深，他們

仍決定馬上啟程趕赴當

地。小組一方面提醒他們出發前需要準備的事項，
另一方面馬上聯絡航空公司和入境處機場管制站的
同事，以協助陳父母順利趕上航班，不致延誤了他
們跟兒子見面。經過跟不同單位的緊密溝通和協
調，陳父母終於在最短時間內成功趕上當晚的航
班。

人在外，遇到事故更感徬徨無助，幸得總領館與
小組無間斷協調及全力在當地給予實在的支援，使
陳父母的心得到了依靠。總領館早在接案後已即時
派員到醫院了解情況，小組亦把家人之航班信息預
先通報總領館，並商請總領館安排領保聯絡員在當
地接機和預備好前往醫院的車輛。縱然事故發生在
香港以外，在處理每宗求助個案時，小組都是憑藉
專業的態度、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同理心，不分晝夜
地為遇事港人和其家人提供最適切的協助。

陳父母抵達當地後便立即趕往醫院。眼見兒子命
懸一線，接受了腦部急救手術後，仍需留在當地醫
院的深切治療部，他們最希望安排醫療運送把兒子
盡快送返香港就醫。小組跟陳父母保持緊密溝通，
了解陳同學的情況和家人的期望後，努力且不懈地
跟總領館、當地院方醫生、駐院社工和保險公司等
作全方位溝通斡旋。

與此同時，小組亦把個案轉介至香港的社會福利
署和醫院管理局，為日後陳同學送返香港就醫預作

準備。小組希望能為陳父母帶來最全面的支援，使
他們在身陷困境時，仍然感受到香港特區政府對他
們的支持和關心。

幸得當地醫院悉心照顧，陳同學雖然仍處於昏迷
狀態，但已度過了最危急的情況。經小組安排，陳
母、當地醫生和香港醫院管理局醫生進行了多次電
話會議，並就陳同學之病情取得共識，為日後在港
治療作好準備。小組亦隨即開始着手安排陳同學回
港的細節。

各個單位眾志成城，日以繼夜協調，最終院方醫
生經評估後認為陳同學的身體狀況合適作醫療運
送，陳一家在兩名當地醫護人員陪同下於10月16
日早上順利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小組亦預先跟機場
管制站的同僚和保險公司做好協調，確保陳同學和
醫療團隊能夠用最短時間完成入境手續，並登上早
已安排在機場禁區內的救護車。在送陳同學去醫院
途中，小組再次通知醫院管理局同事，好讓院方作
最好準備迎接陳同學的救護車。

陳同學終於順利在各方配合下回港繼續接受治
療。經歷了近兩個月的溝通後，我們感受到陳父母
對入境處的高度信任。最令我們振奮的是陳父母甚
至已經視小組成員為朋友，他們在返港後仍然跟小
組保持聯絡，並告知小組有關兒子的最新情況。小
組一直對陳同學的關懷不減，在此祝願他早日康

復，身體健康。
世事無常，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

1868求助熱線依舊響起，小組憑藉專業的態度、豐
富的工作經驗和同理心，不分晝夜為遇事港人和其
家人提供最適切的協助。小組成員要時刻具備穩定
的心理質素，專業地把事實通報在港家人，理解他
們的反應和情緒，協助遇事港人尋找安慰和轉機。

我們盼望在外遇事、意外受傷、甚至遭遇不幸的
港人，都能夠早日平安回家。願人人
平安無恙，世界和
平無災。

■新西蘭南
部城市但尼
丁。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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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個人信貸資料庫
環聯去年出現保安漏洞事件，有媒體透過網上查
詢系統，取得行政長官等官員信貸資料，立法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有關事件，環聯向公眾
致歉，不過，該公司同時批評有關傳媒冒充他
人。有議員批評事件反映環聯不受規管，並要求
將信貸查閱機構納入金融機構條例之下直接規
管。私隱專員公署表示，完成今次事件的調查
後，會與政府研究修改私隱相關的法例。
在會上， 環聯資訊有限公司香港區行政總裁

王芳指，就事件對公眾造成的憂慮致歉，並稱環
聯已聘請獨立第三方審視安全架構，完成審查前
及妥善解決所有相關安全問題前，不會恢復網上
服務。王芳又說，事件後，環聯已經加入不同保
安步驟，包括雙重驗證。
環聯指《明報》去年11月在環聯網上查詢系

統，輸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官員資料，取得他
們的信貸報告，王芳認為事件並非數據洩露，而
是有目的故意冒認他人事件。「我們對事件感到
遺憾，有記者冒充一些政府官員，未經授權下獲
取其信貸資料。我們對三名直接受到影響的官
員，致深切道歉。」

葛珮帆批監管不力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批評政府監管不力，「接

近無王管的情形下，可以任意讓其他人取閱，這
是很嚴重的缺失。」
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則要求將信貸查閱機

構納入金融機構條例之下直接規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孫玉菡表示，事

件焦點在於涉及保障信貸資料及個人資料私隱問
題，而非金融市場問題，而有關問題已受《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及《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
則》規管，她表示暫時無意改變規管信貸報告查
閱機構的方法，將其納入金融機構條例之下直接
規管。

私隱專員：環聯或違私隱例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會待完成調

查後，再與政府研究現行私隱條例有否修改空
間，他又認為，環聯可能違反私隱條例，正對環
聯進行循規調查，並同時審查5間提供查閱簡易
環聯信貸報告平台的公司。
《明報》編輯部回覆媒體查詢時則表示，曾

發出聲明指在採訪過程中，發現環聯信貸資料庫
有保安漏洞，深入採訪時蒐集一些個人資料，作
確認和支持報道之用，強調在過程中，只是以人
力重複嘗試的手法，進入系統測試漏洞，並非以
欺詐手法獲取資料，亦不涉及濫用，獲取的資料
只用作報道，報道完成後已全數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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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香港人均壽命延長，以及退休年齡
延至65歲的趨勢，特區政府於前年提

出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改
為65歲。社會福利署表示，經調整電腦系
統及作相關準備，政府將在下月1日落實有
關安排，而在當天前已領取長者綜援的60
歲至64歲人士均可獲豁免而不受影響。
同時，殘疾或健康欠佳的受助人，綜援

金額亦不受影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及柯創盛昨日
表明反對措施，認為政府對60歲至64歲的
長者就職和生活支援不足下，貿然調整年
齡，是剝削有需要長者應有的福利。
他們指，現時政府對長者的就業支援不
足，若要鼓勵較年輕長者繼續工作，不應
從削減福利着手，而應增加支援。
他們並批評，收緊長者綜援資格的措施
是倒行逆施、自欺欺人的舉措。

柯創盛批等同削長者福利
柯創盛指出，在新安排下，日後60歲至

64歲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只能申領成人綜
援，但每月的標準金額為2,525元，與長者

綜援金額的超過3,585元現金津貼比較，相
差約1,000元，還未計算長者綜援可獲得的
其他補助等，故新安排等同削減長者的福
利。
他又提到，部分領取綜援的較年輕長

者，更屬長期病患者，難以從事長期工
作，故十分關注這些受影響的申領人。

郭偉強盼暫緩方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批評，現時本

港並沒有法定退休年齡，政府強行將長者
綜援門檻由60歲改為65歲是沒有依據的，
又形容對60歲至64歲的長者而言，重新尋
覓一份工作亦非易事，參加自力更生計劃
或「白行一趟」。他希望政府撤回不近人
情的做法，並對長者予以體諒，暫緩調整
領取長者綜援的資格。
此外，社署發言人表示，政府早前按既

定機制，因應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的變
動，建議把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金額及公
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及傷殘津貼金額調高2.8%，相關建議已
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

兩項計劃調整共惠及約126萬人，政府為
此將每年額外投放12.53億元。

生果金加40元 高額長津增百元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俗稱「生果金」

的高齡津貼將增加40元，至1,385元；普通
長者生活津貼增加75元，至2,675元；高額
長者生活津貼則增加100元，至3,585元。
發言人續說，同日起綜援計劃下的租金

津貼亦將根據既定機制，按甲類消費物價
指數中私人房屋租金指數的變動作出調
整，租金津貼的最高金額將會調高2.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

祖）社會福利署昨日宣佈，領取長

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下月 1 日

起，從現時的60歲改為65歲。多

個政黨批評措施不近人情，剝削有

需要長者應有的福利，並建議政府

應從增加支援着手，鼓勵長者繼續

工作，而非削減福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每10年進行一次的人口普查，以
搜集本港人口的社會經濟特徵最新
資料。政府統計處表示，初步計劃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展開人口普
查，為期36天。由於現時有顯著人
數的市民居住在工廈，故會抽樣到
工廠大廈普查。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昨日
討論籌劃2021年人口普查事宜，
政府統計處會繼續採用多模式資料
搜集方法，例如電子問卷、電話訪
問、郵寄及面談訪問。
政府統計處助理處長（社會統
計）羅翠鳳昨日表示，初步計劃於
2021年6月30日起的36天內進行
人口普查，分為兩階段，首階段集
中於自行填報，第二階段為面談訪
問，九成住戶回答短問卷，一成回
答長問卷。
統計處計劃在今年2月，向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超過兩億
元，需要提供2021年人口普查所
需的電腦設備和服務，用作購買器
材及提升或開發系統，以支援人口
普查的前期準備工作、實際運作及
後期工作。
多名立法會議員在會上關注處方
如何統計工廈住戶。政府統計處處
長鄧偉江認同隨着社會變化，有顯
著人數的市民居住在工廈，如觀
塘、荔枝角、大角咀等地區的工廈
均有人居住。

拖鞋「蝦殼」判斷「有冇人住」
他表示，統計處內部會在人口普

查前製作抽樣框架，並派專業訪問
員到工廈抽樣。
他強調，會因應特性給予額外時

間予專業訪問員，避免受時間所限
而有遺漏，又指要判斷工廈單位是
否有人居住並不難，可從拖鞋、垃
圾桶內的蝦殼等細節得悉。
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質疑，為何統

計處不使用大數據的資料，或更智
慧的方法搜集人口普查的資料。
鄧偉江回覆時指出，香港市民對

私隱相當敏感，相信若將社會福利
署、醫管局等資料以身份證作串
連，現時社會氣氛未必能接受，
「如果社會容許這樣做，我是很願
意的。那是一個『寶藏』。」

■柯創盛批評，提高長者申領綜援門檻至
65歲，等同削減長者福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本港人口普查將於2021年展開，政府計劃屆時抽樣到工廠大廈普查。
圖為大角咀工業大廈林立。 資料圖片

■每 10 年
一次的人口
普 查 將 於
2021 年 展
開 ， 為 期
36 天。圖
為 2011 年
人口普查訪
問員制服及
裝備。
資料圖片

■社會福利署昨日宣佈，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下月1日起，從現時的60歲改為65
歲。 資料圖片

紅磡站再驗8筋 3支不達標
路政署昨日深夜再公佈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擴建

工程部分全面評估策略第二階段開鑿混凝土檢測
的最新結果（截至1月7日），在8個開鑿混凝
土檢驗結果中有3支鋼筋不達標。
另外，在東西走廊月台層板再發現一個未經連

接的螺絲帽及鋼筋。
最新鑿開的位置是位於東西走廊C3區月台層
板，以及南北走廊香港體育館區。以一支鋼筋最
少要扭入37毫米標準計算，8支鋼筋當中有3支
不達標，最短的只有28.54毫米，其餘的是34.99

及35.32毫米，而外露扭紋數目分別為3個至4
個、兩個至3個，以及1個至兩個。
路政署又指，於東西走廊C3區月台層板近西
面連續牆底部的測試位置，再發現有一個未經連
接而未能進行測試的螺絲帽和鋼筋，螺絲帽和鋼
筋之間存有小間隙，而螺絲頭約有兩三個扭紋。
連同早前開鑿混凝土檢測的結果。
直至目前為止，47支鋼筋之中，共發現有15
支鋼筋扭入螺絲帽長度不達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