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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及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在回應通識教材刪去 「三權
分立」 表述時，強調無論回歸前還是回
歸後，香港從來沒有 「三權分立」 。這
本是基本政治常識，卻遭到某些人的質
疑與攻擊，引發軒然大波。這也說明，許多人對香港政制
存在誤讀， 「三權分立」 就是其中之一。

「三權分立」 是一種西方政治學說，主張行政、立法
、司法三種國家權力鼎足而立、互相制衡。法國思想家孟
德斯鳩提出這一理論，是專門針對主權國家的政制設計。
而香港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
行政區域」 ，豈能與主權國家簡單類比？又豈能套用 「三
權分立」 之說？

回歸前，港督乾綱獨斷，不僅牢牢掌握軍政大權，甚
至立法局議員也由其委任，並對議案擁有最終否決權，顯
然與分權制相去甚遠。回歸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設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一國兩制」 原則下，香港實行以
行政為主導，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
政治體制。這一方面有堅實法理依據，另一方面也是充分
考慮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實際情況
而作出的合理選擇。

「司法獨立」 不等同 「三權分立」

回歸23年來，行政主導體制已經深深嵌入香港政治生
活中。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又是特別行
政區政府的首長， 「雙首長」 身份和 「雙負責制」 使其超
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權力機關之上，總負責、 「總
其成」 ，位於特區權力的核心，成為中央政府之下、特區
三權之上的 「聯結樞紐」 。

有人質疑，行政主導是否與 「司法獨立」 相衝突？當
然不會。基本法第85條明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 「司法獨立」 強調的是
法官具有獨立審判權，而非司法機構、司法制度的獨立。
不能錯把法官自主行使審判權的行為，當成是對香港憲制
體制的設定。

說到底，香港的政治體制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不是自
行決定的，而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國是單一制國家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政府。就屬性而言，香港的政治體制是

一種地方性政治體制，上面還有國家的
政治體制 「罩着」 ，這決定了香港不可
能實行建立在主權國家完整權力之上的
「三權分立」 制度。

在 「一國兩制」 框架下，香港特別
行政區享有比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大得多的權力，
即 「高度自治權」 ，但這一 「高度自治權」 既非 「無限」
也非 「籠統」 ，完全來自中央授權，既不存在 「天然至高
」 的權力，也沒有所謂的 「剩餘權力」 ，具體表現在中央
依據基本法對於行政、立法、司法三種權力的規定上。這
也決定了香港不可能進行有關 「三權分立」 的政制建構和
安排。

香港特區沒有「剩餘權力」

長期以來，對香港政制的最大誤讀，莫過於 「三權分
立」 之說。說是誤讀，有些出於無心，有些則是有意為之
。過去，每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為解決香港問題進行釋法時
，反對派往往祭出從來不存在的 「三權分立」 ，混淆視聽
，製造對立，企圖進一步貶低、削弱中央和行政長官的憲
制地位和權力。如今香港國安法已實施，違法亂港分子陸
續被捕，反對派人人自危，抓住 「三權分立」 這一概念不
斷翻炒，其根本目的，就是掣肘特區政府全面準確貫徹落
實 「一國兩制」 原則，否定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無心之失名為 「過」 ，有心之失名為 「惡」 。對此，
有識之士必須明辨是非，分清善惡，正本清源。

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全國港澳研
究會會員

三權分立是對香港政制的誤讀

屢次輕判亂港分子而備
受爭議的裁判官何俊堯，司
法機構接獲大量投訴後，不
僅沒有展開調查，反而變相
「擢升」 ，將其由裁判法院

法官，調任為高等法院 「刑事案件排期
法官」 ，不僅負責的司法工作層次大幅
提升，月薪也大增近八萬元。這種無視
民意，甚至是刻意與民意對着幹的做法
，令人質疑司法機構是否已經變成一個
「無王管」 的 「獨立王國」 ？司法機構

又是否處於我行我素的 「平行時空」 ？
香港的法治與公義，如何能得到保障？

司法機構是「獨立王國」？

據媒體報道，何俊堯將於本月18日
至明年6月13日正式在高等法院處理原訟
庭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職銜為 「刑事
案件排期法官」 ，為期逾8個半月。此
次調職，總共獲加薪至高達50至75萬
元。

此事荒謬之處在於，司法機構似乎
無視公眾的強烈質疑，甚至以 「司法獨

立」 為由，摒棄一切的合理質疑。何俊
堯難道只是涉及一宗爭議案件嗎？不是
，他涉及的是大量案件，幾乎每一宗都
存在爭議。其最近處理的8宗 「修例風波
」 相關案件，被告均獲裁定罪名不成立
或輕判，包括判處前 「香港眾志」 三成
員去年在國歌法公聽會內未有遵守秩序
罪罪成，但僅罰款1000元，並指他們未
來是 「社會棟樑」 ，着他們應留 「有用
之軀」 等。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早前去信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要求嚴肅跟進及立
即停止讓何俊堯處理 「修例風波」 相關
案件。

她指出，何俊堯過去審理8宗涉及 「
修例風波」 案件時立場偏頗、裁決不公
，令案件中的被告均裁定罪名不成立或
輕判；且經常 「讚被告，鬧原告」 ， 「
基本上唔願意聽警方講，警方講咩差唔
多都係錯，全部都係輕判，就算人哋認
罪，佢都想人哋唔認，都係想唔判」 ，
令公眾質疑該法官是否本身就對警員存
有偏見。

裁判官也是人，一、兩次判案出錯

，並不難理解，公眾也不至於嚴苛到如
此程度。但何俊堯幾乎每一宗案件都惹
來強烈的質疑，這就不是能力的問題了
，而可能存在顯而易見的 「偏見」 。對
於公眾的強烈質疑，司法機構又豈能 「
充耳不聞」 ？當涉事人自己不願去糾正
錯誤，司法上級有就責任採取行動。但
是，如今公眾無法理解的就在於：判案
惹爭議，不查反升職！

何俊堯任職裁判法院法官才五年時
間，換句話說，他是最低一級法官，在
其之上，還有主任裁判官、總裁判官；
然後是區域法院法官、首席區院法官；
再上是高等法院法官。但卻 「鯉魚躍龍
門」 般 「連升三級」 ，搖身一變成了 「
刑事案件排期法官」 。

據司法機構資料顯示： 「刑事案件
排期法官，負責處理一切在原訟庭審理
較嚴重的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職責包
括處理案件控辯雙方的申請文件，並在
收取辯方的排期要求後二十一天內，為
案件排期審訊。然後再由高院司法常務
官以書面通知案中控方及辯方有關審訊
日期。」

由上可見，何俊堯負責的司法工作
層級大幅提升，有人認為位階可以等同
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可以影響到的
範圍也更大，同時薪金也大幅調升。對
此司法機構是否應當作出基本的回應？

實際上，何俊堯的判決不僅僅是 「
主觀」 與 「抱有既定立場」 的問題，同
時可能涉嫌違反《法官行為指引》，根
據指引，法官不可使用攻擊性或侮辱性
的評論，以避免給公眾偏頗印象等。法
官的職責是聆訊編排給他處理的案件，
並作出裁決。法官必須不偏不倚，公正
無私，而且必須是有目共睹的。

裁決偏頗或違《指引》

據規定，為了遵守這基本原則，法
官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要取消其聆訊某一
案件的資格。以往案例曾經探討過三類
情況，需要取消法官聆訊的資格：（1）
法官實際上存有偏頗（ 「實際偏頗」 ）
；（2）在某些情況，法官會被推定為存
有偏頗，因而必須自動取消聆訊的資格
（ 「推定偏頗」 ）；及（3）某些情況令

人覺得法官表面上存有偏頗（ 「表面偏
頗」 ）。

試問，何俊堯過去就八宗 「修例風
波」 相關案件作出的判決，都給人以上
三種 「偏頗」 都存在的負面觀感。奇就
奇在，司法機構難道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反而認為他 「幹得好」 ？

終審法院原法官烈顯倫日前撰文《
司法機構是時候改革了》，文中一針見
血地指出： 「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
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給了那些走上街
頭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
； 「保護大多數人的法律被破壞，卻沒
有懲罰，因為這些人認為自己的個人訴
求是至高無上的」 。

結合此次 「擢升」 ，以及早前 「匿
名信」 流出、暴露 「挺黃」 的 「法官指
引」 ，那麼，司法機構所存在的問題，
也就不難理解了。如果沒有人認同該名
法官，他又如何能 「升職」 ？如果高院
甚至終院有人否定，他還能每月加薪嗎
？香港的司法機構，是時候反省一下自
己了，否則將斷送香港的法治！

時事評論員

判案惹爭議 不查反升職？

黑暴沉寂一段
時間後，攬炒派周
日以所謂 「四大訴
求」 為藉口再次策
動非法遊行，並且揚言要 「重燃戰火
」 、 「全面開戰」 云云。然而，這場
亂港行動在警方有效驅散和果斷執法
下無功而還，近300人因違反 「限聚
令」 、參與非法遊行被票控或拘捕，
顯示攬炒派再掀大規模暴力破壞的圖
謀無法得逞。

前日是原定立法會選舉的日子，
特首會同行會早前鑒於疫情嚴峻，為
保障市民健康安全，緩引 「緊急法」
將選舉押後一年舉行，全國人大常委
會亦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職最少一
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具有無可挑戰
的法律效力，亦是合乎情理，順應民
意的決定。然而，對於在所謂 「初選
」 中大勝的攬炒派而言，押後選舉令
其無法乘勝追擊殺入立法會實現 「
35+」 奪權目標，在政治議題欠缺着
力點下，整體 「抗爭」 氣氛突被打沉
。攬炒派策動非法遊行就是為了 「集
氣」 、為下一步政治行動 「試水」 、
為攫取政治私利 「抽水」 的意味。

據觀察，前天的非法遊行顯然經
過充分的醞釀籌劃。過去數周，攬炒
派借着攻擊抹黑內地專業援港隊伍、
特區政府展開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正策備為便利市民跨境往來、有利
本港經濟民生復甦的 「港康碼」 等，
在社會中製造對立，販售恐慌，以便
於他們興風作浪，為禍香港。

止暴是正道「攬炒」失民心

非法遊行前夕，多個攬炒派宣傳
平台出現了大量有關遊行的文宣，攬
炒派信心滿滿，本以為經過一段時間
的宣傳、動員，這次遊行將會有幾萬
人參與，這樣方便暴徒利用人群作掩
護，藉機到處破壞，以達到所謂 「全
面開戰」 的目的。然而，前天實際參

加非法遊行的只有
寥寥逾千人，大部
分時間大部分地點
是真假難辨的 「記

者」 比所謂的 「抗爭者」 還多，在黑
暴期間屢見不鮮的大型堵路、破壞不
復見，散兵游勇很快被警方驅散，無
法形成氣候。

更值得關注的是，前日除了黃之
鋒、梁國雄、黃浩銘、岑子杰等一小
撮攬炒政棍以及部分區議會議員現身
街頭外，一眾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齊齊
「隱身」 ，連暴亂常客鄺俊宇、林卓
廷都低調起來，沒有再到現場 「齊上
齊落」 ，刻意與攬炒派保持距離，他
們顯然已經預見到這場遊行難成氣候
，沒有政治油水可抽，反而要承擔極
大風險，斷送政治前途甚至身陷囹圄
，這樣不划算的交易豈會值得他們冒
險？

這場非法遊行的慘淡收場，反映
在國安法強大威懾力下，黑暴 「攬炒
」 已成強弩之末，也說明了經過逾年
的黑暴，絕大多數市民已經感到厭倦
，愈來愈多人反對暴力、 「攬炒」 ，
支持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既無
號召力和凝聚力，更失去民意支持，
這樣的攬炒行動不失敗才怪！

我們還必須清醒意識到，雖然非
法遊行雷聲大雨點小，但攬炒派絕不
會就此甘於沉寂、不會甘心黑焰就此
熄滅，其幕後黑手也不願看到香港從
此平靜下來，他們隨時醞釀機會伺機
反撲作亂。

香港國安法已經正式實施，香港
已進入由亂入治的階段，在維護國家
安全和法治穩定的大是大非問題上，
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全港執法、司法
機構必須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地懲治
攬炒派政棍及違法暴力者，才能真正
維護本港的繁榮穩定。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
會長

攬炒派重燃戰火圖謀失敗

香港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運作順
暢，截至昨日中午，網上登記檢測的市
民已超過116萬，累計已接受採樣人數約
108萬。在首批20.8萬樣本中驗出6宗陽
性，其中2宗是新增個案。 「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 是香港抗疫的重要階段，對於
找出隱形患者，截斷傳播鏈，盡早結束
第三波疫情，並為應對秋冬季可能出現
的第四波疫情，都是極大的幫助。除此
之外，此次普及檢測，還有一個目標，
就是為早日恢復順暢的跨境往來創造條
件。

兩地唇齒相依不能分割

一場疫情，令更多人意識到香港和
內地跨境順暢往來有多重要。疫情早期
，政府在多個口岸實施嚴格管制措施。
與此同時，反對派不斷發動政治行動要

求 「全面封關」 ，妄圖向政府施壓。坊
間亦流傳內地物資暫停供港，市面上出
現搶購清潔用品、消毒用品、食物的情
況，甚至有店舖因為囤積廁紙成為國際
笑話。

這只是兩地唇齒相依的其中一個例
子。這幾個月，太多人感受到等同 「與
世隔絕」 的往返共28天的隔離措施，給
工作、生活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極大不便
，甚至極大損失。而最糟糕的是，問題
出在香港一側。雖然早在7月，特區政府
就在為恢復兩地通關順暢做準備，結果
第三波疫情將努力打回原形。

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忍受不了
當下的封閉狀態。不少在內地有業務的
香港商人，亟需親身北上處理商事；本
地業界期待內地旅客恢復來港，救活餐
飲、酒店、零售等行業；學者、研究人
員有兩地合作的項目期望盡快推進；在

內地養老的市民，也需要返港覆診、拿
藥……

沒有人流的暢通就沒有經濟的活水
，鬧市大量的 「吉舖」 招租、無論是中
小商家還是打工仔，不得不繼續捱苦日
子、失業人口繼續增加……海外多家機
構和學者分析，全球各經濟體中，只有
中國今年迄今經濟正增長。作為國家的
一部分，當香港經濟慘淡跌至谷底時，
太需要國家助一把力。此時沐浴國家經
濟帶來的及時雨，格外必要。

幾個月來，內地對疫情的控制幾乎
做到極致。深圳乃至廣東主要是境外輸
入個案，本地感染極為零星，且一經發

現就被控制。因此，對於內地之外的城
市放開，國家一直十分謹慎。由於澳門
疫情控制得當，從8月12日起，從澳門進
入內地人員不再隔離，澳門入境人員的
活動範圍從廣東省擴大到除香港、台灣
外的全國各地。8月26日整個廣東省居民
都可以順暢地到澳門自由行。

普檢為恢復通關創造機遇

澳門給香港提供了恢復順暢跨境往
來的榜樣。本次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有望對準確了解疫情情況提供寶貴機會
。由於檢測直接反映香港新冠肺炎在社
區傳播的情況，可以幫助各地更清楚香
港疫情受控情況，從而對香港產生信心
，為香港回復正常社會，順暢往來內地
與澳門作準備。

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日前透露，特區政府在確定疫情穩定後
會盡快推出健康碼，以恢復跨境人員往
來。這是個好消息，香港各方都應該為
此努力。

首先是政府的科學準備必不可少。
一方面，在防範疫情再度升溫方面做足
準備，並像澳門那樣採取逐步放開的辦
法。畢竟傳染病並沒有遠去，甚至隨時
可能捲土重來；另一方面，為暢通做各
種技術準備，包括設立健康碼，避免往
來人群的健康隱患。

此外，還必須要有「政治攻防戰」的
準備，沉着應對反對派的各種詰難。畢
竟香港泛政治化積重難返。社會各界
持份者需要積極發聲，為政府恢復順
暢跨境往來的努力提供強大的民間支持
聲音。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
會理事

為盡早推出港康碼做好各項準備

▲香港是實行 「一國兩制」 的地方政體，這決定了香港不
可能實行 「三權分立」 制度

議論風生
葉建明

焦點評論
吳志斌

有一
說一

李繼亭

議事論事
林志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