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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與結社自由：準則與平衡》

公民黨呈交 2006 年 6 日 26 日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書

背景

1. 公民黨於 2006 年 3 月 19 日，根據《公司條例》正式註冊成為有限公司。

公民黨的前身是《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四位立法會議員及大律師。

2. 5 月 3 日，《東周刊》聲稱獨家 “披露” 公民黨的 “秘密黨員名單”。事實上

黨員的名單從來不是 “秘密”，因為正如公民黨向傳媒闡述，按照《公司條

例》，公眾是有權查閱名單的。該篇報道尤特別渲染報道其中兩名大律師黨

員，指稱這兩位黨員既同時分別受委任為暫委法官(Deputy Judge)和特委法

官(Recorder)，便不應加入任何政黨，因為這將違反司法獨立和法官的公正

性。 

3. 司法機構曾就傳媒查詢發表聲明，指出按照《法官行為指引》，全職法官應

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但《指引》並不適用於非全職法官，包括全職是

執業律師或大律師的暫委法官和特委法官。

4. 《文匯報》分別在 5 月 6 日及 10 日刊登了兩篇文章，抨擊公民黨及該兩位

黨員，並呼籲將《法官行為指引》有關全職法官的規定引用於非全職法官。

5. 民建聯的馬力議員和李國英議員，亦分別在立法會提出有關法官加入政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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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書面質詢及要求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問題。

6. 5 月 22 日，公民黨的吳靄儀議員在《明報》刊登一篇題為「司法獨立與結

社自由」的文章。

7. 此意見書旨在詳細闡釋上述文章提及的原則以及相關的文獻。由於有關的文

獻繁多，不能盡錄，本文只引述其中具代表性的作論述。

法治與結社自由

8. 司法獨立及公正是法治的基石。結社自由，包括成立和加入政黨、工會及宗

教組織的自由，是維護個人政治權利和自由的基本權利。

有關司法獨立及公正的國際原則

9. 國際間認可的司法獨立和公正的原則重申，法官享有與一般人相同的權利和

自由，包括結社自由，只要法官不參與或不從事不恰當的活動，便符合司

法獨立的原則，《班加羅爾司法行為原則》( Bangalor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Conduct) 第 4.6 段訂明：

“法官與任何公民同樣享有表達、信仰、結社和集會的自由，但在行使這些

權利時，法官的行為必須要維護司法職位的尊嚴和司法的公正無私以及司法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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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he Beijing Statement”北京宣言)第 8 段訂明﹕

“在符合其司法人員的情況下，法官與其他公民同樣享有表達、信仰、結社

和集會的自由。”

聯合國宣布的《關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The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endor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第８段訂明﹕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司法

人員與其他公民同樣享有表達、信仰、結社和集會的自由，但在行使這些權

利時，法官的行為必須維護司法職位的尊嚴和司法公正無私和司法獨立。”

10. 世界各地的司法區均奉行上述原則，在兩者之間，藉下述兩種分野取得適

當平衡﹕

(i) 維護政黨的參與但限制其政治活動，例如美國法官指引 Code of 

Conduct for United States Judges 的第 7 項準則，其中訂明﹕

“A. 法官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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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擔任任何政治組織的領導或黨內任何職銜；

(2) 代表任何政治組織發表演說或參選，或公開支持或反對任何競

逐某項公職的候選人﹔

(3) 為任何政治組織籌募經費或募捐，或對其政治組織或候選人

作任何捐贈，出席政治活動或為政治組織籌款晚宴或其他活

動購買餐券或獎券等﹔

B. 法官如要參與黨內任何職位的初選或會員大會選舉，便應先辭去法

官職務。

C. 除第 4 項準則規定的政治活動，法官不應從事任何其他的政治活

動。”

另一個例子是英國政制事務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al Affairs）

網頁內的英國《法官－有關職外活動及利益的指引》（《Judges－

guidance on outside activities and interests》）：

“一般原則－

法官必須保證當他們擔任全職司法工作時，他們的行為必須與其身為法

官的權力及地位相稱。不可以任何身份參與任何會敗壞，或有理由令人

相信會敗壞他們的司法獨立或公正的活動。在任何案件中，若出現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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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袒的嫌疑，法官必須遵從案例的指引，包括上訴庭有關 Locabail 的判

例… 

“政治或其他活動－

法官必須放棄參與任何不適當地佔用其時間的政治或其他活動。他們在

參加與職務無關的活動時，須保持警惕，以免出現任何質疑其公正性的

情況。法官在他們獲提名參與國會、蘇格蘭國會、威爾斯議會及歐洲議

會的選舉或接受成為候選人時，必須向大法官呈辭。”

(ii) 分開在獲得任命時必須斷絕其商業、專業及其他連繫的全職法官，與

仍為全職大律師或執業律師的非全職法官：

《特委法官的聘任條件》訂明，特委法官不但毋須放棄政黨黨籍，

且明文准許參與政治活動。唯一的限制是：

“特委法官如同時身兼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候選人或地區議員時，不得

在其選區主持裁判職務。”

不少同時擁有大律師或執業律師資格的國會議員及地區議員，均不時受

委任為特委法官。

《法官行為指引（草擬）》（Draft Guide to Judicial Conduct, England 

and Wales）認為法官一旦獲得任命，應放棄政黨黨籍。同時，該指引

第 3.17 段說明這個做法不適用於「收費」（兼職）法官：

“禁止參與政黨政治活動的限制並不適用於這類法官，但他必須考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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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政治活動的性質及範圍會否在處理某宗案件時予人不公平的觀感。非

全職法官在私人執業時亦可能與一些律師事務所、專業團體或其他團體

有聯繫，而不適宜處理一宗與他們有關的案件。”

《香港特區法官行為指引》第 76 段訂明﹕

“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例

如，法官應避免出席與政治有關的集會或示威活動。法官當然可自由行

使選舉權利。”

《法官行為指引》並不引用於非全職法官。

全職法官與兼職法官的分別

11. 永久性、全職的法官與暫委、兼職的法官有實在的區別。英國《法官－有

關職外活動及利益的指引》（《Judges－guidance on outside activities 

and interests》）內有關「終止專業及商業連繫」（ termin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contacts）的一段指出：

“全職法官的委任，用意是這是他所餘的工作生命的職業。法官明白一旦獲

得委任，日後委任終止時，他們不會重操大律師或執業律師的業務。”

此等法官享有終身保障，同時亦須辭退任何商業董事職銜，限制其非商業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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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活動，終止所有專業及商業連繫，以及永不能再從提供辯護服務或任何

法律意見以換取任何形式的報酬。然而這些限制並不適用於只是暫時委任的

兼職法官。兼職法官除了必須謹慎地履其行之外，他們仍可繼續私人執業、

保持商業連繫和政黨黨籍，以及參與政治活動。

12. 香港現行的制度，暫委法官是一次過為期四星期的任命。而特委法官的任期

則為三年，可再續約三年，其間他將會被隨時徵召擔任法官四星期。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司法機構的聲明指出《法官行為指引》並不適用於特委和暫委

法官，這點與上述的各項原則和做法相符。

防範實在或可能存在的偏頗的法律

13. 審理一宗案件的法官，無論是全職或非全職法官，都受到公認的原則約束，

令公眾得到公平審訊的權利受到充分的保障﹕

- 每位法官在接受委任時宣誓，只會根據他對案情和對法理的真誠理解，

獨立無私地行使法官職能，不受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出自任何來源或基

於任何理由的外來的影響、引誘、壓力、威脅或干預﹔

- 法官必須依從有關實際、推定或表面偏頗的法律規則：聆訊中任何一方

如有理由認為某位法官存有偏頗或利益衝突，就有權要求撤換法官﹔如

法官錯誤地拒絕要求，他所作的判決將會被上級法院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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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某一宗聆訊中假如某位法官因為身為政黨黨員的關係而影響或被合理地

視為影響其判案的公正，又或該位法官的家庭成員的黨員身分會影響或被

合理地視為會影響其判案的公正，該位法官便應迴避處理該聆訊，而聆訊

的任何一方亦有權要求撤換該法官。這要求並非只限於政黨黨籍，而是任

何可能被視為會影響該法官判案的公正的會籍或聯繫都必須這樣處理。

15. 法律給予法官須如何處理實際、推斷及表面偏頗的指引非常周密和全面，

而且適用於所有法官。

結社自由及香港的政治發展

16.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2 條規定，結社自由不受限制，「除

非依照法律規定，而且是民主社會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

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之外，不得限制這些權

利的行使」。這項規定，在《基本法》第 27 條及第 39 條，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第 18 條之下受到保障。限制非全職法官加入政黨，是不合理和不

必要的，而且可能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基本法》。

17. 現階段香港的政黨發展，對推動基本法第 45 條及第 48 條所規定的普選非

常重要。限制結社自由將窒礙政黨的發展，亦削弱了法律界的結社自由；

因為司法人員及暫委法官的人選經常從法律界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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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時，香港的實況是，根本沒有一個政黨是執政黨或反對黨。實際上，政黨

只是一個像工會、專業及商業團體或組織那樣，為區議會或立法會，提供候

選人的組織而已。

二 0 0 六年六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