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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柏嘉法官日前在香港外國記者會演講，談及白皮
書提到法官要愛國的問題。他說，法官要愛國是前
設，英國的法官需要宣誓效忠英女皇及國家主權，香
港特區的法官同樣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而最重要是法官能不偏不倚，維持獨立的
判斷，免受行政機關影響。就白皮書將法官列為「治
港者」（administrators）的問題，廖柏嘉坦言，文字
是容易被詮釋的東西，並引用了英國曾經有法官因為
他們的電郵地址檔名為「gov.uk」，會令人誤解他們
是英國政府的一部分而不滿，在法律界也引起了一些
爭議。他認為，檔名中的「政府」縮寫可以指行政機
關，但同時可指包含司法機關在內的廣義的政府；而
白皮書中的「治港者」也是如此。

法官宣誓愛國是世界通例

對於白皮書就本港司法系統的描述，現時社會上出
現了兩種聲音：一種認為白皮書如實地表述了本港的
司法制度，對於法官愛國愛港的要求，也是國際社會
的規定，並沒有可非議之處；但另一種意見卻認為，
要求法官愛國愛港，將法官視為「治港者」，將衝擊
本港獨立的司法權，反映中央正在收緊本港的自治權
云云。公民黨更借題發揮，對白皮書大力攻擊。林新
強不過就白皮書發表了一些公允評論，認為外界應以
正面態度看待白皮書，就被公民黨動員拉落台。然
而，公民黨雖然有大班律師大狀，是否就代表他們對
白皮書的評論就合法合理？
現在，廖柏嘉法官走出來反駁了有關說法，指法官
要愛國是前設，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問題核心。法官宣
誓愛國，是世界通例。英國法官就任的誓詞是：「本

人必依法竭誠向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陛下及其繼位人效
忠。」英國一些高級法官會被聘任為樞密院顧問官通
稱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上任時必須宣誓：
「謹向全能的上帝發誓，身當女王陛下真心忠誠的僕
人，在陛下的樞密院中效力……盡全力忠於陛下、擁
戴陛下，在他國君主要員教士政權或首領之前，協助
和維護上天賦予陛下、國會立法申明王位應有的全部
裁決權、尊嚴和權威，或其他。」英國是君主立憲制
國家，當今英女王仍然是國家的象徵，英國大法官向
女王效忠宣誓，就是效忠英國，就是宣誓愛國。既然
英國大法官宣誓愛國不影響司法獨立，香港的各級法
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愛國，怎麼會
「損害香港司法獨立」呢？按公民黨的邏輯，難道法
官不愛國愛港，才能客觀中立判案？這種公民黨式標
準實在匪夷所思。

翻譯差異沒有必要上綱上線
至於白皮書將法官列為「治港者」的問題，廖柏嘉
認為「文字是狡猾的」（words are slippery），意思
是現時「治港者」的爭議，不過是咬文嚼字的風波而
已。首先，現時出現爭議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白皮書
的英文翻譯中，在描述法官時用上了「administrate」
(行政管理)一詞，但中文版中該詞的意思卻與「港人治
港」（Hong Kong people running Hong Kong）中
「治港」的意思相同。即是說，白皮書其實是將法官
視為廣義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權的「治港者」一
分子；但英譯版卻用上「administrate」一詞，因而出

現了歧義，以為將法官視為行政機關一部分。這只要
澄清就可以，並沒有必要上綱上線，甚至聯繫上獨立
的司法權。
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

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
他司法人員等，意味政治體制不等於行政機關，而
是上述治港者在內的特區建制。司法權是非常重要的
公權力，是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既然「治
權」包括司法權，掌握司法權的法官和司法人員怎麼
能不屬於「治港者」呢？將法官和司法人員列為廣義
的「治港者」，不僅絲毫不影響香港獨立的司法權，
而且更能增強法官和司法人員依照基本法履行職責的
責任感。
至於所謂法官「愛國愛港」就是要親近中央政府和
特區政府，這可能是公民黨之流的想法，但這不是白
皮書的想法。白皮書也提到了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這樣就保障了法官的判案，不受任何人干預。正
如英國權威智庫Chatham House 駐港高級研究員夏添
恩博士就此去信《金融時報》，指一些文章對白皮書
「損害司法」的批評並不準確，認為白皮書只是重申
北京對香港特區一直以來的政策方針，並無意圖去重
新定義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為什麼外國籍的
法官和智庫都能公正評論白皮書，但公民黨一眾卻要
肆意扭曲內容？難道為了政治需要，就連自身的法律
專業都可以置之不顧？這才是對本港司法的最大侵
害。

卓偉

廖柏嘉法官對白皮書的評論振聾發聵
「一國兩制」白皮書要求法官要愛國愛港，引起了不少討論，公民黨更指白皮書損害

了本港的司法獨立云云。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廖柏嘉（David

Neuberger）日前重申，法官要愛國是前設，無論是英國或香港的法官宣誓都有效忠政府

條文，這已經滿足到「愛國」的要求。他並指白皮書並未傷害香港司法系統的獨立。廖

柏嘉法官以其權威的身份，明確表示法官要愛國愛港是合理的要求，與本港的獨立司法

權並沒有矛盾，有力地反駁了公民黨之流上綱上線的謬論，激濁揚清、振聾發聵。公民

黨以為政治打壓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之後，就可以在法律界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廖柏嘉

法官對白皮書的公允評論，戳破了公民黨之流的謠言和謊言，將他們曲法亂政的真面目

暴露於人前。

■施展熊

《蘋果日報》大老闆黎智英捐錢給李卓人事
件，受到廉政公署調查。李柱銘立即說，「這是
白色恐怖」；李卓人則企圖誤導公眾，聲稱不過
是發表了「維護新聞自由的言論」，更指調查行
動「很不可思議」。
從李柱銘到李卓人，都有一個奇怪的邏輯，他
們可以隨便地指控官員或其他公職人物收取賄
賂，涉及貪污，要別人下台，他們的指控絕對不
是「白色恐怖」；輪到反對派涉及收取金錢故意
不報，被市民告發，廉署依法調查，立即就是
「白色恐怖」。反對派把自己封為凌駕法律之上
的特權人物，視法律如無物，橫行無忌，不必受
到法律的制約。究竟是誰賦予他們這種特權？法
律依據何在？
《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列明，包括公務員和
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收受包括金錢等利
益後，利用公職為捐款人做事，足以構成違反條
例。前廉政公署副專員郭文緯指出，有關人等違
反《防止賄賂條例》的表面證供已基本成立。廉
署自然應該立案調查，以維護香港的廉潔聲譽，
社會也支持廉署的調查行動。
黎智英沒有經過選舉，沒有得到選民授權，但
是他向反對派政黨捐出4000多萬元，控制了反對
派政黨的行動和言論，左右香港社會，這就是
「黑金」政治，是惡勢力操縱香港公權力，踐踏
香港的民主。

存在明顯違法嫌疑
香港立法會議員，一向有利益申報的規定。收
到捐款後要向立法會申報，涉及利益衝突，就要
避席，不能出席有關會議和發言。
李卓人被踢爆，曾收取黎智英合共150萬元的
「政治黑金」，並在立法會為黎講話。事件敗露
後，李卓人竟然聲稱，去年10月收到的50萬元是
替工黨「袋住先」，一袋就是9個月。他承認，
黎智英是工黨最大單一捐款來源，但又轉移視
線，聲稱其他政黨都有收受捐款，揚言可藉今次
機會一併討論是否要訂立政黨法云云。
市民都覺得奇怪，如果無被踢爆，這一筆「捐
款」是否永久地留在李卓人的戶口內，不需要交
給工黨，變成自己的報酬。這些報酬，是做什麼
的？這樣就有兩個嫌疑：一，身為立法會議員，
接受了報酬，不向立法會作出申報，為捐款人做
事，違反了《防止賄賂條例》；二，議員對於自
己的所有收入，都要向稅局申報，並且繳納稅
款，如果不作申報，就有逃稅之嫌。
案情被揭發之後，李卓人說成是替工黨「袋住
先」，50萬元長期留在自己的戶口後，穿煲了才

轉到了工黨的戶口。其收取和支出日期是怎樣的？「袋住先」
是否有必要？還是這不過是一個掩飾之詞？這種情況，絕對和
「白色恐怖」無關，更和「新聞自由」無關。把所謂「捐款」
隱瞞不報，存入自己的戶口，就是收取賄賂，就應該受到廉署
的調查，就要受到法律的處理。把「黑金」政治說成是「白色
恐怖」，顛倒黑白，手法低劣得很，香港公眾只會將其看作是
「賊喊捉賊」。

不能借「白色恐怖」逍遙法外
所謂欲蓋彌彰，故意隱瞞不報，只能說明李卓人有不義之圖
謀。去年收到「捐款」的前後，他的「大製作」就是發動葵涌
碼頭工人罷工，包圍李嘉誠的長江中心，發動仇商鬥富的政治
鬥爭。「大龍鳳」結束之後，李卓人的銀行戶口立即多了50萬
元，顯然是一種報酬。「黑金」事件曝光，暴露李卓人是比黑
社會更加骯髒的拆爛污打手。黎智英一向用威脅手段，逼香港
富商和大企業在壹傳媒刊登廣告。李嘉誠一直認為這樣的傳媒
沒有公信力，拒絕在壹傳媒刊登廣告。結果，壹傳媒就不斷刊
登造謠新聞，攻擊李嘉誠和他的企業，企圖迫李嘉誠就範，但
始終不得要領。李卓人發動碼頭工人包圍長江中心，用盡卑鄙
手法醜化李嘉誠，正因為他收秘密「捐款」，成為了黎智英的
打手。這種赤裸裸的勒索廣告行為，根本就不是「新聞自
由」，而是惡霸催收廣告。勒索廣告，絕對不是新聞自由，而
是濫用「新聞自由」，是損害自由經濟的犯罪行為。李卓人不
要魚目混珠，不要把犯罪當成是「維護新聞自由」。
香港是法治之區，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如果有議
員收取顧問費而不申報，就要坐牢18個月。李卓人將50萬元
「袋住先」，應該受到法律的追究，應該受到立法會紀律和香
港法律的處置，絕對不能一句「白色恐怖」，就逍遙法外。

香港的歷史性時刻即將來臨，全國人大常委會即
將對香港政改作出決定。若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行
政長官普選，將會是新中國憲制下首個實行普選的
地方行政區，對香港固然十分重要，對整個國家的
民主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傳媒報道，政改草案具
體列明了提委會的組成、提名門檻為須要過半數、
候選人數目限2至3人，特首候選人須獲過半數有
效票方可當選。
另一邊廂，「佔中」陣營表明不接受草案內

容，正密鑼緊鼓部署，預計「佔中」違法抗爭行
動即將展開。際此關鍵時刻，香港的經濟似乎沒
有任何預期受到「佔中」衝擊的跡象，樓價處於
本地歷史新高，股市恒生指數25,000點亦企穩近
年新高，這或許反映置業人士及投資者的態度，

認為「佔中」只會對本港經濟帶來輕微而短暫的
負面影響，當中選擇在現時置業人士來說，完全
看不到這個陰影存在。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李飛所說，「泛民」議員為了讓自己的參選
人「出閘」而度身訂做劃線方式，並與所謂「國
際標準」扯上關係。其實，國家主權在香港的體
現是不容爭議的，妄想讓別有用心，甚至存心與
主權國搞對抗的人「出閘」選地區領導人，這是
所有國家都不容許的。每一個國家和地區選舉都
是根據其本身法律和情況來進行，可以說根本沒
有所謂的「國際標準」。

青年「佔中」前途盡毀
「佔中」陣營抗爭行動，將動員學生罷課，最早

或於8月底9月初進行預演。無疑年青一代血氣方
剛，每想表達自己意願，但罷課涉及自身前途，筆
者勸喻同學們不要隨便參與激烈抗爭行動。學生參
與社會事務，應該以和平及具建設性方式表達訴
求，「佔中」涉及違法行動，學生們應該認清事
實，不應置身於與國家對抗的陣營當中，缺課影響
學習，假如在行動中被捕，更要承受法律責任，甚
至前途盡毀的後果。
筆者認同清華大學王振民教授的看法，要從中華

民族復興的角度看待香港普選。親西方勢力亦是看
準這個歷史性「機遇」，圖謀在今次選舉方案中，
滲入對西方有利的元素。但中央對有可能對管治不
利的任何事情，都絕對不會接受，這是放諸世界各
國皆準的道理。

港人肩負普選歷史使命

施展熊
原全國政協委員

意識形態病入膏肓「佔中」有心無力

「佔中」不得人心
我們一直懷疑，「佔中」自始就是失，以癱瘓香港經濟和信譽來滿足

某些政客的「心頭好」，一個少數強加諸多數的「戲碼」，要求港人以
「犧牲抗命」為代價，拋開那些空空洞洞的甚麼「人權」、「公義」高調
外，實事求是而言，剩下的答案只有一個——意識形態作祟，事情鬧得愈
大，港人的損失必成正比，這怎得民心呢？香港人無論是在港英時期或回
歸以來，社會的進步，從來不取決於怎樣搞「犧牲抗命」，若曰為了一個
號稱「真普選」的東西，斷然要把與中央的互信和香港數代人共建的法制
基礎棄如敝屣，我想絕大多數香港人的頭腦還是清醒的，不會輕易苟同。
「佔中」能迫使中央低頭嗎？就算中央一次低頭了，能不再來第二次，第
三次？……直到香港政治「自治」了，香港「特首」說的話足以一鎚定
音，中央置喙無門，才擺手吧？溫家寶前總理於2010年指出香港的五個
深層次矛盾，別的矛盾不說，他所提出的政治包容共濟，暗示了香港社會
意識形態對抗嚴重，港人本理應深省，這次「佔中」行動，不過是對抗的
又一產物。值得關注的是，「佔中」的設想乃源自「顏色革命」，刻意淡
化其後果，目的在欺負香港市民的善意包容。可幸他們疏忽了，港人從現
實生活已凝聚了處危不亂的共識，例如：

普選須考慮國家安全
一、自回歸以來，中央對香港社會民生的照顧可謂務盡周到，力所能及
者，從不吝嗇，為甚麼政改卻不能任由反對派擺布呢？不言而喻，中央必
須顧及全中國的整體利益，香港民主進程並非獨立於「國情」之外，任何
妥協的原則離不開中央賴以建構「一國兩制」的《基本法》，捨此而另謀
險，無疑是對中央的挾迫。二、妄圖濫用「國際標準」抗拒中央的「國
家安全」，實徒增「一國」對安全的憂慮。姑勿論以何種角度來認定「國
際標準」，「一國兩制」既是史無前例，身為「一國」之下的「特別行政
區」，未經中央同意立法，總不能順手把甚麼「國際標準」拈來當「山草
藥」吧。中央擔心香港反對派罔顧「國家安全」，並非搪塞敷衍而是信而
有徵，回顧廿三條立法遭到抵抗至今逾十年而隻字不提，特區對此應盡之
責，毫無進展，反嘲中央擔心「國家安全」不可取，終說不過去。三、由
反「公民提名」引發「佔中」，最能說明長期處於意識形態泥淖，也是香
港政治深層次矛盾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香港政客喪失了應有的國際視
野，對國情的理解亦欠正確的歷史觀。中國要強大起來，歷程固然複雜萬

端，也非完全取決於自身意志，但是
過程中對國家有效管治，卻永遠是發
展不可或缺的最基本因素，今天國家
的整體成就深得民心，皆因生活水平
和國際地位在不斷上升。誠然中國也
不是天堂，社會改革步伐仍十分沉
重，可貴在於管治階層堅持自強不
息，認清發展始終是大局所在，而中
央在駕馭國民經濟、國家安全和社會
文明這三道驗證國力進步的要素上，
始終展現可靠的領導實力。
看待快速發展的中國，需要有歷史

和國際視野，我們國家地大物博、人
口眾多，「民主」肯定不是評價今日中國的唯一標準，沒有對中國全方位
的客觀深入的認識，就不足以論國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最近出版的著
作《李光耀看天下》中即以「中國」為第一章，畢竟他是一位享譽國際的
政治家，他對中國、美國和亞洲的觀點，受到全球領導人的尊重和競相徵
詢。李光耀在「中國章」這樣說：「五千年來，中國人一直認為，只要中
央政權是強大的，這個國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虛弱了國家就會紊亂。一個
強大的中央會帶來一個和平繁榮的中國。每個中國人都這樣認為，這是他
們從根深柢固的歷史教訓中吸取的基本原則。在短期內，人們不可能背離
這一原則。這種心態比共產主義的歷史要長，已存在數個世紀、甚至數千
年了」，「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國實現西方傳統式的民主，這是不可能
的事。美國人認為，如果不實現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以及每隔數年便更
換總統和改選議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國家。這是他們對世界先入
為主的看法。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的傳統。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擁有十
三億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歷史傳統的國家。它將會走自己的道
路」，「它畢竟不是一個新的強國，而是一個正在復興的古老強國。」或
許不會是每個人都認同他的觀點，不過，他不但展示了政治家應有的國際
和歷史視野，更值得尊重的是，他把口中那個「小得沒辦法改變的世界」
的新加坡，以合乎他們國情的發展手段，爭取到在亞洲乃至世界都會聆聽
她聲音的國家，相對於活在意識形態陰霾而樂此不疲的香港政客，確令香
港有天壤之嘆！

愛國愛港是起碼要求
香港反對派政客恥言「愛國」，在他們林林總總西方價值觀崇拜中獨缺

「愛國」，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北京」不具備被「愛」的「價值」，於是
「佔中」就是表現出一股不避玉石俱焚的決心。可「愛國」偏偏是如假包
換的「國際標準」，全世界的憲法十不離九，規定參與角逐國家大位者，
如不備合法國籍身份，則不被接受，這是起碼的愛國體現。以法國憲法為
例，不認同本國國旗、主權者，沒有參選資格。緬甸的昂山素姬稱得上是
國際典型的「民主」大人物吧！甚麼西方可頒的大獎都給了，她參選明年
緬甸總統大選也是熱門之一，萬事俱備之下，就欠兒子的英籍身份成為障
礙，緣於緬甸憲法不允許，昂山女士唯等修憲的機會。香港反對派卻忌
言「愛國」，拚命想藉所謂「國際標準」作權變之謀。這些招數全無勝
算，搗亂了香港，卻絕對沒有贏家。
眼前所見的「提名」對抗，其實破解之道，一字咁淺，拋開意識形態的
夢魘，正面看待「愛國」，普選也就無「門檻」亦無「落閘」之危。反對
派諸君不妨反躬自問一句，為甚麼不與「中央對抗」、接受「愛國愛港」
才能造福香港呢？可惜世界並不如你般的對待中國。這，你是知道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在明日就港政改設定框架和原則。反對

派稱，若然人大的決定有如「落閘」，他們會部署「一波一

波」的抗爭運動，包括佔領中環，鼓勵港人要不惜「犧牲抗

命」。雖然我們不清楚戴耀廷口中的「犧牲抗命」所指的實

質意義，但顯然會是「和平佔中」的真實一面。明眼人早已

對「和平」這兩字的「巧」用不以為然。照戴的盤算，中央

和港府屈服了，「和平」自然就達到了，反之，就犯了打壓

「和平」的罪過。「佔中」聲明是不懼違法的「公民抗

命」，港府應否法外開恩，甚至大家也來對「法治」踩上一

腳，讓他們如願以償呢？從最近反「佔中」的民氣來看，反

對派恐怕他們難以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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