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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與反對派的六大錯誤
大律師公會和反對派最近全力攻擊 「
一
地兩檢」，稱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沒有法律依
據、 「『一國兩制』已淪亡」、 「
法制已經
蕩然無存」云云。這類說法，都是情緒化的
，也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現在反對
派炒熱這個問題，無非是為了三月份的立會
補選，製造輿論企圖扭轉議題轉移視線，並
為今後反對派的選舉生存尋找新出路。但反
對派的部署，若集中在選舉的領域撈取利益
，他們就犯了六個大錯。
第一，反對派把憲法和基本法的問題，
變為對抗中央的工具，嚴重違背民心民意。
「一地兩檢」本來是一個符合憲法和基本法
的通關安排。正確的處理是從法理上解決問
題，而不應該做出政治判斷，企圖煽動群眾
進行街頭對抗。反對派凡事都要政治化的方
式，香港人已經厭倦了，若再把「一地兩檢」
拉扯到《國歌法》 「二十三條立法」，只能
是暴露了他們反對承認 「
一國」、不願執行
基本法的條文和全國性的法律的政治立場。
第二，反對派圖玩弄花樣，改為以大律
師公會發表聲明的方式，欺騙公眾。以為這
樣就一定有權威的光環，但這卻是弄巧反拙

，大律師公會聲明的論點，說明他們根本不
了解國家憲法，也不了解基本法中提到的全
國性的法律。所謂的 「沒有法理依據」，完
全是不懂法律的表現。人大常委會是全國最
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作出決定的效力不
容挑戰。若將此說成是權力來源在 「空氣上
」，顯然是非常反智的。當他們引用普通法
時，就知道英國的國會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為什麼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就沒有這
種權力？
第三，大律師公會的聲明非常不專業，
不公平，不合理，採取了雙重標準。關於香
港的邊界、雙方口岸的管理問題，根據憲法
和基本法，都是由中央政府進行處理，十年
前的深圳西部的雙方口岸，早已經就實現了
「一地兩檢」；還有深圳河的邊界重新劃分
，就是由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名義作出決
定和頒發命令的。這就是慣例，大律師公會
講普通法，就是不講慣例法。內地的邊防和
海關僅僅是在西九龍的口岸禁區裏面執法，
不會離開禁區的範圍，為什麼大律師公會卻
說是侵犯了香港的版圖和司法控制區？世界
上所有的 「
一地兩檢」進入了離境的禁區，

議事論事
陳光南
就已經算作是進入對方的法律的管理範圍，
例子不少，任何人都知道這種情況，如果擔
心利益和安全受損，就不應該乘坐有關交通
工具。在香港赤鱲角機場，香港旅客如果登
上了中國的民航飛機，關上機門之後，飛機
停留在香港境內，就要受到了中國法律的
管制，如果犯法，就要按照內地的法律審
判和處理。大律師公會連這樣的法律常識
都不知 道，可說是 「雙重標準」，野蠻不
講法。
第四，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假扮他們對
社會的公眾利益有承擔，但恰好在這個問題
上，他們完全漠視了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利
益和七百萬居民的利益。高鐵的互通兩地，
大大提高了香港作為金融中心、航運中心、
貿易中心的競爭力，成為了國際旅客進入中
國高鐵網站的南大門，成為了內地的外國投

正確理解法治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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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能否產生一個穩定的秩序，在人與人的關係上維
持合理及公道的雙方關係，過程中彰顯國家的權威
。不然，個別公民會認為這只是少數權貴設下的標
準規則，最後正義得不到伸張。久而久之，他們會
認為國家的法律體系未能保障個人權益，有能之士
或許會希望成立另一個國家代替。這便是國家建設
及法律體系的失敗。
這次朱經緯案有很多地方值得討論。第一，朱
經緯的確有揮動警棍打人。然而，當時香港正處於
違法 佔中 期間，旺角的秩序比平日正常時期更
混亂。有人或認為 警權 不能過大。不過，當秩序
可能進一步惡化時， 警權 是否一成不變值得商
榷。在此情況下，我們應該相信一個已經有長期經
驗的警司，抑或是行業以外的人士進行判斷？這情
況與火災或急救拯救時的情況相似，有時候其他人
士可能質疑行業人士的決定，對其他人造成影響。
朱經緯服務警隊多年，並沒有因嚴重違規而遭
到革職。再者，警員服務大眾、維持安全及穩定的
社會秩序，我們不能忽視朱經緯過往對維持香港治
安的貢獻。而且，二 一
○四年事件發生時朱也將近
退休，筆者認為，朱經緯當時目的和動機也並非為
個人利益或嚴重傷害他人。裁判官錢禮亦同意事主
沒有因此而嚴重受傷。至今，筆者仍未有機會看到
裁判官錢禮的判詞全文。單從媒體引述的個別觀點
，朱經緯因此而判囚三個月，確定令筆者感到不
解。
這涉及下一個問題，若然香港確實存在 三權
分立 ，我們如何制衡司法的權力，避免一方權力
過大？從書本理論上，傳媒的 第四權 理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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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是指全國都實施的法律，管轄十
三億人民和香港七百萬人民，完全不適合於
西九龍車站的 「一地兩檢」的法律情況，因
為 「一地兩檢」僅僅管轄進入高鐵西九龍車
站的旅客，數量極少。大律師公會作為一個
法律專業團體，連全國性法律的含義是什
麼 ，也不知道，這是不專業、不合格的表
現。
第六，據報道，大律師公會發表這個聲
明，和公會選舉的利益相關。為求拉票，就
接受了李柱銘和公民黨大狀的立場，用自己
的政治利益取代了正確的憲制和基本法觀點
，這是私人利益蒙蔽了心竅，扭曲了法理的
表現。
反對派和大律師公會犯了如此嚴重的大
錯，將來一定會受到廣大港人唾棄。可以說
，他們的政治目標一定不會得逞，因為廣大
香港市民已經看到了他們嚴重損害了七百萬
港人的利益，什麼事情也是反對和對抗，這
使得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的問題的解決更加困
難，他們今後在選舉中一定會遭到更大的挫
敗。
資深評論員

朝韓對話走出和平第一步
金正恩元旦賀詞提
中國
出朝鮮有意參加平昌冬
奧會後，文在寅1月2日
延
即表示歡迎，3日韓朝
之間恢復中斷兩年之久
的電話熱線。至5日，
韓國統一部確認，朝鮮同意9日在板
門店韓方一側 「和平之家」舉行韓
朝高級別會談。稱會談將討論包括
韓國平昌冬奧會參賽事宜在內的韓
朝關係改善等問題，關於參加會談
的代表團構成及首席代表等問題，
雙方將通過文件交換形式進行協
商。
文在寅就任總統半年多來，先
後多次提出韓朝對話倡議，還表示
如果條件許可，他願意前往平壤，
但一直未得到朝鮮的回應。這次面
臨即將舉行的平昌冬奧會，朝鮮態
度有所變化，表示願與韓國當局協
商派團參加等有關問題，使得韓朝
雙方代表有可能坐到一起。
韓國對即將舉行的會談寄望較
大，並期待由此打開韓朝對話的大
門，逐步改善韓朝關係。韓國提出
，如實現會談，可討論朝鮮參加平
昌冬奧會等有關問題，也可就共同
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韓國輿論甚
至期待金正恩的妹妹金與正率團參
加平昌冬奧會。
但美國持觀望態度。美國強調
，金正恩態度出現變化，是美國制
裁施壓的結果，重申對朝拒絕對話
、繼續極度施壓的主張。特朗普還
諷刺金正恩說 「核按鈕更大」。日

本態度審慎。
韓朝舉行會談，當
然是好事，歷史上曾有
靜
過多次，帶來韓朝關係
一段時間的緩和。中國
支持韓朝改善關係也是
這個原因。但當前朝鮮半島的情況
，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複雜。
就朝鮮參加平昌冬奧會而言，
韓朝通過會談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較
大。韓國是歡迎朝鮮參加平昌冬奧
會的，一直在等待其正式報名。而
且朝鮮參加，可以減少韓國對因半
島局勢不穩而影響賽事進行的擔憂
。但也不排除因朝鮮要價過高，韓
朝雙方談不攏的可能，過去也曾有
過這樣的先例。
至於從根本立場上看，韓朝之
間存在着嚴重差異。韓國主張實現
朝鮮半島無核化，要求朝鮮棄核，
支持美國對朝鮮施壓，即使在對話
出現可能的當前，仍然重申這一主
張。而朝鮮堅持核武裝道路，認為
它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堅
稱無論出現何種情況，朝鮮不會棄
核。這就注定對話面臨重重困難。
而且從韓國方面看，對話過程
中還不能不看美國的眼色。即使是
平昌冬奧會，美國是否參加還沒有
最後決定。如果朝鮮參加，美國是
否願意和它同場競技，或許是個問
題。但筆者希望會談能如期舉行，
並通過對話改善韓朝關係，推動朝
鮮半島局勢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原資深外交官

周邊

朝韓即將展開對話，有望達成
▼
新協議。圖為會面地點板門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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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及監督司法、行政及立法各方的權力過分擴大
。不過，在香港的獨特政治環境下，傳媒可以批評
特首及政府人員（行政）；不同媒體及評論員也可
對立法會議員有各種的批評。然而，當批評法官的
判決時，有人則認為不可如此，以免影響司法權威
及獨立。那麼，現實上我們如何制衡司法的權力？
但另一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一地兩檢
作的《決定》有 最高權威 ，本港的法院不能推
翻。不過，人大常委會公布後卻不斷在香港受到個
別團體及人士的批評，一些更質疑是 人治 的決
定。為何在尊重 法治 的理念下，香港人士可以
質疑批評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卻不能對地區法院裁
判官的一個決定表達另外的看法。這實在令人費解
法治 的確實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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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士氣受損的嚴重後果

此情況令筆者想起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一次
公開對話。一次，有人曾問李光耀對殖民地時期司
法制度的看法。李光耀認為，英殖時期的法律制度
根本沒有什麼 法治 可言，英籍法官的個人言論
便是 法律 。同時，為了避免本地人士對殖民地
法律有任何修改，影響殖民地統治的 合法性 。
英國殖民地政府一直不願意培育本地律師，令新加
坡熟悉法律的相關人士都變得鳳毛麟角，造成法律
壟斷。建國後，李光耀推行重大改革，才改變新加
坡的司法制度。
這次朱經緯案的判決引起社會重大爭議。不過
，香港欠缺新加坡李光耀的政治領袖改革司法體系
。若然我們繼續保留英國留下來的司法體制，而不
少人認為是次判決對朱經緯及前線警務人員不公。
這難免會影響香港警隊執法的準則及士氣，進而關
乎於能否有效維持香港社會治安及繁榮穩定。特首
會否考慮運用權力赦免或減輕朱經緯的刑罰，將會
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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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經緯案對香港法治的啟示

退休警司朱經緯一案引起高度關注。社會對此
案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方認為警權不能過大
，警員職責應是保護市民，而不是 襲擊 市民，
是此判刑可防止其他警務人員仿效；另一方則認為
朱經緯根本不應遭起訴，或建議判處社會服務令而
非 重囚 三個月。
孰對孰錯？
筆者在香港接受中學及大學本科教育，學習期
間經常從中學老師、大學講師及傳媒裏對 法律
），並
有此認識：香港遵循 法治 （ Rule of law
且存在 三權分立 ，這是香港重要的 核心價值
，有助維持社會秩序及彰顯正義。另一方面，指
），只
責內地的法律制度是 人治 （ Rule by law
是 某些人說了便算 。然而，朱經緯案的判決及
社會的不同反應，讓筆者對香港現實中的 法治
有更多不同的看法。

以筆者之理解，我們現時經常談及到 法治
（ Rule of law
）的核心理念中包括個人自由、言論
自由、集會自由、和平遊行等主要源自法國大革命
，並且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得到修正。不過，現時
即使在西方等國，以上的一切權利也不是毫無限制
地實踐。重要的是， 法治 的最終目標是維持一
個穩定及良好的社會秩序，而不是盲目地拘泥於這
些理念而令社會導致大亂。例如，若然我們堅持每
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當有個別人士不斷以偏激的
言論攻擊某個少數族群或宗教派別而可能引起騷亂
甚至人命傷亡時，負責任的政府或相關執法人士是
否有需要作出相應行動？重要的是，行動或決定限
制了理念中的自由，但卻能確保社會有序運作。從
經驗看，大多時候決定都往往依靠個別人士在一瞬
間的判斷。
一個社會的法律體系是否良好的最佳體現並不
是制度的概念是否描述得偉大或理想，而是在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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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和內地旅客前往世界各地的一站多程的
旅遊的熱點，促進了香港旅遊業，香港還可
以利用高鐵發展成為高科技研究中心和珠江
三角洲的高質製造業銜接和合作龍頭的城
市，為大學生和各界人士獲得高薪職位鋪
平 了 道路，大律師公會瘋狂反對 「一地兩
檢」，說明了它們並不代表香港的社會利
益。
第五，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完全無視中
央釋出的善意。也沒有提到香港建設了二十
六公里的高速鐵路，投資一千億元，目的是
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是香港特區政府主動要
求內地政府和人大常委會幫忙，採取 「一地
兩檢」的措施，內地接受了香港特區政府的
請求，給予各種方便和優待，沒有指出這是
中央政府的善意，反而指責中央政府主動破
壞 「一國兩制」，還扭曲基本法十八條進行
攻擊。中央政府在法理上可以採取釋法的形
式，或者採用修改基本法的方式，落實 「一
地兩檢」，但這樣的改動震撼更大，中央政
府採用了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形式，這既體現
了 「一國兩制」的原則，又將振盪減到最低
，對香港七百萬人的福祉更有保障。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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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8能否重新振奮
2018年應是粵港澳大灣區起步發展之年
。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基本上即傳統的大珠三
角，把內地珠三角九市加上港澳。但時移世
變，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變化把二次大戰以
後的大珠三角形勢改變。
80年代初，香港一地經濟大於珠三角內
地九市。珠三角的改革開放是依賴香港，以
香港為師，也因此帶給香港巨大的發展推動
力。30多年來，香港的發展走上歪路，沿歐
美跨國公司所推動的加工貿易生產——製造
業外移和本地房地產化、金融化，失去了製
造業，整體的發展動力逐步減緩。相反地，
珠三角九市堅持工業的升級轉型和擴張，也
沒有單靠港商為主的加工貿易。結果，在
30多年裏，香港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落後
於珠三角九市。到今天，深圳與廣州的經濟
規模已分別趕上，且有餘未盡，增長速度高
於香港一倍。加上珠三角九市經當地軌道交

通密集發展帶來的整合，四五千萬人口的珠
三角都會區，無論從經濟規模、增長迅速都
不是香港所可比擬。
大三角的形勢便回復至1949年之前，香
港成為廣州的外港。但今天珠三角的都會區
，不僅是廣州佛山的同城化，已是廣州與深
圳雙核發展，並外延至珠三角的其他地區，
並且隨着高鐵與城際鐵路的持續建設，擴張
至東西北三方的外圍城市。珠三角九市與廣
東省仍堅持發展，基本建設、製造業和科研
投資，仍以國際罕見的速度推展。單只基建
投資，在2018年至2020年 「十三五」規劃餘
下的三年裏，廣東省將投入2萬5千億元人民
幣的資金建設。這樣的規模與影響，遠大於
日本於1970年代推行的列島改造計劃。當年
日本政府沒有完成計劃，廣東省在近年和今
後這幾年的建設，實際上完成了比日本當年
計劃更龐大的發展。單以高鐵在廣東省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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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二橫的現有布局，已足見一斑。
在這樣的空間改造底下，珠三角已開始
與廣東省其他地區，例如韓江流域的潮汕和
梅州地區，西江上游，和從江門往茂名及湛
海的沿海地帶，緊密連成一體，成一、二小
時的生活圈及經濟圈。在都會區一體化發展
過程裏，人流、物流、資金流與訊息流無鏠
連接，上億人口的大都會區正橫空出世。

與此相對的香港，坐擁萬億港元的儲備
，卻自困愁城。跨境交通連接缺乏，2018年
開通一條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前者一開通便
將飽和，後者三地三檢，交通成本高昂，在
深中通道於2023年左右建成，以及深茂高鐵
通行之後，勢必邊緣化。而香港內部交通建
設大大落後於廣州及深圳，香港變作珠三角
大都會區的邊緣地區、衛星城市。700萬人
口的規模以及經濟增長潛力與深圳、廣州相
比將會差距越大。
2018開展的粵港澳大灣區，實際推演會
超越傳統的珠三角空間，可香港若依過去30
年的發展路徑，緩慢前行，便會淪為珠三角
多核心的大都會區裏一個次要核心。那是廣
州、深圳依附香港的關係轉變為香港依附廣
深。而從市場因素的作用、資金、人才和企
業乃至消費需求都隨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的
兩極分化，從香港流往廣深和大都區裏的其

他發展急速的次中心。香港只能依靠 「一國
兩制」帶來制度對沖的優勢，在金融和國際
化方面維持一定的發展。可卻不足以使700
多萬人口的大多數，能夠均佔經濟發展的好
處。香港的危機是摩納哥化，卻沒法甩掉龐
大的貧窮人口，包括上百萬的貧窮長者。
香港若要重拾發展，爭取在珠三角都會
區維持競爭優勢，相信只能在金融和國際化
上加真功夫，重新投入資源提升正在下降的
競爭力。金融方面是中央提出的人民幣國際
化，不是作為A股市場海外版的炒賣。國際
化方面則是借 「一帶一路」 建設積極學習創
新來爭取參與的機會。而在此以外，還需把
香港內部的基建、民生、教育等認真改革，
認真建設，從而減少將來與廣深等地的差距
。百里之行，起於足下，且看香港在2018年
會否重新振奮。
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