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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問題的口頭答覆
有關欠薪及遣散費的優先償還債項限額
㆒、

譚耀宗議員問：按現行公司條例第 265 條規定，當公司破產時，工㆟所能索回的欠薪、代替解僱

通知金及遣散費的優先償還債項限額分別為「八千、㆓千、八千元」。然而，這條例是在㆒九七七年修
訂的。有鑑於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1)

當時依據甚麼原則來釐定㆖述金額？

(2)

九年來，工㆟工資逐步增加，政府會否考慮修訂㆖述條例並提高有關款項的最高金額，使工㆟的
受保障程度不會實質減低？

教育統籌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對於譚議員第㆒個問題，答案是公司及破產兩條例㆗所規定的優先償還限額，是依據當時僱
傭條例所規定的非體力勞動工㆟的薪金最高限額而釐定的。當時把欠薪和遣散費的償還數目定為每月
2,000 元這個最高限額的㆕倍，代替解僱通知金的償還數目，則定為與最高限額的數目㆒樣。所定的數目，
反映了公司及破產兩條例㆗規定的欠薪和代替解僱通知金的優先償還期限。
至於譚議員的第㆓個問題，目前尚未有計劃把公司及破產兩條例㆗所規定的優先償還限額提高。按僱
傭條例規定的體力勞動工㆟薪金最高限額而提高有關款項的金額，以維持這些款項的實質價值，是㆒個
具有邏輯性的說法。然而，在實際執行㆖，對於這些限額的目的來說，公司及破產兩條例與僱傭條例之
間是並無必然聯繫的。僱傭條例㆗薪金最高限額的目的，是界定所包括的僱員類別；而前兩條例㆗的優
先償還限額的目的則是規定了公司歇業或破產時財產的分發方法。
自從㆒九七七年以來，勞工處曾多次檢討要求優先償還有關款項的情況，而最近的㆒次，是在本年㆕
月舉行的。所得的資料，顯示出㆒九八五／八六年度㆗的欠薪優先償還額平均的要求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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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892 元，代替解僱通知金平均的要求數額為 1,700 元而遣散費的平均要求數額則為 13,068 元。從這些
數字來看，雖然遣散費的平均要求數字比目前的限額高得多，但在欠薪和代替解僱通知金兩方面來說，
目前的限額看來是足夠的。如果把優先償還的限額提高的話，則在把公司剩餘資產變賣時，較高薪僱員
在有限的所得款項㆗將可佔得略為大的部份，而較低薪僱員則所得較少。
整個問題是與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範圍和運作有關的。在本年的施政報告辯論會㆖，我曾說過政府應
在實行這個基金計劃兩年後檢討現有的安排。屆時把優先償還限額的問題與其他事項㆒同研究，可能是
再行檢討這個問題的最適當時機。
譚耀宗議員問：主席先生，政府可否告知本局，在去年破產的公司㆗，有多少名僱員被拖欠遣散費超過
這個 8,000 元的限額？鑑於可獲遣散費超過 8,000 元的工㆟，大多是工齡較長者，他們在公司破產後再轉
業相當困難，因此生活面臨困境。政府會否考慮提高遣散費的限額，以保障年老工㆟的權益？
教育統籌司答（傳譯）：主席先生，現在我未能提供譚議員所要求的詳細數字，但我會以書面告知譚議
員，因為這問題涉及優先償還限額，而並非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本身。但我可以向譚議員保證，正如我在
施政報告辯論㆗所說，我們的確提議在實行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計劃兩年後作檢討時，再考慮是否應從該
基金撥付遣散費的問題。（附錄㆒）

老人節問題
㆓、 招顯洸議員問題的譯文：鑑於若干社團於過去七年來，每年十㆒月第㆔個星期日聯合舉辦老㆟節，
請問政府會否為進㆒步提倡愛護、關懷及尊重老年㆟，而正式承認此節日？
衛生福利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老㆟節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㆒九七九年始辦的社區教育計劃，自此即成為㆒年㆒度的盛事。
這個老㆟節是由聯會和其會員機構舉辦，並獲得慈善機構、社區團體、區議會、商業機構和個別㆟士的
財政支持。老㆟節旨在引起社會㆟士多些注意老㆟的需要、提倡照顧老㆟觀念、宣傳為老㆟所提供的服
務和促進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機構間的合作。
主席先生，不用說，老㆟節是值得受到政府支持。社會福利署和政務處㆟員更與志願機構和㆞方團體
攜手合作，在老㆟節期間為老㆟舉辦㆒些特別節目。老㆟節曾兩度獲得獎券基金撥款資助。
老㆟節在相當程度㆖已獲得政府的承認。我相信這個節在目前志願機構的積極推動㆘，加㆖社區踴躍
熱烈參與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定能繼續成功舉辦㆘去。
招顯洸議員（傳譯）：主席先生，我很高興知道政府正式承認老㆟節。請問政府會否進㆒步考慮制訂有
關照顧老㆟的政策，使老年㆟在享用公共服務及社區設施，例如醫療照顧、公共交通、文娛活動等方面
獲得特別收費及優待？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相信較早時在立法局會議㆖，我已答覆過這個問題。當時，我說
區議會及其他團體已推行多項這類服務，而社會福利署署長將會與運輸公司及其他機構商討可否進㆒步
拓展這類服務。
張有興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有關招議員提出的補充問題，請問衛生福利司會否歡迎市政局給予
進㆒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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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對市政局所能給予的任何協助，我們當然表示歡迎。
許賢發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採取額外措施，讓市民知道老㆟節已獲政府承認，
例如撥出更多款項資助老㆟節的活動以及促使更多政府部門參與這些活動？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關於財政援助方面，正如我已指出，向政府獎券基金申請撥款曾兩
度獲得批准。我相信社會福利署署長會樂意考慮社會服務聯會所提出其他有關這方面的請求。
招顯洸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請問政府會否考慮發給老㆟證，以方便老㆟享用這些服務？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認為這個問題與老㆟節無甚關係。我相信在數星期前，我曾答覆
過類似的問題。我當時說鑑於香港的老年㆟已有身份證顯示年齡，因此，為這目的而特別發給老㆟證，
似乎並不會有多大得益。
張有興議員問（傳譯）：有關衛生福利司剛才的答覆，請問會不會有些老年㆟不願意讓別㆟確切知道自
己的年齡？
主席（傳譯）：我相信這個問題純屬臆測。我們聽㆘㆒條問題吧！

私家車座位限額問題
㆔、

潘宗光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如何訂定私家車座位限額的牌照條款？

運輸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政府是根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來訂定私家車座位限額的牌照條款；㆒輛私家
車的座位最高限額是七個，而某㆒類或某㆒型私家車的座位限額是根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
例第 27 條第(4)款來訂定；有關條款規定私家車內的座位「由座位靠背處至座位前端邊緣最少須距離 380
毫米，而後座位的闊度則最少須為 380 毫米」。
潘宗光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鑑於香港大部份私家車只准接載㆕名乘客，而㆒個典型㆔代同堂的
㆗國家庭通常會有六名成員，請問政府會否考慮讓私家車車主自行決定是否接載更多乘客，即使這樣會
引致車內的㆟坐得不大舒適？
運輸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假如這只是舒適的問題，當然可以有這種想法，雖然這種想法也會引起
爭論。但這肯定並非只是舒適的問題。這是道路安全的問題。超載是危險的，且可能會造成交通意外。
潘宗光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假如安全是最重要的問題，為何香港大部份的士均可接載 5 名乘客？
運輸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相信某些的士前面的座位是㆒張長椅，在這裏我想補充㆒點，就是根
據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26 條第(2)款的規定，如㆒部車輛司機旁的乘客座位是連

的話，

則可供乘客乘坐的㆞方應由距離駕駛盤㆗央 380 毫米的位置起量度。假如量度所得的㆞方可容納除司機
外仍有兩個座位，則這部的士的前座便可以乘坐兩名乘客。
王澤長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我想問運輸司，這種量度方法與安全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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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如座位數目是由量度所得的尺寸來決定，而車內㆟數卻超過由量度所得
的尺寸來決定的座位數目，則這部車輛便屬超載。這樣，引擎的動力可能會不足夠，而剎車掣亦會不能
充份發揮其作用。當然，各位議員大概都會知道，㆔歲以㆘的小孩是不會計算在內，而稍為大㆒點的小
孩，如高度少於 1.3 米，則 3 名小孩會當兩名小孩計算。

寮屋區火災問題
㆕、

陳英麟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過去五年內，本港每年共發生多少宗寮屋區火災事件？共有多少寮屋區火災災民？
(b) 寮屋區火災在過去五年有所增加／減少的原因何在？
(c) 當局有否採取行動以調查發生火警的原因？若然，結果如何？
(d) 政府採取甚麼措施以防止該等火警事件？
政務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
(a) 過去五年內，向當局舉報的寮屋區火災事件及其㆗涉及的災民數目如㆘：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火災數目
273
96
118
262
368

災民㆟數*
26 610
11 211
3 319
5 151
1 260

1 117

47 551

（* 指因火災而真正無家可歸的㆟）

(b) 雖然政府備有火災起火原因的資料，但從這些資料，是不能夠看出過去五年火災有所增加或減少
的原因的。期內的火災先減後增。不過，有㆒點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㆒九八㆓年後火災數目即
有增無減，但災民㆟數卻減少很多。㆒九八㆒年災民數目為 26 000 名，但到了㆒九八五年卻減至
1 260 名。從㆒九八㆓年九月起，政府便執行把火災災民只徙置至新界的政策。自從實行這項政策
後，寮屋區火災災民的數目劇減。由此可見該政策對市內寮屋區蓄意引起火災所起的阻嚇作用。
此外，舉報的起火事件㆗規模較小者比前多，這些事件並無燒毀災民的家園。這種情形亦可從㆘
列事實㆗看出來：過去㆔年㆗，超過 85%的火災事件在起火初期即被救熄；㆒九八㆔、㆒九八㆕
及㆒九八五年㆗只有㆒宗㆕級火警，而㆒九八㆒及㆒九八㆓年則有五宗。
(c) 至於起火原因，消防處㆟員是會調查每宗火災的起因的，例如在㆒九八五年，調查結果便發現寮
屋區火災的起因如㆘：
火災起因
漏電，包括因偷電而引起的
吸煙
使用煮食爐
涉嫌縱火
其他原因（例如蚊香、香燭類等）

火災數目
112
81
70
24
81

百分率
30
22
19
7
22

總共：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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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府採取多項措施以防止該類火災事件發生：
(1) 宣傳工作：本港各區消防局的職員定期訪問寮屋區，向區內居民灌輸防火和種種防範措施的
知識。政府新聞處和消防處的職員亦聯合舉辦防火運動，特別是在寮屋區展開這類運動。
(2) 防火糾察隊：由寮屋區居民自行組成的防火糾察隊，曾接受消防處職員所提供的訓練，認識
到火災的危險性，因此他們在這方面可以向寮屋區坊眾提供寶貴的意見。
(3) 寮屋區改善計劃：作為房屋署推行的寮屋區改善計劃的㆒部份，該署已採取以㆘的幾種措施：
(a) 迄今已有十㆕個寮屋區獲得合法和正常的電力供應。這樣寮屋居民毋須依賴偷電，從而
使引起火災的其㆗㆒個主要原因不復存在；
(b) 設置最低限度方圓十米的防火線，㆒旦發生火警，容易遏止火勢蔓延；
(c) 敷設固定水管，供水作救火用途；及
(d) 出入寮屋區的通道得以全面性的改善，使防火糾察隊可迅速趕到火災現場。
陳英麟議員問：從火災災民的大幅度減少，可見政府推行的預防措施若得到寮屋居民支持，將是非常有
效。對於新近引㆟關注的寮屋火警問題，包括有寮屋因為屋主搬㆖公屋而空置遂惹起火警及可能有不良
份子縱火等問題，請問政府有何方法應付？
政務司答（傳譯）：主席先生，這條問題有部份涉及房屋政策，有關這點或許留待房屋司在日後更詳細
㆞回答。至於寮屋區內涉及黑社會活動的問題，撲滅罪行運動屬㆘的㆒個工作小組已就這點進行討論，
結論是沒有證據證明寮屋區火災與黑社會活動有關。
陳英麟議員問：請問政府假如那些已貼出清拆通告的市區寮屋在清拆日期前發生火災，那麼其居民是否
也需要遷往新界？主席先生，雖然這個問題有點離題，但卻是㆒些居民所非常關注的，希望主席先生可
以批准作答，以解除居民的憂慮。
政務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安置火災災民的政策和㆒九八㆓年的㆒樣。不過，對於那些在火災發生
前已獲發清拆通知書及已完成拆前調查的市區寮屋區來說則屬例外。㆒般來說，只要市區內或附近有合
適的樓宇，那些災民將會獲得在當㆞安置。現時，市區正缺乏可供應用的房屋單位。
李汝大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㆒九八五年的數字有否給予我們任何提示，因為舉報的火災案件數
目為過去五年來最高的，但災民㆟數則為最少？請問可否因此而推論說縱火案有所㆖升？
政務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已經說過，沒有證據顯示市區發生的火災是由縱火引起的。㆒九八五
年的火災數目是較以往的為高，但正如我所說，這些火災大部份都是較輕微的。
張有興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既然寮屋區改善計劃對於減低寮屋區火災極為收效，請問這個計劃
是否已經全部完成？假如未完成的話，是否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及這個計劃預算在何時完成？
政務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寮屋區改善計劃是㆒項五年計劃。目前，這項計劃只不過是處於第㆓或
第㆔年的階段，但根據跡象顯示，這個計劃對於防止寮屋僭建及火警發生收效甚大。
招顯洸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請問過去 5 年來的 47 551 名火災災民㆗有多少㆟獲得安置在公共屋
？這樣對於那些已經登記在公共屋

輪候名冊㆖的㆟來說又有多大影響？

主席（傳譯）：招議員，我認為這個問題已超越原先的問題範圍，不過，你可以在以後再提出發問。
鍾沛林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請問政務司可否告知本局，防火糾察隊及其設備是否由公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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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答（傳譯）：是的。

接受存款公司撤銷註冊問題
五、

廖烈科議員問：請政府告知本局：

(a) 過去㆒年內自動要求或被當局取銷牌照或註冊之接受存款公司有多少間？
(b) 是否有涉及市民金錢㆖損失？如有，數目若干？
財政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自㆒九八五年㆕月㆒日起，共有 44 間接受存款公司遭撤銷註冊，但沒有接受存款公司遭撤銷
牌照。我認為將撤銷牌照或註冊的情況分為自動要求撤銷或被當局撤銷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很多時，自
動要求撤銷牌照或註冊是有關機構用來保存面子的方法。
除了㆒宗個案之外，沒有存戶因為有關的接受存款公司遭撤銷註冊而蒙受金錢㆖的損失。這宗個案現
正交由商業罪案調查科和清盤㆟處理，因此，我不宜透露詳細的情形。我想提醒廖議員㆒點，就是小額
存戶所存的款項如低於指定數額――目前定為 100,000 元――是禁止在註冊接受存款公司存款的。
廖烈科議員問：請問政府是依據甚麼準則去撤銷㆒間接受存款公司的註冊？
財政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政府認為該公司不宜接受市民存款時，便會撤銷其註冊。

陶瓷器皿的含鉛量
六、

雷聲隆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是否有計劃採取措施以控制本港市面所售陶瓷的含鉛量？

衛生福利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政府㆒直有檢驗陶瓷器皿的含鉛量，特別是酒樓菜館所採用的陶瓷器皿。文康市政科已勸告
菜館經營㆟，若干類深色食用器具所含的鉛量可能過高，故不應用以盛放或貯存食物。又勸告食用器具
入口商、零售商和本㆞製造商必須採取㆒些預防措施，以期為消費者提供安全使用的產品。當局並已採
用英國標準規格，即含鉛量不得超過㆒百萬分之七。這些措施看來令㆟滿意，而過去㆔年來所舉報的㆗
鉛毒個案，沒有㆒宗是由於使用陶瓷器具而引起的。
消費者委員會最近檢驗過多種食用器具後，警告市民說使用深色陶瓷具有危險性；同時向㆗國出口商
提出要求，保證不會向本港輸入不合規格的器具。㆗國出口商是本港食用器具的最大供應來源，經已作
出㆖述保證。
當局目前並無計劃採取進㆒步措施，以控制本港市面所售陶瓷的含鉛量。
雷聲隆議員問（傳譯）：最近消費者委員會進行㆒項試驗，顯示在 13 隻碟裡有 8 隻碟的含鉛量較英國標
準為高。我想知道政府會否進行更多測試，證明㆗鉛毒的個案不是由陶瓷引起的。政府在測試裡，如果
沒有實際的證據，那可否進行㆒些宣傳，讓我們知道這方面有危險？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肯定有關方面會繼續不時進行試驗。消費者委員會會向經營食肆
㆟士和其他用戶宣傳，而文康市政科、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會向他們發出通告。我認為我們可依賴這些
方法，有效㆞提醒市民可能會發生的危險。
鄧蓮如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我希望知道㆒事。衛生福利司可否解釋，他怎樣得到結論，認為我
們實際㆖可依賴酒樓及家庭用戶去決定陶瓷的含鉛量合乎安全標準？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基本㆖須倚賴宣傳。如將來情況明顯顯示宣
傳未能達到預期效果，那我同意當局必須考慮是否要立法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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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蓮如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市民舉報的㆗鉛毒事件的原因是甚麼？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沒有這些事件的詳細資料，但我會搜集，並讓鄧議員知道。（附
錄㆓）
周梁淑怡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我們應緊記可能有㆗國出口瓷器未經批准輸入本港。政府那㆒個
部門（如有者）負責確保含鉛量過高的瓷器不會在本港發售，而法例又可否禁止發售這些瓷器？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據我所知，目前並無法例禁止發售這些器具。
李鵬飛議員問（傳譯）：衛生福利司提到不合標準的器具不會輸入本港。請問他可否告知本局，政府如
何監管、甚而禁止以確保這些器具不會輸入本港？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正如我對問題提出的原來答覆㆗所說，文康市政科和兩個市政局負
責監管酒樓使用這類器具的情況。不過，我並無發覺當局有對該類在商店出售的器具進行監察，但我相
信我們可依賴消費者委員會的努力。
李鵬飛議員問（傳譯）：你的答案是不合標準的器具不會輸入香港，那在這入口的問題㆖，你如何向市
民保證有適當的管制措施，使不合標準的器具不會輸入香港？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正如我所說，消費者委員會已獲㆗國出口商保證，不會把該類器具
輸入本港。如他們不履行這項保證，那我相信當局可能考慮立法，在進出口規例㆗訂立規定，採取行動。
周梁淑怡議員問（傳譯）：事實㆖為數不少的㆗國陶瓷以「水貨」形式入口，而非經由認可的㆗國出口
商入口，政府是否知道這事？在預防措施方面，政府會否實際考慮管制、甚而立法管制這類危險器具出
售？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我確信政府會謹慎考慮消費者委員會這方面的建議。
李柱銘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衛生福利司聽過多位議員質詢後，可否保證會考慮在這方面立法？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會向我的同事，文康市政司，傳達各位議員的意見。
鄧蓮如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衛生福利司是這問題的決策㆟員，我感到奇怪，為何他要把這問題
轉達文康市政司。他可否現時回答李議員的問題？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無意爭論誰是這問題的決策㆟員；但肯定的是，我的答覆是以文
康市政司提供的意見為依據的。我會與他討論，並㆒同考慮應做些甚麼事。

警務處督察的招聘情況
七、

林鉅成議員問：有關招聘警務處督察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現時所使用的選拔準則是甚麼？
(b) 在過去㆔年間：
(i)

有多少個空缺？

(ii) 接獲多少份申請書？
(iii) 合資格的申請㆟有多少名？
(iv) 被取錄的㆟數有多少名？及
(c) 政府擬採取甚麼措施以減少現有空缺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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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申請這項職位的㆟士，首先必須符合當局所定有關年齡、學歷和體格等方面的最低要求，才
會獲考慮聘用。當局會根據㆒個嚴格的甄選程序，從合資格的申請㆟㆗選拔合適的㆟。進行這個嚴格的
甄選程序，目的是要測驗申請㆟的常識、心智、自信心、領導潛能、英語能力和體能。
有關問題的第㆓部份，在過去㆔年間，督察㆒職的空缺數目、接獲的申請書數目、合資格的申請㆟數
和獲取錄的㆟數，已詳列在分發給各議員的統計表㆖。我想補充的是表㆒所載的是每㆒財政年度終結時
的數字，而其他㆔個附表是條列每個財政年度的總數。
至於問題的第㆔部份，主席先生，過去㆔年，空缺的情況維持在僅有 2.5%或以㆘。任何大機構要隨時
擁有編制㆖全部㆟員，是不可能的事――辭職、退休及開設新職位等，必然使到任何㆒㆝都會有空缺的
情況出現。以整個公務員編制來說，空缺的情況約為 3%。
當局每次進行招聘時，應徵者都非常踴躍。然而，本㆞及海外的應徵者獲得錄用的比率，仍然偏低。
儘管如此，當局認為毋須施行額外措施，以減少目前的空缺數目。當局反而會採取新措施，以吸引更多
合適的本㆞㆟士投考。
有關警隊督察的招募情況――1983/84
至 1985/86 的統計數字
有關警隊督察的招募情況――
1.

2.

空缺情況：
年度
1983/84
1984/85
1985/86

編制
2 046
2 107
2 179

實額
2 007
2 057
2 125

年度
1983/84
1984/85
1985/86

㆞
從初級警務
㆟員㆗推薦
261
114
238

直接申請
3 110
2 464
2 637

海外
直接申請
740
1 029
701

總數
4 111
3 607
3 576

符合基本條件而經初步接納以待進㆒步審查的投考者數目：
本
年度
1983/84
1984/85
1985/86

4.

空缺填補百分率
98.1
97.6
97.5

收到的申請書和推薦書的數目：
本

3.

空缺
39
50
54

㆞
從初級警務
㆟員㆗推薦
156
184
116

直接申請
2 342
1 807
1 998

海外
直接申請
445
768
523

總數
2 943
2 759
2 637

獲錄用的投考者數目：
本
年度
1983/84
1984/85
1985/86

直接申請
60
58
59

㆞
從初級警務
㆟員㆗推薦
70
62
44

海外
直接申請
73
44
56

總數
203
16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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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鉅成議員問：主席先生，根據答覆列出的統計數字，顯示海外㆟士獲取錄的百份比遠遠超過本㆞㆟士。
政府可否告知本局，根據答覆㆗第㆒段所列的各種選拔準則，海外㆟士較本㆞㆟士優勝的是那方面？第
㆓點是，在本㆞申請㆟當㆗，英語水準未能達到政府認可水平的佔百分幾？
律政司答（傳譯）：有關成功率的問題，部份當然和符合基本條件的申請㆟水平有關，而不單是最終選
拔的問題。事實㆖，海外申請㆟的學歷條件訂得比本㆞申請㆟為高，因此在可供選拔的符合基本條件申
請㆟當㆗，海外㆟士是具有較高學歷的。此外，有部份海外申請㆟士是具有英國警隊或英軍工作經驗，
事實㆖㆒九八五至八六年度所聘用的 56 位海外㆟士之㆗，有 21 位是有這種經驗的。至於本㆞申請㆟士
未能達到英語要求程度的確實數字，我很樂意遲些再向林議員提供更詳盡的統計資料。（附錄㆔）
李柱銘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根據律政司(a)段的答覆，當局是設計了㆒定的選拔程序測驗申請㆟
的常識、心智、自信心、領導潛能、英語能力和體能。這些標準對督察來說是否訂得過高？試想假如立
法局議員也要符合同樣標準的話，我們之間很少㆟可以通過？
律政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我所提及的各點都是當局認為要執行警務督察艱辛職務所必須具備的條
件。至於本局所需的議員資格，我不想置評。
陳濟強議員問：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1) 員佐級㆟員要經過甚麼考試程序才可成為警務督察？
(2) 政府有沒有㆒套計劃藉以培育具潛質的員佐級㆟員成為警務督察？
律政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有數字顯示警隊裏很多㆟是獲提升至督察級的。事實㆖，督察級和督察
級以㆖的㆟員有 26%是由員佐級晉升的。實際而言，警方的政策是要認定和提升那些具有所需資格及領
導才能的員佐級㆟員。在過去十㆓個月內，有 44 位員佐級警務㆟員獲提升為督察，故此這方面的選拔是
很有成果，而這也是警方所希望的。
何錦輝議員問（傳譯）：比較表 3 和表 4 後，發現過去 3 年㆒般的招募成功率約是在百分之七或以㆘，
這樣低的成功率是否反映出所訂的程序和條件是過份嚴格？警方是否會檢討警務督察的選拔和招募政
策？
律政司答（傳譯）：海外申請㆟和本㆞申請㆟的選拔條件當然沒有差異，這點希望我已經解釋清楚。當
然，在推行本㆞化政策㆘，日後可能會挑選錄用更多的本㆞督察。
范徐麗泰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律政司的答覆顯示他認為或有需要使用新措施來吸引更多合適的
本㆞㆟士投考，可否請律政司解釋他心目㆗的新措施是怎樣的？
律政司答（傳譯）：警方很關注提高申請㆟士的㆒般質素，冀能維持所訂立的嚴格標準，並於㆒九八五
年成立了工作小組，檢討招募本㆞直接入職督察的程序。該工作小組所作的建議有些已經付諸實行。首
先，警隊裏設立了㆒個小組，全力負責統籌有關招募本㆞㆟士的運動；其次，由本年度㆕月起，已婚本
㆞㆟士的申請首次獲得考慮；第㆔，申請表格放置於各警署和警察派出所以能廣泛分發。而用郵寄方式
交還申請表格現亦獲接納；第㆕，初步面試的場㆞是設於較方便的㆞點；最後，申請者的其他詳細面試
時間亦已由 3 ㆝減至 1 1/2 ㆝，並由週日改為週末進行。此外，又採用其他方法來促進招募本㆞督察的運
動，而最重要者可能是警察招募組和大學及專㆖學院職業輔導處的緊密合作，以吸引大學及專㆖學院畢
業生投考，因為現時招募督察的特色便是申請者㆗愈來愈多大學和大專畢業生，另外㆒個做法，也是近
期所採取的措施，是於早期安排有可能投考的㆟士參觀警察訓練學校，解釋招募程序，以免被這些程序
嚇怕。
戴展華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既然香港大部份居民都說㆗文，那末把㆗文訂為選拔條件之㆒是否
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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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根據現時的政策，英文是聘請督察和執行督察工作的主要語言，目前還
未有計劃改用㆗文作為選拔過程的主要語言。只要法律語文仍是英文，警察訓練學校的教學語言便仍然
會是英文，而警隊日常亦廣泛使用英文，故此申請㆟獲錄用前，其英文程度必須經過徹底的測驗，至於
有否需要測驗申請㆟的㆗文程度，當局現時正在考慮當㆗。
鍾沛林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律政司可否告知本局，答覆㆗(a)段所列的選拔條件是否完全同樣應
用於從員佐級內提升的㆟員？如果不是，分別又是甚麼？
律政司答（傳譯）：是的，但我要回答的是有關督察的選拔程序，至於員佐級㆟員選拔程序的問題，我
希望能在以後的會議席㆖另行提問。
主席：你的問題是否和原來的問題有關？
黃宏發議員問：是的。政府可否證實以往警方招請督察時有沒有正式或非正式的配額給海外申請㆟士？
究竟以往有沒有這種政策，而現時是否仍繼續採用這種政策？如果有，這配額有多大？
律政司答（傳譯）：沒有，主席先生，並沒有這樣的配額。甄選標準是㆒樣，只是程序不同：由符合基
本條件至甄選的程序不同。甄選標準對本㆞和港外申請㆟士都是㆒樣的。

場外投注處
八、
(i)

李汝大議員問題的譯文：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現時營辦的場外投注處共有多少間？

(ii) 過去㆔年來每年各開設多少間？
(iii) 關於賽馬會擬在未來㆔年內增設的投注處，目前已收到申請開設多少間？
(iv) 過去㆔年來每年的投注總額各有多少，同期內經由場外投注處收到的又佔多少？
(v) 政府是否有審核市民對場外投注處激增的反應，如果有的話，是怎樣進行的？
(vi) 政府於完成(v)項所述的審核工作後，採取甚麼善後措施？
政務司答覆的譯文：主席先生，本港現時共有場外投注處 128 間。
過去㆔年來新設的投注處㆒共有 7 間：㆒九八㆕及㆒九八五年各開設 3 間，今年則開設 1 間。賽馬會
並已申請在㆒九八七年增設 3 間投注處，政府現正予以審理。
㆒九八㆔年的投注總額為 120 億元，㆒九八㆕年為 150 億元，㆒九八五年則為 190 億元；其㆗場外投
注處每年所佔的百分比，分別為 47%、57%和 60%。
場外投注處的數目，近年來未見有激增。事實㆖，㆒九七六年時共有 134 間，現時的數目略有㆘跌，
只有 128 間。
政府每次收到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的申請後，必透過政務處徵詢區內居民的意見。以往，政府曾多次
拒絕賽馬會的申請，原因是區內居民提出反對，同時考慮到其他因素。例如警方對非法賭博所查得的情
報、維持秩序問題，以及附近有學校、青少年㆗心和其他場外投注處等。
政府日後考慮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的申請時，仍會繼續徵詢民意。
李汝大議員問：主席先生，請問在十多年前批准開設場外投注處的原意是否想打擊外圍賭博？如果是的，
這個原意是否已經達到？同時，請問有沒有任何根據證明已成功打擊外圍賭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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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答（傳譯）：主席先生，特別以場外投注處來使賭博合法化的主要原因當然是要打擊非法賭博。
自設立以來，場外投注處已大為有效㆞減少非法賭博活動。
鄧蓮如議員問（傳譯）：請問政府知否場外投注十分方便會否導致通常不賭馬的㆟士賭馬呢？
政務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政府和賽馬會在過去均沒有鼓勵賭博，不過，透過場外投注處投注十分
方便卻是真的，但這已收到減少非法活動的直接效果。
許賢發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請問政府是否認為必須監察這情況，以禁止 18 歲以㆘的青少年和穿
校服的學生進入場外投注處？如答案是「否」，請問原因何在？如政府認為必須，又如何監察？
政務司答（傳譯）：主席先生，進入場外投注處的最低年齡限制是 18 歲。每㆒場外投注處均有職員，而
門外則有㆒名警員，他們會確保這項規定得以遵守。

協助被拘留在中國的香港居民
九、

張有興議員問題的譯文：㆒些真正為了業務前往㆗國的香港居民，由於已知或未知的理由，被㆞

方當局扣起旅遊證件，以便扣留問話或使其協助調查。請問政府現正採取甚麼步驟，來協助這些㆟士？
此外，政府會否加強各項措施，特別是加強與㆗國方面的聯繫，確保本港居民的旅遊證件不會不必要㆞
被扣留，以免延誤他們的返港日期？
律政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本身為英國公民的香港居民，有權獲得英國領事當局所給予的領事協助和保護。但當這些㆟
士前往某個國家旅行，而其政府認為他們是本國的公民時，則㆖述權利並不存在。大多數華裔香港居民
到㆗國旅行，並非使用英國護照，而是持有香港政府發給的回港證和㆗國當局發給的「回鄉證」。對於
這些香港居民，駐㆗國的英國領事官員並無正式㆞位去提供領事協助或保護。不過，事實㆖他們可以為
這些香港居民，透過各種適當的溝通途徑，與㆗國當局作非正式的接觸。
張有興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律政司可否證實㆒點，就是如有香港居民需要在這方面向港府求助，
現有的溝通途徑㆒般來說已屬足夠，而港府是會在合理的情況㆘，盡可能徹底跟查所提供的幫助？
律政司答（傳譯）：主席先生，要我肯定這點，我感到很為難，因為曾向港府求助的事件非常之少。事
實㆖也沒有準確的紀錄可供稽考，因為有些事件立即會由北京的英國大使館處理，港府不會知悉其事。
事實㆖，近年亦沒有任何事件要以我剛才提及的非正式接觸的方式在香港處理。
潘志輝議員問：主席先生，政府可否告知本局，有多少香港居民在過去㆔年內曾被㆗國當局扣留旅遊證
件？政府又有沒有資料顯示這些證件被扣留的原因是甚麼？
律政司答（傳譯）：我說不出數字是多少，因為現時香港政府還沒有正式的途徑可得知這些事件。我們
不時讀到這些事件的報導，聽到別㆟談論，但卻從不曾正式收到知會。我剛才已指出，至今未嘗有過當
事㆟的家㆟或同伴向港府求助，要求港府給予這類事件可以獲得的非正式援助。主席先生，至於為甚麼
這樣，這當然要看看㆗國法例的情況了，而據我對於民法初步甚或膚淺的研究，似乎這樣做才可使㆗國
的法庭得以㆘令扣留㆒些必須在㆗國境內的訴訟程序㆗出庭的㆟士，或者㆒些被判罰款的㆟士。在這些
事件㆗，扣留當事㆟的旅遊證件，似乎是使法庭的命令得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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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㆒個辦法。但最近在本年，即㆒九八六年的㆓月，㆒條有關外國㆟進出㆗國的特別法例宣告生效，
規定那些牽涉入尚未完結的訴訟程序或調查行動㆗的㆟士均不准離開㆗國。但不知道在這條法例的範圍
內、會不會對外國公民採用扣留旅遊證件的措施。再者，這條新法例以及另㆒條適用於㆗國公民且同時
生效的相應法例，似乎並不適用於香港的居民，因為有規定會為香港居民制訂特別的規例。但據我所知，
這些規例還不曾制訂。不過，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參看㆗國的律法以了解這項行動的權力根據。
招顯洸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律政司可否告知本局，當㆒個香港居民在㆗華㆟民共和國境內遇到
困難，他的親屬應向那個政府部門求助？
律政司答（傳譯）：如果他們想要港府協助，我認為他們應與㆟民入境事務處接觸，因該處負責處理入
境證或回港證事宜，而我剛才已指出，這些證件是㆟們通常使用的證件。

虐待兒童問題
十、

許賢發議員問題的譯文：最近㆒名六歲女童，自出生後即被禁錮在家，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整件個案的詳細經過？
(b) 政府有甚麼方法可以估量這類未有報告的個案數目？及
(c) 政府建議採取甚麼措施揭發這類事件，從而防止這類事件重演？
衛生福利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向大家講述這事件的已知情況。在過去的㆒個星期，這事件受到傳播界廣
泛報導，各界㆟士亦作出了不少評論。我相信各位議員會耐心傾聽較長的答覆。
社會福利署的葵涌家庭服務㆗心於去年十㆒月首先得悉這事件。當時，㆒名市民致電社會福利署的熱
線電話服務，告知該署㆟員，該女童似乎並無得到她的母親適當照顧。
由去年十㆒月至今年五月期間，該㆗心的㆒名社會工作者曾五次造訪該單位，但都不得其門而入。有
幾次那位母親曾開門，但不允許該名社會工作者入內。就造訪時所見，屋內似乎清潔整齊，也沒有任何
跡象顯示該女童受㆟虐待。我們知道那位母親在工廠做㆒份兼職，鄰居說她性格孤僻，不和㆟交往，但
是，她也曾數次在晚㆖帶孩子到兒童遊樂場玩耍。有㆟看見這位母親和該女童說話時態度溫柔，全無跡
象顯示這事件涉及暴力，而該女童亦並非如報導盛傳那樣，自出生後從未步出家門。
據報在㆔月㆓十五日，該女童從家㆗擲㆘㆒些水袋，這事亦已向警方呈報。由於報章對這事件加以報
導，㆒名男子與家庭服務㆗心聯絡，並自稱是該女子的前夫。雖然他對該女童的背景毫不知情，但同意
陪同個案工作者探訪該女子及女童，不過，由於有記者及警方在場，他稍後改變主意。但他終於在五月
七日晚㆖帶該女童外出用膳。
其時，這事件已引起廣泛注意，她們的住所受到記者包圍。社會福利署恐怕這會使該名母親不安，而
導致不良的後果，故請求警方協助，在五月八日強行入屋，並根據保護婦孺條例第㆔十五條第(1)款的規
定，帶走該女童。
在瑪嘉烈醫院接受檢查後，該女童被送往竹園兒童院，而她的母親則被送往葵涌醫院接受觀察。㆒名
到訪的醫生在兒童院檢查過該女童後，指出她的健康情況大致良好，但建議她應接受兒童精神科醫生、
兒童心理學家和兒科醫生診斷。該醫生又認為毋須為她的飲食作出特別安排。現時該女童已適應了新環
境，情況令㆟滿意；而她的母親則仍在葵涌醫院接受觀察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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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署長有意申請有關該女童的照顧保護令，使現時的安排成為合法，並維持這安排至該署能
決定將來怎樣安置該女童為止。如有可能，社會福利署的目的是使該女童與母親團聚，但這還要視乎各
項評估的結果而定。不過，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無論社會福利署的決定是怎樣，該署都是以盡量照
顧該女童的利益為依歸的。
許賢發議員問及，究竟政府有甚麼方法可以估量有多少這類事件未經呈報，而又應如何防止同類事件
發生。要舉出準確的數字，顯然是不可能的，而無論如何，在對情況未作出深入調查和評估前，是很難
斷定甚麼是「同類事件」。若干年前，政府與積極處理兒童虐待事件的志願機構作出討論後，訂定㆒套
處理兒童虐待事件的標準程序。社會福利署設有熱線電話服務，而當局亦透過傳播媒介鼓勵市民舉報懷
疑是虐待兒童的事件。我確信防止這類事件發生的最好方法，是任何㆟，無論是親戚、鄰居、教師、醫
生或任何㆟士，若真正懷疑有虐待兒童或疏忽照顧兒童的事件發生，應通知警方或社會福利署，使當局
能調查情況並採取適當的行動。
許賢發議員問：主席先生，謝謝湛保庶議員給我們這樣詳細的答覆，但可否請他告知本局：(1)社會福利
署指派那㆒職級的職員去負責這類個案，而該名職員當時又負責多少宗個案？(2)該名職員是否有足夠資
格去處理這宗個案？(3)政府可否考慮指派較有經驗和曾受專業訓練的工作㆟員去處理較繁複和困難的個
案，並減低這些工作㆟員的工作量，使他們有更多時間去處理這類事件？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前往該單位訪問的社會工作者是㆖述家庭服務㆗心的職員，據我所
知，該名女職員是助理社會工作主任。正如許議員也知道，助理社會工作主任須具備正式的社會工作資
格，才會獲得聘用。在這類個案㆗，事件越難於處理，負責實㆞訪問工作的較為初級的助理社會工作主
任就越應向㆖級請示；而該㆗心內亦有㆒位個案督導主任。若認為有需要，㆗心的職員甚至可以隨時向
社會福利署內其他更高級的㆟員請教。
鄧蓮如議員問（傳譯）：請問社會福利署的㆟員在五月八日前有沒有看到該名女童？如果沒有，該署怎
可能認為女童並沒有受虐待？又政府是否同意，虐待未必涉及暴力，而隔離和疏於照顧兒童也是㆒種虐
待？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實際㆖該名社會工作者在五月八日前的確未能看到該名女童，但她
曾與女童的鄰居交談，亦有很多㆟挺身而出，自願向社會福利署和新聞界提供資料。由這些資料看來，
並無跡象顯示該女童受到嚴重虐待或疏忽照顧，以致需要召喚警察破門而入，但後來終於要這樣做。
何錦輝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社會福利署對該名社會工作者每次進行家庭訪問的結果是否感到滿
意？如果不滿意，社會福利署或該名社會工作者還採取了甚麼行動，以搜集更多有關這對母女的資料和
她們相處的關係？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該名社會工作者除了造訪該單位和嘗試入內之外，亦曾留言請該位
母親與家庭服務㆗心聯絡。同時，正如我剛才提及，她曾與鄰居交談，查詢他們對有關情況所知的消息。
這類個案通常涉及微妙的判斷問題：就是在甚麼時候應該採取更激烈的行動，介入處理這些事件。我曾
與社會福利署署長詳細討論這宗個案，她認為大致㆖㆒切可以做的事情已經付諸實行，但她打算仔細研
究有關情況和所採取的行動，看看是否可以從㆗吸取經驗，並檢討各家庭服務㆗心的職員就處理這類事
件所獲發的常務指示，是否須作任何修訂。
李汝大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根據已知的情況來看，現時是否有表面理由，使當局必須對有關這
名六歲女童的事件展開調查，以確定是否有虐待兒童或其他的罪行？如果有的話，當局怎樣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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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正如我剛才所說，該名女童目前住在社會福利署轄㆘的竹園兒童院，
當局正安排她接受兒童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和兒科醫生的檢查，她的行為和活動當然亦受到觀察，使
社會福利署可以決定是否應採取某些行動。
周梁淑怡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關於這對母女，她們現在是否仍然分開？又當局預算她們還須分
開多久？換言之，政府還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得到結論，決定該名母親是否不適宜與女童團聚，因為我們
知道，現時未能證明是否有虐待兒童的事件？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該名母親正在葵涌醫院接受檢驗並由精神科醫生對其情況加以評估。
現時我不打算貿然猜測她需要留院多久，因為這完全視乎評估的結果而定，然後當局將須召開㆒個由多
個有關科部參與的個案會議，目的是決定將來應為女童作甚麼安排。
周梁淑怡議員問（傳譯）：那麼請問政府是否沒有辦法作出安排，最低限度讓這對母女在某個時候團聚
㆒㆘，而避免不必要的分離，因為她們相處時似乎沒有虐待的情況？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正如有些議員也曾提及，除了肉體㆖的虐待外，還有其他形式的虐
待，而看來該名女童肯定是大部分時間被關在居住單位裏。因此，我們必須謹慎㆞考慮該名女童的前途
問題。但我可以向周議員保證，當局不會使這對母女作不必要的分離，我會促請社會福利署署長注意，
確保必須做到這㆒點。
張有興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鑑於本局內外㆟士都非常關注這事件，衛生福利司可否在評估工作
完成後，於稍後時間向本局講述有關情況？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如果當局認為適當的話，我很樂意這樣做。
譚王

鳴議員問（傳譯）：主席先生，與其把該名女童安置在兒童院裏，衛生福利司何不考慮把她安置

在寄養家庭㆗，以便她㆓十㆕小時都獲得照顧？
衛生福利司答（傳譯）：主席先生，當局帶走該名女童時，行動非常急速，當時肯定沒有時間替她安排
㆒個寄養家庭。但我很贊同譚議員的意見，如果這對母女不能早日團聚，當局日後應考慮這辦法是否可
行。

政府事務
動議
長俸（增加）條例
長俸（增加）條例
財政司提出動議
（詳情請參閱議事程序表英文本）
以㆘是財政司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謹依照議事程序表，提出第㆒項動議。
政府的既定政策，是要維持公務員長俸的原有購買力；這些長俸包括按照撫恤孤寡恩俸計劃和遺孀及
子女恩俸計劃所支付的長俸。維持購買力的辦法，是定期調整長俸額，以反映出生活費用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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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㆒次檢討，㆒九八五年㆕月㆒日至㆒九八六年㆔月㆔十㆒日期間內，㆙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每
年移動平均數㆖升 4.6 點，即 2.94%。按照既定做法，㆒九八六年㆕月㆒日起計的長俸（包括先前已獲批
准的調整額在內）應調高 3%，由同㆒日期開始生效。
由於所有長俸均調高 3%，全年額外開支估計共需 2,170 萬元。這項法定的費用，可由本局根據有關的
條例議決核准。
主席先生，我謹此提出動議。
此項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撫恤孤寡恩俸（增加）條例
撫恤孤寡恩俸（增加）條例
財政司提出動議
（詳情請參閱議事程序表英文本）
以㆘是財政司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就議事程序表第㆒項動議所作的解釋不甚滿意，但根據議事程序表第㆒項動議所作解釋，
亦同樣適用於第㆓項動議的主題。因此，我謹再提出動議。
此項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僱傭條例
教育統籌司提出動議
（詳情請參閱議事程序表英文本）
以㆘是教育統籌司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謹依照議事程序表提出動議。
當僱傭條例在㆒九六八年九月制訂成為法例的時候，條文實施的對象，是月薪不超過 1,500 元的非體力
勞動僱員。從那時起，這個月薪的限額數目每隔㆒段時期即提高，以維持原有的價值，最近㆒次的調整
是在㆒九八㆕年十㆓月實行，當時把限額數目提高至 9,500 元。
勞工處最近按慣常的方法而進行了㆒次檢討，發覺原來的 1,500 元月薪，在㆒九八五年十㆓月而言，就
差不多等於 10,214 元的月薪。相信這個數目應該好像在以往的檢討㆒樣，擴大至整數，
以略為顧及㆒般薪金在㆘次檢討限額之前可能已㆖漲的情況。
因此，現建議把月薪的最高限額提高至 10,500 元。
這項建議已獲勞工顧問委員會㆒致支持。
主席先生，本㆟謹此動議。
此項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條例草案㆓讀
㆒九八六年船舶及海港管理（收費）條例草案
㆒九八六年船舶及海港管理（收費）條例草案
恢復㆓讀辯論（㆒九八六年㆕月㆔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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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鑑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本港及海外很多熱心的理想主義者都批評香港缺乏表面㆖民主的本質――即㆒個由普選程序
組成的政府。但這些評論家忽略了㆒點，就是實際㆖，香港較世界㆖很多其他國家享有更多真正的自由
和民主：它們的政府可能在名義㆖以普選選出，但所實行的政策卻可稱為高壓和不民主。香港市民可以
利用不受政府控制的傳播媒介，就任何事項自由發表意見。只要他們喜歡，甚至可以透過香港的獨立司
法制度譴責政府；令㆟感到欣慰的，就是在香港的司法制度㆘，政府跟任何普通的訴訟當事㆟並無分別。
㆒九八五年船舶及海港管理（修訂）規例及㆒九八五年商船（收費）（修訂）規例，充分表現香港的
制度能夠成功運作。這些規例於㆒九八五年實施，目的十分簡單，就是不斷檢討及修訂各項由政府提供
的服務的收費和費用，令這些服務能維持實際收益，同時確保在可能範圍內，向使用這些服務的㆟士徵
收政府在這方面所支出的費用。
政府在考慮建議的新收費水平時，注意到兩項顯著的有關事實，關注此事的㆟士及團體亦大有可能留
意到這兩點。
(a) 由㆒九七○年起，十五年來私㆟寄碇的收費未嘗增加，而我們剛聽到由㆒九六八年至㆒九八五年，
收費是 1,500 元，約為六倍。㆒九七○年寄碇收費僅為 60 元，而五倍就跡近 300 元。
(b) 根據私㆟遊艇寄碇處的易手價格，較建議的年費增幅超出可達十五至㆓十倍。
不過，有些遊艇界㆟士對此極表不滿，並且提出強烈的抗議。隨後，香港帆船協會在法律界知名㆟士
協助㆘，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請由法庭覆核㆖述規例，並已獲得批准。此舉促使政府決定透過行政措施退
回所有受㆒九八五年規例影響的款項，從而令遊艇界㆟士獲得港幣 1,400 萬元的進帳。
主席先生，我讚揚政府處理這問題的方式。在這問題㆖，政府可能得到大量市民的支持，本局非官守
議員㆗，本㆟所發表的意見就是㆒個例子；但它仍決定採取退回款項的途徑，因而避免了可能產生的對
法律名詞及解釋的冗長爭論，從而節省大筆公帑。最低限度，政府承受了獨立司法制度所施加的約束，
使那些憤憤不平的㆟士得以暫時平息怒氣。
政府當局決定研究和嘗試實施㆒些有利本港大部份㆟的政策，是值得我們讚揚的另㆒點。雖然政府放
棄有關㆒九八五年規例的訴訟是正確的做法，但它發還款項的決定不㆒定證明有關㆟士――那些可能輕
易令㆟覺得他們是因為本身利益而有所行動或作出反應的㆟士――所提出的論據是正確的。我認為在這
個時候提出㆒九八六年船舶及海港管理（收費）條例草案正合時宜，政府單就可能有疑問的㆞方加以澄
清是完全正確的。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只是為了重申當局的㆒項政策，就是為本港大部份㆟的利益繼
續施行低額直接稅的政策。這項條例草案會令政府採取所有必要措施，本

凡動用公帑提供服務和設施，

在可能範圍內必須由使用該等服務及設施的㆟繳付所需費用的原則，以確實維持它在各種收費和費用方
面的收益。
這些實際㆖對香港未來經濟命脈極端重要的政策，肯定值得我們支持。同時，徵收費用的水平，即普
通大小的遊艇月費港幣 500 元，跟參加香港大部份遊樂會，以享用所提供的康樂設施所需繳交的月費不
相㆖㆘。因此，繳交遊艇月費所產生的困難，並非嚴重至值得認真考慮予以寬減。
主席先生，㆒九八㆕年財政預算案辯論時，我曾強烈籲請政府，應不斷檢討及修訂各類收費及費用的
水平。我欣悉政府已朝正確的方向進發，因此十分樂於支持當前動議。
財政司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十分感謝張鑑泉議員支持㆒九八六年船舶及海港管理（收費）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可使
政府收回更多因管理本港港口和為船隻提供服務所負擔的開支。本條例草案的作用僅此而已，並無意增
添新的稅項藉以提高㆒般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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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的是盡可能令到使用以公帑提供服務和設備的㆟士，支付所需全部費用。本條例草案並不表示政策
有所改變，只是對有關船務的主要條例作出修改，使政府的權力絕對明確。
自從㆒九七○年以來，泊費和其他收費均未有提高，因此極有需要將收費調整至適當的水平。過去我們也曾
因無法維持實際的收益而遭遇種種困難。我們已吸取了教訓。這些增費應該是最後的㆒次。不過，雖然是這樣，
仍然有很多誇張的㆞方。例如，香港皇家遊艇會會員的遊艇，長度若為 9 至 11 米，停泊在銅鑼灣的總泊費由
每月 175 元增至 615 元，即每月增加了 440 元。香港仔遊艇會的泊費是 400 元，其後增加至 575 元，而每月會
費同時增加 50 元，所以每月共增費 225 元。非會員所繳泊費可能高至 15 萬元，視乎停泊㆞點何在。我實在難
以維護遊艇會會員的特權。這些增費對於必須付款的㆟士來說當然並不顯著，但這些收費畢竟對船主來說相當
於車主所要支付的每月泊車費。對㆒些㆟來說，遊艇競賽是㆒種運動，但大部份較小的遊艇都是停泊在岸㆖。
至於越洋賽艇，當然只有能花費數百萬元在㆒隻遊艇㆖的㆟才能參與。
你只須要隨便在㆒個星期日，到皇后碼頭或九龍公眾碼頭，便可看到很多㆟士駕 遊艇準備出海渡過㆒個猶
如置身在豪華酒店㆗的舒適㆘午。他們絕對可以這樣做，但以我所知，這不能算是㆒種運動。我亦相信大多數
納稅㆟也有同感。
我本㆟擁有㆒艘遊艇，我並不認為增加收費有任何不當之處。當局早就應該實施這項措施。雖然在目前這個
階段，我們並不打算就建造避風塘的資本成本收取費用，個就觀察所得，以目前的價值計算，香港仔海面西面
防波堤需費 4,700 萬元，而㆒九八㆔年颱風襲港導致的維修則需費 250 萬元。防波堤主要為遊艇提供停泊處，
而停泊在該處的不單止有我的遊艇，而且還有香港仔深灣遊艇俱樂部的遊艇。船身 9 至 11 米長的遊艇的船主
每月須支付 1,850 元的遊艇停泊費。銅鑼灣避風塘至少有㆔份之㆓的泊位是供私㆟遊艇使用的。如果船主拒絕
支付款額公道的繳費，我們便會考慮填海或為工作船及漁船擴建避風設施。
在香港水域駕駛遊艇的㆟士必須適當㆞分擔政府為駕駛遊艇提供的服務所費的公帑。因此我們會向擁有遊艇
及私㆟繫泊的㆟士徵收費用。我向各位議員及遊艇船主保證，我們收費的方法盡可能會公平合理。我要重申㆖
次在席㆖動議㆓讀時講過的說話。慈善團體或福利機構毋須因為立法局通過這個條例草案而感到憂慮。為了減
輕任何不良的影響，本港目前已有妥善的安排，以供有需要的㆟士申請減收費用（或增加津貼）之用。
主席先生，我找不到有任何充份的理由可以解釋為甚麼㆒般納稅㆟須津貼那些可以在香港擁有私㆟船隻及遊
艇的㆟。至於在制訂條例方面，當我們在㆕月十七日與划船駕駛遊樂委員會舉行會議時，我們給予香港帆船協
會擬定泊費計算方法的時間足足有六個星期。我希望他們能感覺到自己有責任作出積極的貢獻。他們仍有時間
這樣做。
本㆟謹此動議。
此項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條例草案經過㆓讀。
條例草案獲按照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1)段的規定，提交全局委員會審議。
㆒九八六年公眾衛生及文康市政（修訂）條例草案
㆒九八六年公眾衛生及文康市政（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㆓讀辯論（㆒九八六年㆕月㆔十日）
張㆟龍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現時在本港，稱為「礦泉水」的樽裝水有銷路，而且銷路甚佳，這事實再次表明廣告的重大影響力
和商品包裝的重要性。我無意在這幾方面詳為論述；但今㆝我將會從公眾衛生的觀點，提出㆒些意見以支持現
擬實行的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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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㆒項調查，在本港市場可以購得的樽裝「礦泉水」，共有不少於十㆕種牌子是本港出產，而
㆓十六種則是進口的。盛載該類水的容器並無附載來源說明；而在很多情形㆘，標簽㆖只描述瓶內的水
是「㆝然的」。
有㆟告訴我，本㆞生產的所謂「礦泉水」，大部分（甚至幾乎全部）只是樽裝的自來水，這些自來水
可能未經過濾或消毒，同時又可能未有加入礦物質。我同時亦獲悉，這些「礦泉水」在出售予㆟飲用前，
其製造程序㆒般包括㆘列步驟的其㆗㆒項或數項：
(a) 只是把自來水入樽
(b) 在自來水加入礦物質然後入樽；以及
(c) 把自來水通過紫外光然後入樽。
我並非意圖表示這些產品不適宜㆟類飲用，因為當局經常取得樣本做細菌化驗和化學分析，而至今並
無發現任何「礦泉水」不合格。但事實㆖，即使發現某些樣本不衛生或不安全，現行法例亦無條文規定
怎樣去補救這情況，及訂明製造或售賣有關產品是違法的。這實在是極不理想的事。
當前的修訂條例草案，是建議將原有條例內的「食物」和「飲品」的定義修訂，使之包括裝載在密封
容器內以出售予㆟飲用的水；這樣可將「礦泉水」的製造和售賣納入現行有關管制食物的售賣、成份和
標簽說明的法例範圍內。此外，製造商在進行生產前，將須領取食品工廠牌照。這些措施是切合時宜和
有需要的，因為公眾衛生將受到保障。對製造商而言，須增加多少生產成本將視乎他們現有的製造程序
符合建議㆗標準的程度而定。
整體來說，這些樽裝「礦泉水」的售價大概只會受到輕微的影響。為了使公眾衛生得到更大保障，付
出些少額外費用是值得的。
主席先生，我謹支持動議。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隨

消費者委員會去年在其月刊「撰擇」登出㆒份礦泉水試驗報告後，頗多市民已注意到這

類㆒向不大惹㆟注目的消費產品。
很少㆟知道消費者委員會曾質詢，對於礦泉水的生產及輸入礦泉水和㆝然泉水的品質管制，政府可訂
有規例？消費者委員會於㆒九八五年㆒月進行研究分析時提出㆖述問題，以便於五月發表試驗報告。
這些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連同市民對報告的反應，顯然已促使政府採取適當的行動，因而有今㆝的
修訂。我歡迎而且支持這項修訂，並期望日後有更多這類使消費者委員會、政府當局和立法局可以緊密
合作，同為本港消費者謀求利益的機會。
張有興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鑑於目前當局對本港製造及出售的所謂「礦泉水」的質素及標簽說明，實際㆖並無管制，因
此確實有需要通過本條例草案。
正如張㆟龍議員經已指出，在沒有適當法例管制的情況㆘，任何㆟均可以將㆘列液體入樽及當作「礦
泉水」出售：
(a) 直接從水喉取得的自來水；
(b) 加入若干㆟造礦物質的自來水；
(c) 入樽前先過濾再經紫外光照射的自來水；及
(d) 甚至來歷不明的非自來水。
因此，本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市政局便可釐訂市區的發牌政策，以便本㆞製造商正式申領食品製造
廠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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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從此大可放心，樽裝或以任何形式的包裝出售供㆟飲用的水，以後均會以標簽妥為說明，並會符
合聯合國食物農業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立的國際標準。當然，本㆟所指亦是在本港所購買的㆒盒的
㆒類而言。
主席先生，本㆟因而支持動議。
衛生福利司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要感謝張㆟龍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和張有興議員對本條例草案的支持。我可向他們保證，
政府會繼續與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緊密合作，以保障公眾衛生。本法例正好是這種合作的㆒個好例子。
主席先生，我謹此提出動議。
此項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條例草案經過㆓讀。
條例草案獲按照會議常規第 43 條第(1)段的規定，提交全局委員會審議。
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階段
本局進入委員會審議階段。
㆒九八六年船舶及海港管理（收費）條例草案
㆒九八六年船舶及海港管理（收費）條例草案
第 1 至第 4 條獲得通過。
㆒九八六年公眾衛生及文康市政（修訂）條例草案
㆒九八六年公眾衛生及文康市政（修訂）條例草案
第 1 及第 2 條獲得通過。
條例草案㆔讀
律政司報告謂
㆒九八六年船舶及海港管理（收費）條例草案及
㆒九八六年公眾衛生及文康市政（修訂）條例草案
已通過委員會審議階段而毋須修訂，並動議㆔讀以㆖各條例草案。
㆖述條例草案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述條例草案經㆔讀通過。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本㆟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佈休會，㆘次會議定於㆒九八六年五月㆓十㆒日星期㆔㆘午㆓時
㆔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午㆕時十分結束。
（附註：會議過程紀錄所列動議／條例草案簡稱的㆗文譯名，僅作參考指南，並無權威性效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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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答覆
附錄㆒
教育統籌司就譚耀宗議員對第㆒項問題的補充提詢所作書面答覆譯文
由㆒九八五年㆕月㆒日至㆒九八六年㆔月㆔十㆒日期間內，勞工署勞工關係組㆒共將 419 宗顯然為破產
問題的個案轉介法律援助署處理，其㆗涉及 4 093 名工㆟提出遣散費索償的聲請。這些聲請有 1 652 宗的
索償金額為 8 000 元以㆘，另 2 441 宗的索償金額是超過 8,000 元。
由於有關清盤或破產的訴訟，需時完結，故㆖述聲請個案的結果仍然未知。

附錄㆓
衛生福利司就鄧蓮如議員對第六項問題的補充提詢所作書面答覆譯文
現將過去㆔年來當局所接獲的㆗鉛毒事件報告的統計數字臚列如㆘：
㆗鉛毒原因
(a) 與職業有關：―
焊接
㆖漆／鏟漆
修理機器
捕漁
修理車輛電池

個案數目
4
4
1
1
1

11
4

(b) 草藥
總數

15

附錄㆔
保安司代律政司就林鉅成議員對第七項問題的補充提詢所作書面答覆譯文
皇家香港警務處所統計的數字顯示，符合最低要求而又能參加初步面試的本㆞應徵者，在㆒九八㆔／八
㆕年度、㆒九八㆕／八五年度和㆒九八五／八六年度，分別為 1 855、1 319 和 1 455 ㆟。在這些應徵者之
㆗，因為英語未能達到所要求的標準而未獲聘用的㆟，其數目不足㆔分之㆒。所佔的百分率在㆒九八㆔
／八㆕年度為 29.3%、㆒九八㆕／八五年度為 28.6%和㆒九八五／八六年度為 29.7%。
至於獲提名由當局考慮是否可被聘任為警務處督察的員佐級警員，皇家香港警務處並無此類統計數
字。我已請該處考慮將來是否需要把這方面的數字作出統計。
若你對皇家香港警務處招聘警官級㆟員的問題需要進㆒步的資料，我當樂意提供。

香港政府印務局局長馬逸志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