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和公民權利

公民投票
民主政制，由於能夠保証
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程，
及保証被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出
向他們負責的統治者，
並得在適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
故此獲得教會相當高的評價。
同樣地，教會亦無法苟同於
那些細小圈子的統治集團，
他們篡奪國家的權力，以謀取個人私利，
或者為實現某種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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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公投？

· 公民投票之原始本意，主要是當國會與行政機
關在國家重要政策上，因各自堅持己見而形成
僵持不下之局面時，透過公民投票機制讓具有
投票權之全國民眾，針對各相關問題以直接投
票方式作出最後裁定。
· 公民投票起源計有瑞士、美國及法國系統三
者，唯不論何者，其設計目的均是為行使直接
民權而設計之最終決議制度。

2. 最好的公民教育
· 變相公投為民而設，絕非與民為
敵。有評論認為「普選權」不可
作為公投的議題。然而，世界各
地都有就政制改革、議席變更、
選舉權與被選權進行公民投
票。
· 法國、波蘭、瑞士、英國、美
國、澳洲、新西蘭、都有很多相
關的經驗，來證明公民投票有助
於讓全民參與認識影響他們權利
的建議，然後透過投票來確定政
制改革的方向。
· 相反，一些旨在剝奪少數族裔或
弱勢社群的公投議題才是牴觸了
保障人權的原則。而且，即使不
用公投的辦法，不少民選的政客
也會明目張膽地推動歧視少數族
裔或弱勢社群的法例和措施。
· 在民主的國家，弱勢社群他們的
權利需依靠憲法、人權法、獨立
的司法機關把關，免受無恥政客
和政黨的剝削。

· 古希臘政治家伯里克利 (Pericles)：
「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是從我們鄰人的
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
制度中模仿得來的。我們的制度是別
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人的模範，而不是我
(子) 直接或經由自由
們模仿任何其他人。
，是民意
選擇之代表參與
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
政事；
稱為民主政治，是因
能得到表達的
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
最好方法，也是最
(丑) 在真正、定期之
中，而不是在少數人
選舉中投票及被
手中。處理私人糾紛
選。選舉權必須
的時候，在法律面
的方法。
普及而平等，選
前，人皆平等；在決
舉應以無記名投
任何議題，一經公投，
定公職的時候，我們
票法行之，以保
立刻涇渭分明，
考量的，是每個人的
證選民意志之自
民眾贊成什麼、
實際能力，不是階級
由表現；
地位......這裡每個人除
反對什麼，都清清楚楚，
(寅) 以一般平等之條
了重視私人事務外，
人民公僕只要
件，服本國公
對城邦的事務也同樣
職。
重視。......我們不會認
照
執行就是。
同一個人以太專注私
人事務作為他不關心
社會訓導
政治的理由，因為，一個不關心政治
的人根本沒有事務可言。」
· 有些國家需要改革一些不正義的結
構，特別是他們的政治機構，為能以
民主和共同參與性的政府來代替腐
公民的定義
敗，獨裁及權威性的政府。這是一個
我們希望能廣傳和日見茁壯的過程。
· 哲學家阿里士多德（Aristotle）將公民
因為一個健康的政治團體－－可使國
定義為「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
民在法律的規條下以及在對人權的尊
人」。以當時的雅典情況而言，公民
重和推動下，能自由而負責的參與公
身份是個人與國家之間，及一個國家
共事務－－是個人與全體人民全面發
之中個人
展的必要條件及確實保證。《社會事
與個人所
務關懷》通諭44
簽訂的契
約。它意
· 人性的尊嚴，要求每人在其生活工作
味著每個
上，享有本人的意志及自由。故在共
公民就共
同社會生活中，不論在尊重權利，謹
同利益的
守義務，或在合作履行各項共同事務
權利和義
時，必須出乎自主，出乎自決。即是
務 的 共
說，應使每人的行事，都出乎個人的
識。
信念、個人的判斷及個人的責任感，

公投

直接、簡單

民意

而非由於外界的威脅或壓迫。
《和平於
世》通諭34

3. 公投不是民意調查
· 民意調查之目的是量度民意，不會要求或約束任何人按調查結果而行事；
公投之目的則是讓民眾決定某個議題的處理方法，因此隱含按照投票結
果作相應行動的要求。

1. 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
· 公民投票的用語有兩個，Referendum和
Plebiscite

我們的制度是民主政治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
第二十五條：

· 公投含直接民主的元
素，能體現主權在民
的原則，惟並非只有
主權國才適合舉辦公
投，如美國沒有全國
性的公投制度，但在
不少州、市、鎮，市
民可公投決定地區上
的重要事項。

· 民調是以隨機的方式抽出受訪者，查詢受訪者的支援程度，並以科學方
法計算誤差。公投則是區內全體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明確表達
毫不含糊的立場。因此，兩者不能互相替代；
· 一般而言，民意調查是尋求市民即時即場的意見；公投則給予民眾充裕的
時間和客觀持平的資訊，經過深思熟慮後才下決定。

4. 公投讓群眾由客體轉化為主體
· 在民主國家，人民一般可以透過兩種不同
的制度參與決策，並賦予政府施政所需的
認受性。

兩類公投
· 一類是憲法的規定。例如澳洲憲法
明文規定，任何修改憲法條文的建
議，都須交由全民投票。
· 另一類公投是政治舉措，主要是政
府認為茲事體大，值得交由全民決
定，或是政府履行選舉時的承諾，
例如不少歐洲國家在決定加入歐盟
前，都舉行公投。

「主權變更」
· 「主權變更公投」涉及「土地」或
「領土」的割讓、分離、並合或歸
屬。十九世紀中葉，意大利統一過
程中，經過三次戰爭，又經過三次
公投。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蘭和德國就
上西裡西亞（Upper Silesia ）的歸
屬發生爭執，1921年「三二零」舉
行公投。公投後，波德兩國對投票
結果發生爭執，形成武裝衝突。

· 上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是否加入
馬來西亞聯邦問題，因有爭議，舉
辦了一次公投。
· 「主權變更公投」運用得比較成功
的是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這種公投
稱為「民族自決公投」。

「民族自決公投」
· 「民族自決公投」有明確的適用限
制，實行民族自決公投的國家或地
區一般是與宗主國遠隔重洋，與宗
主國不屬於同一民族的國家和地
區。
· 1960年聯合國大會在起草，討論給
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時，
指出「民族自決」是一種人民自治
的權利，而非分離的權利（The
right of secession）。所以民族自決
公投不適用於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統
獨問題，魁北克要獨立，必須與加
拿大聯邦政府及其他省份磋商，未
經加拿大聯邦政府同意，魁北克單
方面脫離聯邦是無效的。

· 第一種是直接參與式民主，例如公民投
票；第二種是間接代議式民主，例如定期
的議會和總統選舉。兩者都是落實平等政
治權利的有效機制，均可成為民主政治中
常設和互相補足的安排。
· 但當代議式民主失效的時候，支持直接民
主的意見深信公民參與可以將無形的民意
轉化為有形的公民力量，將群眾由客體轉
化為主體的過程，最終會提高公民的質素
和釋放出成熟的政治能量。

5. 公投是直接民主的表徵
· 公投是一套特殊的民主遊戲規則，它存在
的目的在於讓人民自發性或被迫性地參與
重要政策的決定。
· 因此，公投（Referendum）是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的表徵，在當代民主
政治中，具有重要意義。
· 但公投的結果能不能真正產生決定政策方
向或迫使政府實行人民所願的政策，是值
得研究與探討的議題。

6. 公投令政府頭痛，但受平民歡迎
· 自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舉行公投
的數目大幅增長，當中以瑞士及歐
洲諸國尤為顯著。
· 如蘇聯集團解體後，在東歐及俄羅
斯地區有超過六十次全國性公投舉
行。
· 在2001至2003年間，瑞士及全球各
國分別舉辦了三十次及八十一次全

外國的公投經驗

國性公投。在瑞士，任何人或政黨
只要拿到幾萬至十萬名公民的簽
名，便可把任何政府建議公投。這
法例令政府頭痛，但受平民歡迎。

學者研究顯示，差不多所有民主國家均有
類似公投的機制；在全球160個部憲法之
中，有85部容許全國性公投。

· 2009年11月，瑞士人便用公投成功
推翻政府容許回教寺興建尖塔的決
定，卻惹起宗教衝突。

法國、南非和英國
· 法國在1793年時曾就當時國民公會所
制定之憲法（一般稱為一七九三年憲
法），提交全國公民投票。
· 南非曾透過公投來結束種族分離政
策。
· 英國是在加入當時的歐洲共同市場兩
年後，即1975年才舉行公投，決定是
否繼續保留成員地位。公投結果是大
多數英國人支持國家繼續留在歐洲共
同市場。這亦是英國唯一的公投。

7. 公投為我們提供直接
參與議政的空間
· 在民主化過程中，公投機制
更為改革及保守兩派所重
視。

美國

· 改革派希望透過公投尋求民
眾支援革新；保守派則相信
公投可反映沈默大多數追求
穩定的心態；只要推行得
宜，公投可讓人民發聲，調
和對立，加強穩定，這是公
投在全球廣泛使用的主因。

· 美國行地方分權制，州法
案對人民的影響有時候甚
至比聯邦法案還大。
· 美國許多州經常舉行地方
性公投，特別是加州;自
1912年首次實行公投以來，有二百七
十多個創制提稟聯數達到法定人數，
其中三分之一通過成為法律。

· 公投為民眾提供嶄新的政治
參與機制，帶動社會討論，
擴闊公共議政空間；較不少
現存的諮詢架構及渠道更為
直接。此外，公投有效地在
決策過程中加入民眾的意
願，減少家長式及精英式政
治的色彩。

公投討論在香港
民主是真正的均衝參與
民主的基本價值，在於均衡參與，即每
個人的政治參與權是一樣的，不會指向
某一類團體，我的一票與商界的一票，
絕無分別。

香港的代議政制
· 香港已實行代議政制二十多年，
但港府回歸後在區議會恢復委任
制，半數立法會議席由功能組別
產生，或多或少扭曲民意，市民
就重大議題公投，可彰顯民意。
而且，公共政策常因政局轉變，
民意亦會轉向，諮詢性的公投可
輔助議員掌握民意，確立具民意
基礎的政策。
· 普選就只能有一種定義，就是在
選舉安排上體現政治平等的原
則，具體地是指在提名權、參選
權以至投票權為全體公民所享
有，並在這三個環節安排上均須
呈現政治平權的精神。從這種角
度來看，清楚可以看到現時立法
會功能組別選舉與上述的普及而
平等選舉原則的鴻溝。

香港發酵
· 港人首次討論公投機制應追溯至
80年代，當時《基本法》第二稿
中，曾建議以全民投票（即公
投）來決定應否分別在2011年及
2012年直選立法會及行政長官，
但建議最終沒有寫進《基本法》
內。
· 至90年代未，立法會曾討論《基
本法》的修改機制時，香港大律
師公會及《基本法》委員會港方
委員陳弘毅教授分別建議引入全
民投票的機制，當時，建議沒遭
中央政府或親北京人士批評。
· 2004年10月，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提
出以公投決定○七、○八年的政
制安排，惜建議不獲通過。

· 2008年11月，加州除了總統與國會大
選之外, 還要進行十二項公投。為了
讓州民瞭解十二項公投的內容，加州
政府還詳細製作了一份《官方選民資
訊指南》，內容詳盡，總共有144頁，
詳盡分析每個題案通過的影響，贊成
和反對的意義，各團體對提案贊成或
反對的理由，以團體間的辯駁。

香港有權創制「公投」制
度嗎？

香港政治體制由中央政府
決定？

·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於一月份首
次就公投表態，強調《基本法》
沒有規定公投制度，因此，在香
港進行公投是沒有憲制性法律依
據和法律效力。香港只是中國一
個地方行政區域，無權創制「公
投」制度，在香港以任何形式對
未來政制進行公投，「是從根本
上違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的」。

· 基本法委員會成員譚惠珠亦指公
投違反《基本法》，又指香港政
治體制由中央政府決定，香港人
不可以公民自決。她說香港不屬
主權國家，只是一個地方政府，
故「權力來自人民」、「還政於
民」的說法並不成立。

· 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
於今年三月十日表示，就算公投
沒有違反《基本法》的條文，只
要《基本法》沒有說可以做，就
是違反《基本法》，「在中國的
憲法裡面，
《基本法》裡面沒有設
定這個（公投）制度，所以你剛
才說是（違反）哪一條，它是從
根本上就違反了《基本法》！」

涉及國家主權才可以公投？
· 事實上，地方選舉也經常進行公
投，故公投不涉及國家主權。
「涉及
國家主權才會有公投」這個論調只不
過是反對的藉口而已。
· 美國不少州、市或鎮都有機制可以
讓公民發動該地區的公投來決定地
區上的重要事項，公投完畢也沒有
令這些州或市變成獨立國家。

·人大常委曾憲梓認為推動公投的
人「無腦」及「搞搞震」，反中
亂港，破壞社會和諧，並非真正
為香港好，只是為自己，浪費金
錢。
·民建聯和自由黨則表示，若是公
投便不會參加立法會補選。梁美
芬亦指會提出私人草案修訂立法
會條例，防止有議員濫用辭職機
制進行變相公投。

英國智庫列格坦（Legatum
Institute）發表的全球繁榮指
數，香港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
或地區中，排名第十八。而排
首三位的依次是芬蘭、瑞士和
瑞典，中國則排第七十五。在
九個分項指數中，香港在民主
體制及個人自由這兩項明顯較
差，分別排第六十及六十七。
報告指出香港在各項自由的評
分都頗差。

· 公投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參與民主其中一個重要形式，即使是最近由
公社兩黨提出的變相公投，如果積極參與，所發揮的效力是與真正的公
投無異。
· 評論指出，由於公投本身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民主的一個組成部分。
中國政府害怕公投會令其失去「槍桿子」所取得的專制權力。

我們要超越「被諮詢、被代表」的方式
· 香港沒有公投的法律，但是採用變相公投的爭取形式仍然可以是符合民
主的原則的。因為所有合資格的選民皆可一人一票、公平、公正、普及
而平等地參與，促使本來的諮詢變質，讓市民大眾來一次身分轉型升級，
反客為主，成為有權話事的人，超越了傳統「被諮詢、被代表」的民意
表達方式。

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和12項地方
性公投
12 項地方性公投的議案包括：
· 「圈養農場動物的標準」提案，
規定自2015年起，農場的動物要
有足夠的空間伸展四肢；
· 「兒童醫療債券」法案，授權發
行債券，用於兒童醫院擴建、整
修、裝修、陳設；
·「警力與執法經費」提案，規定州
政府每年至少撥給警方若干費
用，增加對抗犯罪與幫派活動、
監獄運作與監管計畫的開支。
· 「可再生能源發電」法規，要求
州政府公用事業單位，在2010年
時，20%能源需從再生
能源中生產，2025年達
50%。
·「禁止同性婚姻」提案
及9號「刑事司法制度」
提案，加強犯罪受害者
安全。

瑞士
· 2005年6月份，瑞士舉行了同性戀結婚
公投，結果多數人認為，同性婚姻應
享受與異性婚姻的同等權利，也讓瑞
士成為歐洲第一個透過全民公投，承
認同性婚姻的國家。58%的瑞士公民
贊成同性婚姻，並認為同性戀者應享
受跟異性者同等權利和義務，包括納
稅或享受老年福利金。

履行基督徒在世的職務和使命
· 天主在創造之初就已將管理大地的職責交予人類，
因此我們對天主所託付的世界，有其不可推諉的責
任。這共同管理大地的責任，在執行時很大程度上
交給了立法和行政當局。同時，我們在洗禮時也領
受了基督的「君王」職務，這職務要求基督徒在地
上建設天國，將天國的仁愛，公義，和平帶到人
間。
· 當我們共同履行公民的責任參與投票時，便具體地
表達出我們有份參與「統治──管理」這個世界，
雖則這個世界並未完滿，但卻因基督徒的參與及聖
化而趨於完滿。
· 「每位國民不得忘懷他們具有為促進公共福利，而
運用其自由投票的權利和義務。（現代75）」

「光要照在人前」
· 聖經不是說「光要照在人前」嗎？當社會有窮人被
欺壓，是否基督徒便獨善其身嗎？
·「誰若有今世的財物，看見自己的弟兄有急難，卻對
他關閉自己憐憫的心腸，天主的愛怎能存在他內？
孩子們，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也不可只用口
舌，而要用行動和事實。」若一3:17-18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
是向審判誇勝。 」雅2:13

為何貧窮？為何特權？
· 當我們基督徒要憐憫窮人時，我們發覺香港有幾十
萬人活於貧窮線之內。
· 為何貧窮？是因為有錢人用他們的財和勢，讓政府
的政策向他們傾斜嗎？
· 為何港島的電費比九龍新界貴呢？是因為和黃有港
島電力的專利權，有高合理利潤！其實九龍新界的
電費和全世界其他地區比，可能是最貴的！
· 香港在經濟
衰退時，為
何樓價仍然
急升呢？為
何香港公共
屋村以前物
價較便宜，
但今日的物
價卻大幅提
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