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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一向被形容為「君子之爭」
、
「有商有量」的大律師公會主席及執委選舉，今年出
現了 11 年來首次出現罕有的競爭。曾為公會主席戴啟思夥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
文敏及一眾大律師合組名單，角逐主席及執委之職，挑戰現任主席林定國團隊，
強調公會需要強而有力的團隊發聲。選舉氣氛因「一地兩檢」法律爭議顯得十分
激烈。這次選舉，被認為是大律師專業界別對公會日後路線的取態之爭。

內容重點：







了解大律師公會換屆選舉的背景和參與的團隊
探討參選團隊的參選目的和期望
了解本屆換屆選舉的過程和結果
討論大律師公會的社會角色
探討本屆換屆選舉是否政治化
探討個別大律師公會成員對「一地兩檢」議題上的取態

持分者：
持分者

人物 / 組織

大律師公會選

戴啟思
(大律師公會
主席、資深大
律師)

舉參選人 - 戴
啟思及團隊部
分成員

經歷 / 看法






曾任兩屆大律師公會主席
競選名單還有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港大法律學
院教授陳文敏等，他們多番強調，參選並非不
滿現任主席或執委，而是要給選民多一個選擇
公會章程建基於容許選舉的規例，任何時候，
選舉都是好事，因為可以突顯不同意見
這是一場很激烈的競爭，雙方都極力爭取，最
終出現決定性結果，相信就如林定國所說，公
會必定更加強大，因為大家明白彼此的立場，
未來大律師公會也會處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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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文
(大律師)







參選當然是為了給會員提供選擇，認為自己比
其他人好，所以出來參選
出來參選是因為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都面
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認為法治有很多不同
環節都正被削弱，近年有議員被褫奪資格，有
現時人大常委對一地兩檢的決定，便當成香港
法律的來源，我們看到不同團體，對某些刑事
案的判決不滿時提出的言論，對獨立、無畏無
懼的司法制度都有傷害
你看名單裏的人，有些老成持重，也有憲法專
家，各有擅長，是否星級參選人並不重要
我們只想給選民選擇，即大律師公會會員，最
重要是他們有具質素的人參與競選

石書銘
(大律師)



這次我們出來參選，並非我們不滿他們和希望
接管大律師公會

陳文敏
(名譽資深大
律師、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教
授)



大律師公會的角色，應該是積極、主動的法治
守護者，而非被動的回應者
回歸以來，很多事情對法律界造成很大衝擊，
近期中央和特區政府處理一地兩檢的手法，更
加令人擔憂，突然在香港和《基本法》範疇以
外，有另一種方法添加法律，至少要提出一些
合理依據，租地為何會引入內地法律？發展經
濟如何引入內地法律？當無法解釋便指這來
自最高權力架構，是一言九鼎的，這就是大陸
的制度，若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國家憲法，這正
是當天鄧小平為何要提出一國兩制，為何不在
香港實行大陸的一套，而實行兩制的原因，這
是整個構思，我們不要忘記初衷
未來還有高鐵一地兩檢本地立法和《國歌法》
立法，預料對法律界的衝擊會更多，公會更需
要強而有力的團隊發聲
(公會)謹慎不是不好，但是該謹慎到甚麼地
步？事過境遷是最謹慎的，事後回應是最謹慎
的，當你看到法治可能受侵害，有時早些發
聲，可能情況會不同，覺得我們有這種責任，
若每件事都等到大局已定，沒錯，
（那時發聲）
仍然有用，不如去寫歷史，春秋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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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選
舉參選人 - 林
定國及團隊部
分成員

林定國

(大律師公會前
主席、資深大 
律師)

選舉前夕約見業內人士，覺得有點像「洗樓」
的感覺，但這些事必須做，我們也是一人一票
選舉，無論選舉規模如何，我們都盡力而為，
也因為我們尊重這制度，在每一個選舉中，我
們都希望選民真的完全明白我們的政綱，知道
我們參選的原因，然後才去投票
參選是希望公會在社會議題上，走得更前，強
調選舉是君子之爭，既然我們批評自動當選、
沒有競爭的選舉，我們也應該身體力行，在整
場選舉中，覺得基本上大家都是廉潔的，比拼
政綱，各自提出觀念，我們可能較高調到處拜
訪、爭取選民，這正是選舉需要做的事，看不
到為何這就稱作政治化
選舉工程不長也不短，已經到了尾聲，到了這
階段，順其自然吧，我們已做了應做的事，交
給選民去決定，心情不緊張，只是做我們應該
做的事，準備一下，一切繼續如常
社會正在改變，我們的政治環境也在改變，以
前不太覺得，但現在我們開始看到問題越來越
尖銳，法制所受的衝擊也越來越大，我想我們
要因應時代，調節公會或作為專業團體的角色
覺得選舉到最後並沒有人落敗，這正是我們所
說的君子之爭，並非一場針對人的選舉，而是
大家對大律師公會的期望，及對業界面對問題
的處理，有不同的取態
其實選舉後才是開始，借用邱吉爾的名言︰
「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只不過是
開始的結束」，因為接下來有很多工作
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如《國歌法》
、23 條立
法，每件事都會涉及取態問題，大家對大律師
公會的期望相當高，並期望在涉及憲制的問題
上，大律師公會要早些發聲
這是很好的機會，讓所有會員反思一下，究竟
大家認為大律師公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2018 年 1 月 8 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 巨
人要明白他踏出每一步都重如泰山，並可能引
起地震，或其他大家不願見到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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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及不幸的是，地震發生了，我們清晰感受
到震盪
《在巨人影子下的法治》是梅思賢爵士一篇文
章的題目，例如形容為地震等，絕非為了煽
情，希望把事情形象化，試想在我們的生活環
境中有巨人出現，在附近踱步，會想像他踏步
的力度很大，對他而言是很順理成章，或是很
理所當然的事，其效果可能對附近的人而言，
他們的感受完全是兩回事，巨人自己必須明
白，切身處地想一想其他比他小的人，他們有
何感受
(就政府提出一地兩檢的方案上)反而覺得回
應的快慢、前後等，不能憑空去說，最重要是
在事件中有否成熟條件，因應我們認為大律師
公會應該扮演的角色，去表達意見，我們不是
今天所謂的意見領袖，不必與人鬥快、爭取曝
光率，不必爭取讚好數量，我們是一個法律專
業團體
經常強調我們不是政治團體，說得難聽些，我
們不會派「蛇齋餅糭」或喊口號，我們不懂，
也覺得專業團體不應該，用政治團體的方法，
而且也沒有，也不能提供這些
曾問石永泰，他也做了類似的事(選舉前在寄
給會員團隊政綱上簽名)，他說大約花了 4 小
時簽名，最重要是可以令每一位會員加深了
解，例如自己的想法，或對這次選舉的看法
覺得整體上，香港法治環境仍然相當不錯，出
現問題或衝擊的事，往往涉及香港與中央關
係，或對《基本法》的理解，例如一些釋法問
題，或像這次一地兩檢，也是涉及中央行使某
些權力，對《基本法》的一些理解或運用，在
這些地方出現衝擊，確實出現了衝擊，但是衝
擊過後，由於我們的底子厚，經常說香港有頗
紮實的法律基礎
經常強調大律師公會的角色，是一個非政治性
組織，非政治性組織並非指，我們漠視法律和
政治的密切關係，但我們處理很多事情，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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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培
(大律師)






年青大律師

林駿希



我們的公信力源於，人們相信我們處理法律，
或對法治問題表達意見時，與其他政治力量或
團體不同，因為政治力量或團體有其目的
現在的情況往往是很多時候，由於法律問題和
政治問題糾纏不清，正因為社會的氣氛如此，
很多時候，主觀情緒很高漲，若要求大家很客
觀和冷靜地，審視法律和法治問題，相對上變
得困難
參選政綱包括關注業內新晉大律師的福利，對
於法律界關注一地兩檢、《國歌法》，以至 23
條立法，他說要視乎具體條文才能評論
大家必須面對，23 條是《基本法》內的條文，
既然《基本法》已經寫明，若我們嚴肅對待《基
本法》，不能迴避或逃避這件事，因此認為在
法理上而言，是時間問題，確實需要處理，但
實際上如何，當那一刻來到了，真的有人提出
落實 23 條立法，看到大概的建議，尤其是法
例內容，我們才能進行理性討論
不想評論別人的評論(即有前公會主席批評選
舉過度政治化，分裂公會)，很堅持一點，競
爭本身是好事，分裂一詞令人有負面感覺，認
為不太適合，但看到不同意見的人的確出現了
(選舉後)恭喜戴啟思大律師成功當選，當然，
我們非常尊重這次選舉結果，這次選舉的投票
數字非常高，也反映了這次選舉對大律師公
會，有很積極的意義，很有信心大律師公會將
來必然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當初打算繼續參選公會，真的沒想過要進行這
樣的競選活動，在北海道滑雪時，突然有人告
訴我要寫這篇個人簡介，我便寫了
正在拍短片，可能放在我們的網頁上，主要介
紹自己和我們的團隊，在這次選舉支持林定國
的原因，(對這些做法)很陌生，但也覺得很有
趣
(社交網站宣傳片)覺得若繼續留在大律師公
會執委會，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和角色
大律師公會的工作，並非一時支持這個，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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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

大律師公會選
舉選民

終審法院

支持那個，他們只負責在法律層面分析，在法
律層面上並不會長期支持某一方，沒有這樣的
結論

梁穎君
(大律師)



認為主席或其團隊的思想應該更開放，或從多
角度去思考事情，而且最重要是必須有溝通

梁家傑
(資深大律師)



這次(選舉)的出席人數應該是空前的多，從來
沒有這麼多

梁美芬
(大律師)



很多火花，(選舉)今天有很多火花

郭榮鏗
(大律師)



也能帶出很多法律界一直關注的議題，證明這
次選舉非常好

馬道立
(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



(2018 年 1 月 8 日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香港
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制度，這制度在香港已經
運作了近 180 年，貢獻社會良多，促成香港多
年來的成就

其他資料：


大律師公會就一地兩檢方
案的行動和受外界評論的
內容



大律師公會相關資料








大律師公會在選舉前發表聲明，批評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漠視和閹割《基本法》第 18 條
有質疑指(一地兩檢的決定)未有充足法理依據，
林定國領導下的公會，一直只是呼籲政府公佈詳
情，但沒有表態評論方案是否違憲，直至人大於
2017 年 12 月底通過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公會
才罕有地以強硬措辭回應
公會有不成文規定，主席通常完成 1 年任期後續
任 1 年，不過本屆換屆前夕，突然有業內資深大
律師戴啟思及其團隊參選，挑戰林定國連任主席
這次大律師公會換屆選舉，改選主席和 5 個執委
席位，由公會 1400 名會員投票選出，除了現任
主席林定國名單外，前公會主席、資深大律師戴
啟思，合組 6 人名單報名競逐
本屆換屆選舉是 10 年來首次出現競爭
選舉當日傍晚時分，大批會員陸續入場，當晚估
計有 400 人出席，更設有答問環節，2 張參選名
單的參選人，接受會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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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100 人投票，接近凌晨 1 時才公佈選舉結
果，資深大律師戴啟思獲得 620 票，以百多票之
差，擊敗角逐連任的林定國
戴啟思團隊 6 人名單，有 5 人當選，而林定國團
隊，除了 4 位自動當選外，有 1 位當選執委

影片標籤 (Cue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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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指大律師公會在回應有爭議的事件上，不應強調快或慢，而
是應就事件有否充足法理依據才作回應
林定國介紹團隊成員；指公會是專業團體，不會像政治團體般的宣
傳手法拉票
戴啟思和團隊成員講述參選換屆選舉的原因和看法
陳文敏指近期中央和特區政府處理一地兩檢的手法，對法律界造成
的衝擊令人擔憂；公會應對造成衝擊的事上強而有力地發聲
林定國指公會非政治性組織，在處理法律問題和表達意見時，不會有政
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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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指現時社會主觀情緒較高漲，人們較難客觀和冷靜地審視法
律和法治問題
林駿希和梁穎君表達對大律師公會組織和成員的看法和期望
陳文敏進行拉票的過程；認為是此選舉只是各自提出觀念和比拚政
綱，不存在政治化
多名投票人士就換屆選舉發表看法
換屆選舉投票結果；林定國和戴啟思就選舉結果回應
陳文敏就選舉結果回應；認為公會未來仍要就《國歌法》及 23 條
立法等可能涉及憲制問題上盡早發聲

思考問題：
1.
2.
3.
4.
5.

根據節目內容和就你所知，大律師公會是甚麼組織？其職責是甚麼？
根據公會不成文規定，主席通常完成任期後續任 1 年，你認為甚麼樣的情況
下，驅使戴啟思團隊打破慣例出選？根據節目和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林定國認為大律師公會在處理法律問題上，公會的角色應為何？
陳文敏認為遇到涉及憲制或對法律具爭議的問題上，公會的角色應為何？
陳文敏指本次大律師公會換屆選舉不應稱作政治化，他的理據為何？他認為
大律師公會有什麼社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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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通識專題︰大律師公會
http://www.liberalstudies.hk/topic.php?id=376
2. 通識概念︰選舉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225
3. 通識概念︰專業資格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221
4. 集師廣益︰香港的法治回顧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id=1780
5. 通識專題︰司法獨立
http://www.liberalstudies.hk/topic.php?id=144
6. 通識專題︰法治
http://www.liberalstudies.hk/topic.php?id=89

影片連結：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8-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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