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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留權「⼀一．⼆二九」廿周年年 

爭乜、啲⼈人諗乜、歷史話乜、場運動搞到啲乜 

由1999年年勇武⼜又好、和平理理性非暴暴⼒力力⼜又好，⼀一班爭取港⼈人所⽣生內地⼦子女居港
權者上訪咗政總⾜足⾜足廿年年。我覺得件事值得被提起、重認並⽀支持。


  下⽂文先有解釋基本爭議同立場嘅〈居港權問題：第⼗十四個苦候被理理解的年年頭〉（郭鎮齊，
2013），及窺⾒見見真實苦難的抗爭者訪問〈⼀一個獨立的戰⼠士：卡雯婆婆〉（⾶飛，2010）。
為嚴謹回應「邊個（應該）掌控入境邊界？」⼀一問，特輯社聯聯的〈香港入境及移⺠民政策
的演變〉（⿈黃⼦子璋、鄭普恩，2014社聯聯政策報）。為反思昔⽇日運動進步性、今⽇日因建制
收編⽽而⽇日萎、以「居留留權⼤大學」前進的局⾯面，特輯爭取居港權運動⼗十⼀一週年年系列列的滯港
「無證兒童」阿炫訪談〈沉重滯留留的問號〉（李亭漁，2010）。 

居港權問題：第⼗十四個苦候被理理解的年年頭   ⽂文：郭鎮齊


  13年年就讀港⼤大的內地女⽣生不幸⾝身亡，個別⼈人的麻⽊木不仁即時引起⼤大眾猛烈批評，可⾒見見港
⼈人對內地⼈人絕非毫無同情。不過，這些仇恨⾔言論無疑也顯示中港⽭矛盾惡惡化，我們有迫切
需要重新認識這些⽭矛盾的歷史。⼀一九九九年年的居港權爭議，正是特區政府開始透過塑造
敵⼈人、製造⽭矛盾來來操縱市⺠民情緒的混帳⼿手段。我們不妨由此開始，嘗試質疑當權者的話。

   歷史：從有到無的剝奪


 居港權爭議簡單地說，就是⼀一⼤大群原本可以⼀一家團聚的⼈人，成為政策夾縫下的慘烈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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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居港權、單程證，其實都是1980年年港府取消抵壘壘政策後的新產物。取消抵壘壘政策後，
港⼈人內地所⽣生⼦子女需要獲得單程證才獲批定居香港。本來來，有關問題中英聯聯合聲明亦有處理理，但特

區政府97年年後發現基本法24條「過於寬鬆」，會令⼈人⼝口「⼤大量量流入」，於是以緊急立法的⽅方式修
訂入境條例例。


由於相關修例例被質疑違憲，⼤大批受修例例影響⽽而喪失居港權的⼈人⼠士，申請司法覆核挑戰修例例。結果99
年年1⽉月，終審法院對有關法例例做出解釋，確認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子女，不論是否註冊婚姻所
⽣生、有否單程證、是否⽣生於中國、是否⽗父⺟母成為香港居⺠民後所⽣生，⼀一律律可獲得居港權。


可惜，⼝口頭認同判決的特區政府礙於經濟利利益的考量量，乃刻意製造公眾恐慌，再以「提請⼈人⼤大釋法」

⼀一途去扭轉終審法院判決。最終，99年年6⽉月26⽇日，享受家庭團聚僅五個⽉月後，⼈人⼤大與終審法院作出
截然不同的解釋，宣佈⼦子女出⽣生時，若若⽗父⺟母未成為香港居⺠民，則不獲居港權。


政府當時直指釋法可減少49萬⼈人的居港資格，但其實這就是將已經到⼿手的團聚權利利從這⼤大批家庭⼿手
中奪去。


抹⿊黑：操縱情緒的醜⾏行行


要維護政商⼀一體的利利益，政府⼀一直需要緊密地控制⼈人⼝口與社會資源，並引入趕走「經濟上無貢獻者」

的思維與政策。97後要從⾦金金融風暴暴「振作起來來」，輿論上的抹⿊黑就成了了政府的選擇。


99年年4⽉月，政府稱終審法院之判決會在⼗十年年內為香港帶來來167萬移⺠民，並因⽽而⼤大幅增加學校、公
屋、醫院等開⽀支，令香港在⼗十年年內需要額外$7100億財政預算
（當時庫房只有$4000億），每年年⼜又需額外$330億的經常性開
⽀支。⼀一時間，社會陷入「香港陸沉」的⾼高度恐慌，原本抗拒釋

法的公眾慢慢開始同意以此法「解決危機」。


不過，許多學者早已提出167萬移⺠民之說是胡亂推算出來來，比現
實超出⾄至少⼀一倍。⽽而$7100億之計算⽅方式更更是荒謬：政府先假設
所有新移⺠民都失業，於是失業率上升⾄至30%⽽而且需要⼤大量量經濟
援助，後再假設他們全部無屋可住，因此要⼤大建新市鎮與公屋。

社會⼀一⽚片恐慌之時，政府竟乘機在釋法爭議期間多次上⾨門，將未知是否可得居港權⽽而留留港等待判決

的港⼈人⼦子女，在⽗父⺟母⾯面前粗暴暴地強⾏行行押走，遣返出境。對不少居港權家庭⽽而⾔言，那是他們最後⼀一次

與家⼈人⾒見見⾯面，⾃自此⼀一江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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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骨⾁肉分離的悲哀


⾻骨⾁肉分離本就教⼈人痛苦，長年年分隔異異地更更使婚變、親⼦子關係惡惡劣劣等問題成為許多居港權家庭的結局。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所作的調查顯示，爭取者平均等候約16年年仍未獲單程證，⽽而95%以上爭取
居留留權⼈人⼠士，在成長過程中，更更未試過與⽗父⺟母相處超過⼀一個⽉月。


更更可憐的，是部份家庭還要因地⽅方貪腐⽽而⾯面對更更⼤大的悲哀。以施君⿓龍為例例，原本⼀一家三⼝口得到單程

證，卻因為地⽅方貪腐，收起⼀一個名額來來敲詐。結果⾯面對稍有經濟能⼒力力的姐姐與仍需照顧的施君⿓龍，

經濟能⼒力力有限的⺟母親，被逼要在兩兩者之間選擇誰要留留鄉，誰要到港。就這樣，⼗十⼆二歲的「弟弟」因

為⽣生活⽽而與⺟母親分離，⾃自⼰己撐過孤獨的成長期。⽽而為⼈人⽗父⺟母的，也被逼以經濟價值來來計算親⽣生⾻骨⾁肉。

要將孩⼦子當成可以拋棄的貨物，家長⾃自覺虧⽋欠⼦子女幾⼗十年年的罪惡惡感與⼼心理理重擔，當然絕不好受。


當冒⽣生命危險偷渡來來港⾒見見⼀一⾯面⽗父⺟母也成為不少⼈人的選擇時，⾻骨⾁肉分離之苦⼤大概不⾔言⽽而諭。明明這些

⼈人的權利利再基本不過，現在竟⼜又因⼈人⼤大出於考慮「經濟效益」的釋法⽽而要再經歷難過的分離。這種

事毫無公義，無怪乎居權運動到今天仍要堅持走下去。


冷靜：重新理理解的前提


這邊廂，家庭團聚的權利利要⽤用幾⼗十年年爭取，連容許「超齡⼦子女」申請單程證的政策也要抗爭到

2011年年才獲認可。⼤大批家長爭取⼗十幾年年，未及⼀一家團聚便便已撒⼿手⼈人寰。今年年六⽉月，多年年來來積極參參
與居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林林道成先⽣生，也在成功爭取⼀一家團圓的兩兩年年後，不幸辭世。


但另⼀一邊廂，內地商⼈人、專才、優才卻可以輕易易申請來來港賺錢。說明⽩白點，其實還是政府繼續⽤用政

策實現其「冇經濟貢獻就死開」的想法。「權利利」，不過是賺夠了了錢才能要的「奢侈品」。


⾃自99年年起，居港權家庭⼀一直被當作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來來刻意抹⿊黑，但公眾少能抽離政府刻意操作
的情緒政治。⼗十幾年年來來，這些代罪⽺羊往往連辯辭都尚未出⼝口便便被攻擊。其實，居港權家長曾多次以

遊⾏行行形式，要求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因為他們⼀一直爭取的，只是⼀一個基本的權利利：要政府認同他們

可以⼀一家團聚。


近年年愈演愈烈的中港紛爭，固然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確實受到各種影響。但不嘗試找出真正的原因，

反⽽而誤將責任推到⼀一班同是弱勢的⼈人⾝身上，無疑是做過了了火。


當居港權運動幾乎沒有任何⼈人⽀支持，只剩⼀一班老邁的長者為⾃自⼰己的合理理權益苦苦掙扎時，我們是要

繼續「理理所當然」的思維，順從政府製造的假像，對代罪⽺羊⼤大加鞭撻，抑或能從歷史汲取經驗，試

聆聽對⽅方、質疑政府，並還他們⼀一個真實的⾯面貌，還他們⼀一個合理理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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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獨立的戰⼠士：卡雯婆婆   ⽂文：⾶飛；輯：然


卡雯婆婆是居權運動朋友對鄺婆婆的稱呼。卡雯婆婆孫女叫卡雯，居權活動裡總⾒見見到她們兩兩婆孫因

⽽而得名。卡雯還在婆婆背上時兩兩⼈人已在爭取居權。走到現在卡雯已升讀中學，⽽而婆婆已經65歲了了。


                                                          前夫命喪⽂文⾰革 攜⼦子女改嫁華僑


婆婆的第⼀一任丈夫姓陳，兩兩⼈人⽣生下⼀一對⼦子女。1972年年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廣東省⽔水電安裝公司⼯工

作的陳先⽣生，被公司⼯工⼈人楊某等打傷⾄至疑⼼心病。三年年後病情惡惡化為精神分裂，病發時曾放火及在公

司辦公⼤大樓四樓跳下地⾯面。婆婆在1976年年帶著兩兩⼦子女離開陳家，後於1983年年與丈夫離婚，法官把

⼦子女判給她撫養。婆婆回憶道，那時沒有固定⼯工作，⽣生活極為困難。兩兩年年之後陳先⽣生離開了了⼈人間。


卡雯婆婆獨⼒力力撫養兩兩⼦子女，37歲時，村裡的媒⼈人向她介紹57歲的譚先⽣生。譚先⽣生幼年年來來港定居，

⼀一直未娶。於是婆婆便便想著為他⽣生⼀一兒半女。不料料，到婚姻登記處註冊時，該處負責⼈人⾸首先對譚先

⽣生說，與女⽅方結婚後，她兩兩個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根據計劃⽣生育政策規定，每對夫婦只准⽣生兩兩個。

卡雯婆婆聞⾔言擔⼼心起來來，不能有親⽣生的⼦子女，想譚先⽣生⼤大概不會答應了了。然⽽而他答道，我同意。後

來來他跟婆婆說，親⽣生不親⽣生都⼀一樣。兩兩⼦子女便便改跟繼⽗父的姓，與卡雯婆婆⼀一同住在譚先⽣生的祖屋。


              來來港純為⼦子女未來來 ⾃自⼒力力維⽣生堅持權益


回歸那年年，卡雯婆婆可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單程證來來港。婆婆對⼯工作⼈人員說：「我唔想去，個⼈人老

啦，適應唔到。可唔可以換我個仔去呢？」⼯工作⼈人員答：「要你出香港定居，住夠7年年，你個仔先

可以去香港定居㗎。」


那以前的⽣生活，簡單穩定。女兒在五⾦金金公司當會計，兒⼦子與家嫂開店賣衣飾化妝品，⽽而婆婆則擺檔

賣衫。「我朝早⼀一邊開檔⼀一邊湊阿嘉雯佢家姐，嗰時佢得兩兩歲。家嫂就晏啲開鋪，喺屋企煮左飯先，

煮好就嚟湊返個女。」98年年10⽉月，卡雯婆婆來來港取得⾝身份證。「我⾃自⼰己唔想出嚟，但係為左啲仔

女先出嚟。」⼀一來來到，婆婆就做散⼯工。在超群餅家做過整餅雜⼯工，⼜又做過酒樓洗碗。最後⼀一份⼯工是

在卡拉ok洗碗，「嗰時跌親⼿手，包左⼿手就照去開⼯工，但公司要炒我魷⿂魚。」卡雯婆婆不忿，到勞⼯工

處投訴，結果獲判賠償兩兩萬元，但因公司倒閉⽽而無法獲得賠款。香港⽣生活如此磨⼈人，卡雯婆婆為的

只是想讓⼦子女過上好⼀一點的⽣生活。可是99年年的⼈人⼤大釋法卻告訴婆婆，他們的⼦子女不能取得居港權。


⼀一步⼀一步走出來來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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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01年年10⽉月看到「領養⼦子女可辦單程證來來港」的新聞，⼦子女來來港團聚的希望忽現曙光，新聞報

導指出，經內地公安部與香港入境處達成共識，受理理領養⼦子女來來港投靠⽗父⺟母的申請。卡雯婆婆指著

複印的新聞剪報上⽅方的⼿手寫字句句：「我們的抗爭是由此開始的。」婆婆⾃自始夜晚返⼯工，⽇日頭四圍走，

尋找掛在街邊的橫額，看看有誰在幫⼿手爭取居權。由01年年走到04年年，「有過海海去搵，⾏行行勻全港。

要⾏行行路路㗎，你坐⾞車車睇唔到啲橫額寫咩。」到卡雯出世，婆婆因為年年老⼜又要湊孫，便便不再外出⼯工作，

但還是背著孫女卡雯走遍⼤大街⼩小巷的找橫額。


                          ⺠民建聯聯老點　過繼⼦子女變領養


「去到04年年先⾒見見到有，係得⺠民建聯聯話會幫⼈人申請。我想睇下仲有無其他，想有多啲選擇，但⾏行行左幾

個⽉月都搵唔到。」很多⼈人以為⺠民建聯聯專⾨門幫助內地⼈人來來港定居，可是，婆婆後來來的經歷卻讓⼈人看到

與流⾔言不符的現實：⺠民建聯聯是老點無知百姓多於幫助他們，⺠民建聯聯的陸姓律律師跟婆婆說，仔女要偷

渡來來港，躲藏起來來逾期居留留，才可以申請。經過⼀一番程序後辦妥了了領養⼿手續，入境處卻拒絕了了其⼦子

女的單程證申請。婆婆立即致電⺠民建聯聯質問，⺠民建聯聯⼀一再老點，最後還厚⾯面⽪皮地以 「繼續跟進」

敷衍了了事，卡雯婆婆惟有⽤用盡⾃自⼰己所能想像的⽅方法來來爭取。


          孤獨的戰⼠士　


由01年年開始，婆婆走上街頭示威請願。她勢孤⼒力力弱，運動路路上偶爾得到的⽀支援教她印象深刻。04

年年開始婆婆背著孫女參參與7.1遊⾏行行，旁邊的外傭常輪輪流幫婆婆孭起⼩小卡雯。婆婆難以忘記外傭的好

⼼心，現在⾒見見到外傭都會「笑笑⼝口」與她們打招呼。10年年，卡雯婆婆結識了了協助居留留權運動的⽢甘浩望

神⽗父，加入居留留權運動的抗爭隊伍：「於2010年年1⽉月18⽇日－29⽇日，⽢甘神⽗父在立法會邊架起帳篷、拉

起多幅橫額、⽇日夜連績靜坐示威、請願、抗爭11天11夜。恰巧，我也和孫女天天在對⾯面的示威區

拉起橫額靜坐抗爭。就這樣，我們和⽢甘神⽗父在艱難痛苦的抗爭中認識了了，⽢甘神⽗父為了了幫弱勢市⺠民爭

取應有的權利利，犧牲⾃自⼰己、睡在街邊的偉⼤大精神，令我們永遠難忘！且成為我們戰勝困難的⼒力力量量！」

⼀一眾居權家長多年年來來堅持抗爭，他們每個星期開會、走上街頭。現在，已是運動的第⼗十六個年年頭。

我們無法想像，那些悲、恨、失望與思念念，在⼗十六年年的堅持裡，到底積壓成了了什什麼的模樣。


最後，是這個無權無勢者與制度機關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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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審理理每宗不論⼤大⼩小案件之前，必須⾸首先調查當事⼈人的實際情況、背景......在居港權案的整個過程

都完全沒有調查我們港⼈人內地繼⼦子女、領養⼦子女等的實際情況、背景，也完全不理理會內地的政策規律律、

就是在毫不知情下作出的判決，是嚴重違憲，司法不公，

歧視虐待、欺壓繼⼦子女和領養⼦子女，破壞了了法律律的公平、

公正。」    （鄺婆婆致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信件節錄）


「2005年年6⽉月7⽇日給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的來來信已收到，

其內容已獲悉，並交由我作答。你信中提出領養⼦子女來來

港定居的申請屬⾏行行政機關處理理的事項，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不便便作出任何評論。」（2005年年6⽉月9⽇日 終審法院回覆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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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入境及移⺠民政策的演變   


⽂文：香港社會服務聯聯會政策研究及倡議總主任（社會發展）⿈黃⼦子璋先⽣生；香港社會服務聯聯會政策研究及倡議
程序幹事（社會發展）鄭普恩⼩小姐，社聯聯政策報2014年年3⽉月第16期；輯：然


移⺠民社會：從歷史說起

回顧香港移⺠民政策演變，不難發現香港吸納境外移⺠民政策本質是「入境政策」，因為開埠初期⾄至⼋八
⼗十年年代離不開以管制外來來⼈人⼠士入境為⽬目標，同時⼤大受香港內地獨特關係及內地社會動蕩與否影響。

殖⺠民地早期，英政府並不限制內地居⺠民來來港入境、逗留留、甚⾄至居留留的⾃自由，當時中國籍⼈人⼠士⼀一般都
會獲豁免於入境管制條例例外。然⽽而，後來來因為內地戰禍，令⼤大量量中國難⺠民湧入香港，對當時社會做
成相當負荷，英政府才於1940年年⾸首次實施針對來來⾃自內地的持證入境管制。不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
戰香港淪淪陷，有關措施很快便便被終⽌止。⾄至⼤大戰結束後因國共內戰及政權交替，難⺠民持續逃難⾄至港。

⾯面對⼤大量量難⺠民，英政府遂於1949年年再次頒布《入境管制條例例》，規定即使來來⾃自中國內地的居⺠民都
必須持有效證件⽅方能入境，同時單⽅方⾯面實施入境配額制度（Quota System），限制每⽇日由內地來來
港的⼈人⼝口數⽬目。不過此舉觸動了了中央政府作為主權國的神經，繼⽽而中國政府也實施出境配額制度，
編配每⽇日由內地出境來來港的⼈人⼝口數⽬目。由於各種政治考慮，英政府其後並無嚴格執⾏行行有關條例例，⽽而
內地⼈人⼠士出境或來來港的審批權則掌握在中國⼀一⽅方，這個配額制度就是單程證制度的起源。

然⽽而在五、六⼗十年年代，內地⼤大型政治運動浪潮，再次引發內地移居潮，於是港英政府在1974年年實
施〔抵壘壘政策〕(Touch Base Policy)，在邊境截獲的偷渡者會被遣返，但若若能進入市區並獲得親友
接濟或覓安⾝身所，則可申請在港居留留。「抵壘壘政策」原意為防⽌止非法入境者在港逗留留⽽而加劇非法勞
⼯工和剝削的罪⾏行行，但現實中卻有⼤大量量內地偷渡者為求抵壘壘不惜以⾝身犯險，因此實施六年年後便便告廢除。

從香港主權回歸前的入境管制歷史，可看到三個重要特⾊色： 第⼀一，有關政策是因應時代的政治和
社會因素⽽而轉變。由開埠初，因為香港擔當區內經濟貿易易樞紐⾓角⾊色，出入境制度相對寬鬆，到後來來
因應⼤大量量難⺠民湧入，才實施以控制⼈人⼝口增長為⽬目標的入境政策； 第⼆二，雖然入境政策是以控制⼈人
⼝口數⽬目為主，但執⾏行行上曾具有極⼤大彈性，令內地⼈人有⼀一段時間只要成功抵壘壘就可在港居留留； 第三，
雖然入境政策沒有刻意以經濟發展為⽬目標，但遷入的⼈人⼝口卻提供了了勞動⼒力力及資⾦金金，創造了了香港七、
⼋八⼗十年年代各⼯工業起⾶飛的機遇。同時⼤大量量⼈人⼝口遷入的壓⼒力力所帶來來的社會問題，亦令當時的港英政府不
得不考慮改⾰革公共服務體制，催⽣生了了公共房屋、醫療、公共衛⽣生、教育，以⾄至福利利等服務。 

�6徐詠然個⼈人名義發佈   annatwy24@gmail.com   97434814

「親⽣生⽗父親在⽣生時，內地法官都沒有把兩兩個⼦子女判給他，親⽣生⽗父親於1985年年死亡，於1997年年7

⽉月1⽇日才成立的香港特區⾼高等法院、終審法院怎麼可以判我兩兩個⼦子女給回他呢？簡直荒謬⾄至極！

你們當官的決不可以信⼝口開河，隨便便把我家早已等於

繼⽗父親⽣生的兩兩個⼦子女⼜又冤枉為不是親⽣生，沒有調查研

究，就沒有發⾔言權！更更沒有判決權！」
「你給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來來信已於2012年年12⽉月24⽇日收悉。

本院曾於2005年年6⽉月9⽇日、7⽉月2⽇日、10⽉月3⽇日及2009年年8⽉月25⽇日

就你信中所提出的事情給你回信，本院並沒有進⼀一步補充。」

（2012年年12⽉月31⽇日終審法院回覆終審法院回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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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的入境政策的轉向 

九⼗十年年代中期，香港⼈人⼝口增長放緩，隨後廿年年更更出現本港出⽣生率持續下降的情況，加上經濟轉型，
促使政府實⾏行行以吸納⼈人才及投資為主調的入境／移⺠民政策，推出不同的來來港就業或投資計劃。

與此同時，因應歷史因素及中港融合發展，香港的入境／移⺠民政策 亦延續了了「單程證制度」及「受
養⼈人來來港居留留入境安排」，以保障香港公⺠民的家庭團聚權利利。 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
條，單程證的配額數量量由中央和港府協商訂定，申請、審批和發配則由內地部⾨門負責，可⾒見見控制內
地居⺠民移居香港的事務上，中央處於主導位置。由1997年年⾄至2013年年期間，約有78萬名⼈人⼠士透過單
程證計劃來來港與家⼈人團聚及定居。 2013年年由內地新來來港⼈人⼠士帶動的⼈人⼝口淨遷移，將成為香港⼈人⼝口
增長的主要來來源，可⾒見見單程證制度除保障本地公⺠民的家庭團聚權以外，還能促進⼈人⼝口及經濟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入境政策亦曾體現國際間的⼈人道價值觀。除了了早期的內地難⺠民，在1979
年年，香港成為區內越南難⺠民的「第⼀一收容港」，⾄至1998年年政策取消前，香港⼀一共接收超過廿萬名
越南難⺠民。在現⾏行行《入境條例例》 下，入境事務處處長，亦有權以⼈人道及其他理理由，酌情批准不享
有香港居留留權的⼈人⼠士 繼續留留港，為難⺠民及酷刑呈請⼈人⼠士提供庇護之所。 下⽂文主要闡述就「促進經
濟發展」及「家庭團聚」兩兩⼤大政策⽬目標，所涉及的入境／移⺠民政策或計劃的內容。   

吸引⼈人才及投資的相關入境／移⺠民政策

入境事務處清楚指出，當局在簽證管制⽅方⾯面的其中⼀一個⽬目標是「為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業⼈人⼠士提供⽅方
便便的安排，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力，並同時保障本地勞動⼈人⼝口免受不公平的競爭」。除了了透過⼀一般就
業政策吸納⼈人才，今⽇日也有多個計劃讓擁有⾼高學歷、⾼高技術或豐富資⾦金金的⼈人⼠士來來港⼯工作或投資，當
中包括「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和「非本地畢業⽣生留留港／回港就業安排」。

以家庭團聚為⽬目的的入境／移⺠民政策 
前往港澳通⾏行行證（「單程證」）是認可內地居⺠民 來來港定居的證件，現⾏行行每⽇日最多150個配額， 由
內地部⾨門負責審批和發配。根據內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理局的《中國公⺠民因私事往來來香港 地區或者
澳⾨門地區的暫⾏行行管理理辦法》，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內地居⺠民，可申請前往香港或澳⾨門定居：
 ⼀一）夫妻⼀一⽅方定居香港、澳，分居多年年的；
 ⼆二）定居香港、澳⾨門的⽗父⺟母年年老體弱，必須由內地⼦子女前往照料料的； 
三）內地無依無靠的老⼈人和兒童須投靠在 香港、澳⾨門的直系親屬和近親屬的；
四）定居香港、澳⾨門直系親屬的產業無⼈人繼承， 必須由內地⼦子女去定居才能繼承的； 
五）有其他特殊情況必須去定居的。 

⾄至於150個⽉月配額，則按以下規定分配予不同類類別⼈人⼠士：若若屬中國居⺠民以外的本港家庭團聚個案，
如少數族裔⼈人⼠士，則可透過「受養⼈人來來港居留留入境安排」，申請在中國以外地區的親⼈人來來港。在有
關安排下，香港永久性居⺠民或 不受逗留留期限約束的香港居⺠民（即享有入境權 或可無條件逗留留的⼈人
⼠士），可以保證⼈人⾝身份， 申請三類類合資格受養⼈人來來港居留留，包括： 配偶；18歲以下未婚及受養的
⼦子女；及60歲 或以上的⽗父⺟母。值得留留意的是，透過有關安排來來港的受養⼈人，其保證⼈人須證明能夠
維持受養⼈人在港的基本⽣生活條件，並能為他／她 提供適當的居所，才可提出申請。 

總結：政策重點不僅是限制入境，⽽而是提供新增⼈人⼝口發展的所需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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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來⼈人⼝口發展的挑戰及香港承載⼒力力之間的⾓角⼒力力及討論，只是粗疏地把討論聚焦在限制內地⼈人入
境，是過於⽚片⾯面，無助社會 尋求出路路。回顧歷史及香港發展之路路，早年年未有⼈人⼝口及社會發展規劃
下，因時際遇地造就了了⼤大量量外來來⼈人⼝口移居香港，在社會資源匱乏及沒有公共服務⽀支援下，龐⼤大的急
增⼈人⼝口為社會帶來來挑戰及壓⼒力力，例例如1894年年的⼤大鼠疫及1953年年⽯石峽尾⼤大火，促使政府推⾏行行公立醫
療及衛⽣生服務，及興建出租公屋。 其他的公共服務，包括教育及社會福利利服務，亦乘時⽽而起，令
香港把握⼈人⼝口增長帶來來⼤大量量勞動⼒力力的機遇，藉發展本地的經濟⽽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因此，香港入境移⺠民政策討論，除了了探討如何處理理來來港的流動⼈人⼝口及常住⼈人⼝口外，社會實在需要為
遷入的⼈人⼝口，甚⾄至是現時常住⼈人⼝口特質的變化，為未來來的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及福利利，做好
長遠規劃，令香港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宜居城市。 

沉重滯留留的問號   ⽂文：李亭漁


為了了準備跟阿炫訪談，問⼋八樓借了了有關居港權的記錄⽚片，然後在網上重溫了了相關資訊⼀一遍。原來來當
年年爭取居港權的朋友除了了是靜坐絕食的先鋒，還是剃髮諷刺刺⼈人⼤大釋法「無法無天」的始創者之⼀一。
如果社會運動是要喚醒⼈人⼼心，以最原始的⾝身體、⾏行行動來來表達屬於我們的論述，媒體的焦點跟基層團
體的記載算是傳承了了當中的精神和決⼼心。

阿炫，２７歲，９９年年從廣洲來來港定居，他說他是當年年幾千名爭居港權⼈人⼠士之中，少數仍滯留留香港
的「無證兒童」，⼤大部份都返回內地了了。⾄至今仍是⼿手拿「⾏行行街紙」的他，每兩兩星期就要回入境處報
到⼀一次，他知道有些居權朋友只須⼀一個⽉月⼀一次。他現時修讀電腦程式編寫，甫頭⼿手拿著⼀一份英⽂文報
紙，⽂文質彬彬，笑得有點靦腼。⼀一家五⼝口，爸爸是香港⼈人，媽媽跟妹妹都先後獲批來來港，哥哥則留留
在廣洲。「夾在中間」的他說：「 爸爸媽媽當然想我留留下，我也想，再瞧瞧看。」

阿炫仍⼼心存⼀一線希望，跟家⼈人住在香港有⼗十年年多，⼀一直有幫⼿手為「居⼤大」校報打字、排版、出版說
他們的故事和籌辦活動等。「居⼤大」還有英⽂文班、意⼤大利利⽂文班和書法班，阿炫精於電腦，課餘時曾
充當老師教導⼀一下「居⼩小」的⼩小朋友呢！爸爸是地盤⼯工⼈人，媽媽在餐廳⼯工作，妹妹正讀⼤大學，因為
無證他不能獲聘⼯工作，有時偷偷找些freelance、兼職，算是幫輕⼀一下家計。阿炫並不是那種滿腔熱
⾎血要討回公道，也不是消極被動什什麼也不作，默默地留留在這裡學習，找尋、鋪平將來來的路路，「電腦
很多時都是⾃自學的，將來來想做程式編寫。留留在這裡機會比較多吧？」

「今年年以實習為主，完成下個學年年就畢業。」問他可有想過回內地⼯工作，他坦然答要待更更了了解國內
的狀狀況。最近澳⾨門政府通過了了澳⾨門⼈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留權，問阿炫香港有可能仿傚嗎？他似乎
未敢對香港政府有任何奢想：「當年年政府曾承諾過會解決我們幾千名持⾏行行街紙⼈人⼠士的滯留留，結果到
今天仍然是拖字訣，⼗十幾年年來來有些家長等到老死了了，現在還撐下去的只剩百幾⼈人。」阿炫也有旁聽
立法會的⼯工作⼩小組，但已聽厭了了政府每⼀一次也說正在跟進，有待內地部⾨門的回覆。

我在整個訪談中，聽阿炫答得最多的是：「都是這樣吧！」他⼀一臉世故、有如事過境遷的模樣，說
話時總是不溫不火，我聽在⼼心中卻萬般沉重。阿炫的爸媽只希望兒女共聚，他就在這麼的⼀一個⾝身份
狹縫中過著簡樸的⽣生活。政府依舊每天仍有批核居港申請，當年年葉葉劉劉還說香港的入境配額不比英美
加少，可惜的是，這個政府機器只管盤算「優才輸港」的價值、⼀一味審視中上階層對外藉傭⼯工的需
求（不過要跟最低⼯工資脫鉤）。今時今⽇日領導⼈人常說香港的經濟要加強與內地融合，那⼈人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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