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

交的第四次報告的項目大綱的意見書  

 

自 1976 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延

伸至香港適用。有關的公約旨在保障每位公民的公民和政治權利，

包括生存權、宗教自由、集會自由、選舉權、正當法律程序和公平審

訊等。《基本法》第 39(1)條規定，《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

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約》提交的第四份報告的項目大綱，公民黨

認為政府並未如實和具體反映香港落實《公約》的現況，亦未就人權

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的建議作具體和合適跟進，尤

其在有關政治權利方面，例如「民主發展進程」的一項，政府草草以

落實「一國兩制」和司法獨立兩三句闡述，似乎無意具體交代落實

《基本法》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時間表，以及如

何落實符合《公約》平等及普及的要求的政制發展。  

 

公民黨認為大綱應包含政府就早前第三次定期報告的建議的具體跟

進情況以及有關落實《公約》權利的最新情況，香港政府應在正式向

人權委員會提交報告前就報告草稿再作諮詢及提交至立法會，並就

報告的項目大綱作以下建議：  

 

第一條：民主發展進程及第二十五條：參與公眾生活的權利  

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遙遙無期，有違《公約》的民主原則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中留意到香港

有可能獲准於 2017 年對行政長官的產生和  2020 年對立法會的產

生實行普遍的和平等的選舉制度，惟關注香港至今仍對《公約》第

25 條的實施有保留。  

 

立法會仍然分為地區直選組別與功能組別，普選立法會遙遙無期。

功能組別議員非由全民普選產生，只是權貴與特權階級的小圈子，

但卻佔據立法會的一半議席。兩大組別分開點票，議案或法案須同

時獲兩大組別通過才能通過。有關的政治制度，令立法會失去了根

據民主原則制定法律的重要功能。  

 

雖然，政府曾於 2012 年提出政制改革，修訂立法會的選舉制度，惟



 

 

此改革未有涉及全部議席，只是在功能組別增加 5 個全民直選的議

席。然而， 5 個全民直選的功能組別議席在 35 席的功能組別中只佔

極為少數，根本未能解決制度本質上的問題。在該次改革獲通過後，

至今仍未有任何新進展。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面，香港至今仍未實行普選行政長官。政府曾

於 2014 年提出政制改革，修訂行政長官的產生程序。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通過《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

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有關的決定嚴重破壞民主政制，

有違實踐《基本法》當中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受制於此決定，特區

政府的政改方案中未包括公民提名機制，此亦引發了雨傘運動。最

終，政改方案遭立法會否決。  

 

2017 年 3 月 26 日，林鄭月娥在由僅僅 1,194 名選委組成的小圈子選

舉中，以 777 票當選成為第五任行政長官。香港回歸至今 20 年，中

國政府本應要落實《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對於香港的承諾，

但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遙遙無期，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

第四份報告具體解釋如何落實符合《公約》平等及普及的要求的普

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方案。  

 

2016 年立法會選舉篩選參選人違反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除了落實普選遙遙無期，選舉的公平和公正性亦有倒退。在真正的

定期選舉中，每位公民應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種選舉應是普

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以保證選民意志的自由表

達。2016 年立法會選舉，不但未有落實普選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進程，

香港公民的政治權利更遭進一步剝奪。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選

舉委員會以不同理由及方法剝奪香港市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

及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的保障，違反《公約》第 25

條。  

 

在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選舉管理委員會在有關的選舉報名程序中，

在沒有法律根據及沒有就有關安排作任何諮詢的情況下，加入參選

人須加簽一份新增的聲明確認書表示其維護《基本法》的要求，及其

後褫奪數名主張香港獨立的參選人的被選舉權。有關的事件為香港



 

 

歷史上首次有參選人因政治背景審查而被褫奪參選權。提名期完結

後，共有五名排名單第一位的參選人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包

括：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正義行動的陳國

強、國民香港的中出羊子和保守黨的賴綺雯，當中有些人士甚至在

簽署確認書後仍然被取消參選資格。公民黨認為有關安排及行為違

反《公約》第 25 條，特別是無法以有法律依據、客觀和合理的條件

就被選舉權作限制，香港政府須在第四份報告作解釋。  

 

人大主動釋法、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中留意到，香港

政府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是

「一般性和沒有任何限制的」。然而，委員會關注到「由非司法機構

對基本法作出具約束力解釋的機制可能會削弱和破壞法治和司法獨

立」。  

 

委員會的憂慮終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實現：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全票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的解釋》，要求在中國香港就任公職的人士必須「準確、完整、

莊重地」宣讀誓言。此次人大釋法明顯針對六名在 2016 年 10 月宣

誓就職時在誓言前後或中間加字，或修改誓言的民選議員，直接導

致政府在要求法院證明兩名民選議員宣誓無效的訴訟中勝訴，後來

更導致另外四名民選議員因同樣原因遭法院取消議員資格。有關釋

法削弱和破壞法治和司法獨立，亦直接損害《公約》第 25 條的權利，

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須在第四份報告解釋並說明面對人大常委會釋

法行為，如何有效保障香港市民《公約》下的權利。  

 

行政機關對立法會議員採取法律行動  

時任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一個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上取去發展局副局長手上的文件夾，事後被律政司引用《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控告梁國雄藐視罪，指其藐視立法會。另外，兩位時

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恆、游蕙禎在立法會主席確認其宣誓無效後，曾

於 2016 年 10 月 26 日在數名議員助理協助下試圖進入立法會會議廳

重新宣誓，被控非法集結及企圖強行進入罪。此類政治檢控阻礙民

選議員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明顯有違《公約》第 25 條，公民黨認

為香港政府須在第四份報告作解釋。  

 



 

 

除以上有關民主政制發展的意見，公民黨要求政府須檢討以下有關

的項目大綱，如實反映香港社會的現況。  

 

第二條：確保每個人都享有公約所確認的權利  

指定香港境內某地方的香港司法管轄權 (包括《公約》 )再不適用  

香港政府於 2010 落實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建議，並提議以

「一地兩檢」方式 ──即將進出內地和本港的出入境檢疫於香港境內

同一地方進行，換言之內地法律需要在本港實施，以在本港執行出

入中國內地境內的出入境檢疫。於 2017 年 7 月，香港政府公佈計劃

劃出本港境內西九龍高鐵站的指定區域及高鐵車廂為中國內地司法

管轄區，而人大常委會亦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以決議形式確認有關

建議，鑑於中國內地並無批准履行 (rat if ied)《公約》，意味公約以及

公約有關權利將不會在香港境內的有關地方實施。不少聲音，包括

本地法律界及大律師公會對有關安排表示擔憂，特別是有關政府機

構將試圖以類似形式進一步削弱本地法律對香港市民提供的人權保

障，尤其香港政府及人大常委會並沒有就有關重大建議作公開諮詢，

而公約亦訂明沒有退出 (denunciat ion)機制，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

在第四份報告解釋並保證《公約》將於有關地方 (即香港境內任何地

方 )繼續落實，並保證於未來不會以類似程序削弱公約在香港任何地

方的落實及公約對香港市民的任何保障。  

 

《國歌法》  

2017 年 11 月 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通過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基

本法》第十八條列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此意味著內地法律可通過附件三在香港

本地立法。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無追認《公約》，其法律並不完全

符合《公約》，引致其法律通過附件三過渡至香港時或會造成不符合

《公約》的情況。日後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亦有可能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導，通過附件三進入本地立法程序。

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第四次報告中保證《基本法》附件三內的

法律在本地立法時，必須符合《公約》的規定。  

 

警方使用過分武力對付示威者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第三定期報告提到，香港警方人員



 

 

被指違反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過度使用

武力，包括不當使用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惟雨傘運動期間，警方仍

多次使用過度武力對付示威者，包括使用胡椒噴霧、催淚彈及警棍。  

 

2018 年 1 月 3 日，退休警司朱經緯被裁定於 2014 年佔領運動執勤

期間，以警棍襲擊男途人鄭仲恒，襲擊致造成身體受傷罪成。裁判官

強調事主當時手無寸鐵亦無挑釁，案件具嚴重因素，判朱入獄 3 個

月。  

 

委員會要求香港政府應對警方人員進行使用武力的相稱性原則的培

訓，其中必須充分考慮到聯會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

原則》。惟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約》提交的第四份報告的項目大

綱只向委員會提供施行酷刑的事例或其他形式的虐待事例、紀律部

隊及廉政公署的訓練、審核免遣返聲請，而未就有關警方人員過分

使用武力作出匯報及提出改善方法。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須就此在

第四份報告作具體解釋及改善建議。  

 

監警會的作用及獨立性成疑  

香港設有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然而其作用成疑

問。現時市民對於警隊的投訴，均由警方的投訴警察課處理。根據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監警會的職能為「觀察、監

察和覆檢（警務處）處長對須回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換言之其有

監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之權力，但不能直接調查投訴個案，亦沒有

處分涉事警員的權力。監警會可審核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報告，但審

核結果嚴格來說並無約束力。  

 

此外，監警會的獨立性亦備受質疑。現時監警會主席、副主席以及所

有委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委任過程中亦沒有任何諮詢行政長官以

外任何人的意見的機制，令人質疑監警會在審核調查報告時能否充

分代表一般市民的權益。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中建議，香港應建

立一個充分獨立的機制，有權對關於警方不當使用武力或其他濫權

行為的投訴進行獨立、妥當和有效的調查，並有權作出關於對此類

投訴開展的調查和調查結果的具有約束力的決定。然而此項建議至

今仍未獲得香港政府的充分執行，但在第四次報告的項目大綱中表



 

 

示會對以上建議作出回應，公民黨期待香港政府在第四份報告就改

善監警會的作用及獨立性的計劃作出報告。  

 

第七條：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

刑罰  

《刑事罪刑 (酷刑 )條例》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提到，委員會同意

禁止酷刑委員會於 2008 年所表達的關切，認為香港的《刑事罪行 (酷

刑 )條例》第 2 條第 1 款和第 3 條第 4 款用語實際上有漏洞，可能會

妨礙有效起訴酷刑行為，允許為酷刑行為提出辯解，並提議香港政

府按照《公約》第七條的規定，杜絕為酷刑罪刑提出任何辯解的可能

性。  

 

香港政府在第四次報告大綱中提到會對以上建議作出回應，公民黨

期待香港政府在第四次報告提出有關改善建議。  

 

第八條：不得使充奴隸或奴工；不得強迫或強制勞役  

政府並未致力解決有關販運人口及外籍傭工遭受歧視與剝削問題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提到，人口販運

現象在香港持續存在，香港更是人口販運的來源地、目的地和中轉

地。委員會感到關切的是，香港一直不肯採取某些步驟，包括提出使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

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巴勒莫議定書》)延伸至香

港適用。  

 

另一方面，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提到，

香港的外地家庭傭工（下稱外傭）一直遭受歧視和剝削。委員會建議

政府確保所有工人包括外傭均能享有基本權利，並建立有效機制以

確保追究虐待工人的僱主責任。而且建議考慮廢除「兩周制」和留宿

要求。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第四份報告跟進有關事宜，並提供

落實建議的具體。  

 

但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約》提交的第四份報告項目大綱未向委

員會反映香港的現況，及其並未致力解決有關人口販運與外傭被剝

削的問題。  

 



 

 

香港政府自 70 年代開始輸入外傭，是本港社會不可或缺的部分。根

據立法會的研究顯示，本港現時輸入逾 35 萬名外傭，分別受聘於本

港 11%住戶，當中請外傭照顧長者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8%增至去年

的 9%。  

 

然而，相對於鄰近國家，香港政府一直被國際社會批評沒有盡力保

障外傭權益，令外傭容易被中介公司和僱主剝削。美國國務院於 2017

年 6 月發表《 2017 年度販運人口報告》，維持香港在第二級觀察名單

內，指未完全符合打擊人口販運的最低標準，原因包括本港的法律

並未將所有販運形式定為刑事罪行。 2016 年，只檢控過數宗有關強

迫或強制勞役（ forced labour）的案件，其中包括政府未能有效打擊

非法的職業介紹所收取高於法例規定的中介費，以及扣留外傭護照，

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令他們即使遇到僱主的剝削，仍不敢向執法

機構求助。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第四份報告跟進有關事宜，並

提供改善建議。  

 

全面立法打擊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役  

事實上，香港政府可以參考英國於 2015 年通過的《現代勞役法》

(Modern Slavery Act  2015)作全面立法，把人口販運刑事化。同時，

外傭並非低一等的族群，香港政府亦應考慮委員會的意見，重新檢

討外傭的兩周制與留宿要求，以解決外傭被嚴重剝削的問題。公民

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第四份報告解釋未能立法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

人口販運以及將所有形式的人口販運刑事化的原因，並提供有關立

法的具體時間表。  

 

第九條：人身自由和安全、第十條：被剝奪自由的人的權利及第十九

條：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間，香港銅鑼灣書店五人陸續失蹤，包括：銅

鑼灣書店母公司巨流傳媒有限公司的股東桂民海與呂波、業務經理

張志平、銅鑼灣書店經營者李波以及店長林榮基。有關人員失蹤半

個月至 3 個月，最終證實全部身處中國大陸並受有關當局控制。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公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

由。而《公約》第十九條同樣指明公約國的公民享有意見和發表的自



 

 

由。  

 

銅鑼灣書店所出版的書籍應被有關條約保障，即使被中國列為禁書

而禁止在中國大陸買賣及流傳。此類書籍多與中國政治或中共高層

有關，除了披露過去計劃經濟的歷史內幕，也針對當代的領導人醜

聞等極敏感的類別。當桂民海計劃出版《習近平的六個女人》或《習

近平的情人》，中國當局即以不同途徑拘捕五人。  

 

其中銅鑼灣書店經營者李波更是在香港被擄至中國，香港入境處並

無其出入境中國的紀錄。根據《公約》，公約國公民享有絕對人身自

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例所確定

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然而根據《基本法》第十一

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

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中國的大陸法不能在香

港行使，而中國的執法人員不得在香港跨境執法。此舉有違《基本

法》及《公約》，並非依照法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而剝奪李波及

其他人士的自由。  

 

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約》提交的第四份報告項目大綱第十條提

出將告知委員會有關為在中國內地被扣留的香港居民提供協助。因

此，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第四份報告向委員會交代銅鑼灣書店

事件，而且清楚交代在事件發生期間政府對香港居民所提供的協助。  

 

第十九條：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制訂《檔案法》  

在缺乏檔案法下，香港政府可以隨意銷毀和封閉政府機構的檔案，

剝削公眾知情權，妨礙市民對政府運作的監察。檔案行動組及立法

會議員自 2007 年起已經開始向政府爭取訂立《檔案法》，而法律改

革委員會亦在 2013 年成立小組委員會檢討目前香港的檔案管理情

況，惟往屆政府一直無視此無容置疑而且迫切的責任，立法工作至

今全無進展。特首林鄭月娥在上任前曾承諾推行檔案法立法。公民

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第四份報告向委員會交代訂立《檔案法》的具

體時間表。  

 

第十九條：意見和發表的自由、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的權利和第二



 

 

十二條：結社的自由  

《刑事罪行條例》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中提到，委員會認

為香港《刑事罪行條例》內叛逆和煽動暴亂罪行的現有定義措辭寬

泛，並提議香港政府修訂其關於叛逆及煽動暴亂罪行的立法，使其

充分符合《公約》的規定。香港政府在第四次報告項目大綱中提到會

就此作出回應，公民黨期待香港政府提供落實建議的具體時間表。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同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中建議，香

港政府應確保準備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制定的新立法與《公

約》的規定完全相符。然而，香港政府在第四次報告項目大綱中隻字

未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作出適當澄

清，並承諾《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將與《公約》的規定完全相符。  

 

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的權利  

對參與和平集會的示威者加重刑罰  

在香港，部份參與和平集會的示威者須面對刑罰。在過去，法院一般

對示威者判以社會服務令，但最近一年在律政司的干預下，刑罰有

所加重。 2014 年秋季，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帶領政府總部

外的示威。 2016 年 8 月 15 日，裁判法院裁定三人非法集結罪名成

立，判以社會服務令。然而，律政司 (特別是律政司司長 )不滿判刑過

輕，要求上訴庭覆核刑期。縱然三人已完成社會服務令， 2017 年 8

月 17 日，高等法院裁定三人罪名成立，判以監禁六至八個月。  

 

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下，律政司司長位居刑事檢控專員之上，等同操

控檢控大權。同時，律政司司長身為政治任命官員，中立性成疑。公

民黨認為此案極為不公，政府須在第四次報告中交代事件，並提供

覆核刑期的合理解釋。  

 

第二十六條：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  

落實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關於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提到，香港沒有

法律明文禁止對性傾向的歧視，而且不同性傾向的人士在私營部門

仍然遭受歧視。委員會建議香港政府頒布立法，明確禁止基於性傾

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採取必要措施制止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偏見



 

 

和社會鄙視，並明確表示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基於性傾向和性別認同

的騷擾、歧視和暴力行為。  

 

然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約》提交的第四份報告的項目大綱只

提及性傾向及跨性別歧視，並未提及《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時間

表。香港沒有明確的立法便不能真正保障不同性傾向的人士，達致

社會的多元。另外，香港政府正進行的性別承認諮詢是對 2013 年的

W 案作出的回應，惟有關的諮詢文件需時四年半時間才出台，而且

文件只是第一部分。然而，香港政府並未向委員會交代有關性別承

認立法的進程及時間表，難以看見政府致力解決跨性別人士遭受歧

視的問題。  

 

事實上，香港政府正在帶頭歧視與剝削不同性傾向人士。就早前的

高級入境事務主任司法覆核案，法官認為公務員事務局對於海外註

冊的同性伴侶與本地註冊的異性戀伴侶就公務員福利作出差別待遇

是構成性傾向間接歧視，因而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 1(1)條有關政

府須確保任何人得到平等對待而不受歧視，包括「其他身份」，即：

性傾向。  

 

判詞清楚列明造成間接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同性伴侶在香港無

法進行政策中所闡釋的「婚姻」，而所造成的歧視比未婚異性戀情侶

更嚴重。法例本身因性傾向造成的差別待遇已構成直接歧視或間接

歧視，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 1(1)條。另外，法官亦指出即使維護

傳統婚姻價值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不應採用過高的手段，包括對同性

伴侶的剝奪及歧視。  

 

另一方面，QT 案當中法官亦清楚指出有關的平等原則。現行的法例

不應對於任何人作出間接歧視。同性伴侶在香港現行的法規之下永

遠無可能結合成「一夫一妻」的婚姻定義，故入境處的做法構成間接

歧視。  

 

事實上，兩宗案件的判詞已為香港政府亮出紅燈，但香港政府仍然

選擇就兩宗的個案作出上訴，而不容許香港不同的性傾向人士獲得

基本的尊重與保障。公民黨認為香港政府應在第四份報告就跟進有

關事宜作解釋以及落實有關建議的時間表和具體措施。  

 



 

 

 

 

公民黨  

2018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