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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實施的。…… 港英時期奠定的法治傳統，已過渡至特區時
代，並且為基本法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養料和助力。……‘香港
憲制’…… 是指，一個比基本法規範體系更豐富，更全面，更加

黃明濤教授是中國內地對香港基本法和相關法律有深入研

植根於本地傳統的‘憲制法之整體’”。

究的知名青年學者，他治學嚴謹，立論精闢，其著作中有不少

我同意黃教授的分析。香港特別行政區現有的憲制，不但

洞見和創意。黃教授不但對於國家的“一國兩制”政策有充分

建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的認識，而且對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傳統有仔細的研究，對於香

行政區基本法》，還包含了香港原有普通法傳統中的很多元素，

港法制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所以他的著作可作為內地和香

這些元素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的法治、人權、自由和司法獨

港法學界溝通的橋樑，可促進兩地法學界人士的對話和相互了

立等理念和制度，貢獻良多。要充分了解香港的憲制，不但需

解。我有緣與黃教授認識多年，這次黃教授在香港出版此書，

要研究中國憲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

我很高興和榮幸為本書作序並向讀者予以推薦。

方針和政策，也必須重視香港憲制內源於普通法傳統的元素。

本書的書名是“憲制的成長”，從書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不同時間點的“憲政時刻”

本書書名“憲制的成長”，其動力和生命力乃來自“香港憲制”
中這些不同構成部分的互動和整合。
本文寫於“反修例運動”觸發的騷亂仍未了結之時。“一國

富，既包括一些涉及香港基本法和普通法的理論問題的探討，

兩制”的道路如何走下去，亟需我們努力探索，群策群力，集

又有關於香港法院一些重要案例的分析。此外，對於“一國兩

思廣益。黃教授在本書中說：“我真誠地期待，有一天，內地法

制”的實踐中最具爭議性的一些課題，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

律人與香港法律人，能夠面對面，用同一門語言，交換意見，

釋基本法的問題，以至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

乃至犀利地辯論 …… 而不是揣測和指責辯論對手的出身、政見

本書都有專章予以研究。

與動機。”他說得很對，“一國兩制”的前途，有賴於所有持份

黃教授在書中提出“香港憲制”的概念，我認為這是特別
值得留意的。他指出，“在中國主權之下，香港特區擁有一套獨

者的坦誠和理性的對話溝通，求同存異，以解決問題。讓我們
以此共勉！

特憲制，可稱為‘香港憲制’”；他強調“香港憲制”的“獨特
性”。他又提到，香港回歸祖國之前，英國的憲制傳統塑造了

陳弘毅

當時的香港憲制，而基本法則“為香港‘更新了憲制’”。他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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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香港基本法“是在本地‘原有憲制’的基礎上或體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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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制的成長：香港基本法研究

的情況，這也就是這個憲制的成長歷程。本書的內容十分豐

序二

踐之需，其研究成果的品質也難稱滿意。揆諸原因其實在於基
本法問題的研究受制於諸多框限：首先，內地學者對基本法的
研究主要為對策性或智庫性研究，其研究必須秉持“政治正確”

香港之回歸中國乃是近代以來最能滿足國人民族自豪感的

的原則，重大問題必須保持與中央一致的聲音，並無足夠開放

重要事件之一，但香港的治理並沒有如當初樂觀預期的那樣“一

的學術討論空間。其次，因為基本法問題的高度專業性和政治

歸解千愁”。自香港回歸二十餘年來，圍繞基本法第 23 條立

敏感性，使得諸多學術期刊對相關基本法學術成果的發表抱持

法、“雙普選”、逃犯條例等事件卻是波瀾不斷乃至湧起驚濤駭

特別謹慎甚至疏離的態度，從而導致基本法研究成果學術發表

浪，“一國兩制”的航途似乎總是不那麼平坦。

殊為困難，學者們做研究的制度激勵不夠，研究的積極性容易
受挫。再次，基本法問題的研究特別需要學者對香港社會的親

越的智慧構造了以“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回歸並保持香港繁榮

歷性，只有了解香港社會的風土人情、社情民意、政經狀態，

穩定的戰略藍圖，並且鄧氏豪邁地預言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

才能做出有針對性、現實性的學術貢獻，但惜乎內地的相關學

將“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更沒有變的道理”。箇中隱含的樂

者整體性地面臨對香港隔膜的短板。最後，香港的法治政治架

見，便是在同一政治共同體下，主權統一已成為共識性前提，

構迥異於內地的制度態樣，司法終審權由香港保留，外籍法官

共和政治足以吸納兩地相向而行，最終達致美美與共。至於歷

在香港司法權運行中的存在，這樣的制度安排都使香港的司法

史累積的政治認知分歧、兩地人民的心性懸隔以至於具體利益

制度蒙上了一層魅惑的色彩。抽象整體意象上對香港法治的肯

的歧見，當可以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消弭於無形。但殊不知治

定，具體個別現象上對香港司法的不理解，表徵了內地基本法

大國若烹小鮮，操術不當，則易南轅北轍，大道漸行漸遠。主

學者對香港法治整體把握能力亟待提高。

權問題可以繫於堅毅果敢的決斷，而治權問題則必須戒慎戒
懼、惟精惟細。

本書作者黃明濤博士是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他從攻讀
博士研究生開始即致力於研究港澳基本法。十餘年間，他除了

內地學者專務於香港法律治理問題的研究，肇啟於中英關

大量研習卷帙浩繁的香港法資料外，還利用去香港訪問、開會

於香港回歸問題的談判。至中英關於香港的聯合聲明的達成、

的機會，大量接觸香港各界人士，開展實地調研工作。經年累

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後有所式微。97 年香港回歸後，隨著特區治

月，努力不輟，而終於成為內地基本法研究隊伍中頗有知名度

理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不斷呈現，有關香港法律，尤其有關基本

的年輕俊彥。本書收錄的十多篇文章，是黃明濤博士多年辛勤

法執行問題的研究又呈現復興之勢。迄今為止，內地已形成一

耕耘基本法問題的成果，這既是對他研究基本法問題能力的一

支頗具規模的基本法研究隊伍，但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難敷實

個集中展示，又反映了他對香港基本法問題的個人性的獨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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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鄧小平為首的那一代中共領導人，以其偉大的膽識和卓

解與觀察。總體而言，該書的研究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和高度。

導言

其中法理篇的幾篇文章法意雋永，政治篇的幾篇文章則是鞭辟
入裏。在我以為，司法篇的幾篇文章最顯功力。其筆鋒所指，
猶如庖丁解牛，精細深刻。但本書畢竟只是作者既有研究成果

香港的獨特性，是其賴以取得成功的決定性因素，而這當

的彙編，因此，除了全書有體系化不足的缺失外，個別的觀點

中，尤其以法治傳統而獨領華人社會風騷，贏得世界尊重。香

又或許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港在 1997 年回歸至中國主權所轄之下，並且，根據“一國兩

特此為序！

制”政策，延續和鞏固了原有的法治傳統。在此過程中，香港
基本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今天，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關係

秦前紅

固然已經改寫，但總體而言，香港仍然保持了相當高的自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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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各方面維繫了與內地之間的“制度性區隔”。但凡了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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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歷史與民情，了解中國政治與“一國兩制”之背景的人，都
明白，這樣的制度安排乃是來之不易，用心良苦。儘管回歸以
來香港社會亦幾經風雨，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都起起伏伏，基
本法也有被檢討的餘地，但是，這部法律的核心思想 — 為港
人構築一道“堤壩”— 總歸是無人反對的。在這樣的制度框架

的獨特性，換句話說，在中國主權之下，香港特區擁有一套獨
特憲制，可稱為“香港憲制”（the Hong Kong constitution）。
誠然，“憲制”一詞容易致人混淆。對港人而言，過去英國
所植入的管治模式，自然是反映了英國自身的“憲制傳統”。在
回歸之前的香港，“香港憲制”一詞所涵蓋的範圍，遠不止《英
皇制誥》這一份法律文件，更超出“制定法”的含義，而是如
同在聯合王國一樣，包含了普通法、政治慣例、憲政主義基本
原則等所有配得上“constitutional”的成分在內，是對於本地最
根本最緊要的法律規範的一個方便的概稱。當然，本無需多說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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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要準確地認識香港，就必須留意到這樣一套“法律秩序”

的是，香港不會因為其曾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的地位，就不能使

的。港英時期奠定的法治傳統，已過渡至特區時代，並且為基

用“憲”之名號。凡有政府之處，便有政府之法，也就有本地

本法的實施提供了重要的養料與助力。

之“憲制”。

因為九七之前的憲制有不同的組成部分，所以，基本法缺

基本法的引入與實施，總體保全了香港原有法律體系；如

乏一對一的“替代”對象。不可否認，基本法是一部系統而全

果強調“主權移轉”這個根本變動的意義，也可以說，基本法

面的法律，也被賦予高級法的地位。但基本法上的規範效力的

為香港“更新了憲制”（constitution renewed）。因為基本法被

實現，與原有憲制的徹底滌除，絕對不是一碼事。在特區時

賦予了優越於香港本地其他法的地位，也因為基本法全面系統

期，基本法固然是提供本地憲制法（constitutional law）的主

地提供了“一國兩制”政策的法律實現方案，所以，我們可以

要源泉，但是，由於原有法律的延續性，也由於立憲技術的局

說，基本法在今天的“香港憲制”中的地位，是更為根本的。

限，基本法仍然不能完全壟斷憲制法的供給 — 她是憲制法，

那麼，香港基本法與香港憲制之間是何種關係？

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憲制法，但不是唯一的憲制法。因此，“香港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的憲法理論主要是遵

憲制”這個概念在特區時期仍然是有意義的，她是指，一個比

循“成文憲法”脈絡的。香港基本法沒有被冠以憲法之名，但

基本法規範體系更豐富，更全面，更加植根於本地傳統的“憲

是，從立法技術上看，香港基本法可以被歸入“美國憲法”或

制法之整體”（a body of constitutional law）。
第二，“香港憲制”這個概念也可以用來強調，在“一國兩

代，“香港憲制”是否仍然是一個“便利”或“準確”的概念？

制”框架之下，香港與內地之間，必須保持“制度性的區隔”。

英憲傳統是不是已經被一掃而空了？置於“一國兩制”政策構

“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兩個地區，雖然在制度上彼此獨立，

想之下，“香港憲制”的概念是否還有一些特別的價值？
我認為，“香港憲制”一詞仍值得保留，她具備一些特別的
解釋力，符合“一國兩制”政策的根本旨趣。
第一，“香港憲制”這個概念提示給我們，香港基本法這一

卻仍同屬一個國家。換句話說，納入了“一國兩制”政策的中
國憲法預設了“內地憲制 + 特區憲制”的國家構成模式。這一
點並非始終清晰無疑，有時候，人們會混淆“中國”與“內地”，
這引發了一些爭議，以及對香港地位的混亂理解。

部在功能上和立法技術上接近於“成文憲法”的法律，是在本

從法律上講，“一國兩制”最理想和最清晰的安排，應該是

地“原有憲制”的基礎上或體系內，開始實施的。香港特區如

在一部奠定主權基礎的憲法之下，分別以不同法律規定香港和

今的法律體系，並不是單靠基本法“高樓起平地”式地建構起

內地各自的制度安排，這樣可以更好地確保“兩制”彼此尊重，

來。和平的“主權移轉”方式，以及“一國兩制”政策，都決

互不干擾。但歷史不能假設，我們也不必對上一代人求全責

定了本地原有憲制在時間軸上的“跨越”效果是遠超我們想象

備。中國憲法以小幅度的修改納入“一國兩制”已屬難能可貴，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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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基本法”的行列，與之作比較研究。那麼，在基本法的時

但在法律適用上，的確容易引發困難 — 如何在同一部憲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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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劃分“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
這樣的劃分已經被證明不可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簡
單，那就是堅持“香港憲制”的獨特性。換句話說，涉及香港
特區的法律問題，但凡可以用香港本地法或香港基本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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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基本權利為例，香港基本法上的權利條款，經由法院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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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充實了其內涵，使得基本法生發出可理解和可把握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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