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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的不同社會功能

法治與公民抗命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律學院副教授

一、賦與政府和規管正當性
二、分配及規限政府的權力
三、維持社會秩序
四、壓制或操控工具
五、維護社會的道德標準

法律的不同社會功能
六、提供讓公民合作的平台
七、解決紛爭
八、保障公民的基本權利
九、實踐公義
十、進行社會改革
十一、教育公民

法治
不同層次（或階段）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以法限權
以法達義

以多層次的法治理論
去釐清
法律與公義之間的關係

有法可依
一、普遍的(適用於所有人)
二、公開的(向人民公布的)
三、穩定的(修改不會太頻密)
四、確定的(不應含糊不清)
五、非追溯性的(規管在立法後所作的行為)
六、可行的(不會要求人們作出不可能的作為)
七、非任意的(不會賦與政府任意的權力)
八、平等的(所有人都受法律規管沒有特權)
九、符合社會價值的(與公眾的意願大體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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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必依

-法律規管大部份的人類行為
-社會秩序大體能維持
-人們之間的紛爭是以法律及
和平的方法解決
-管治者內部的限權機制
-官員的德行操守

以法達義
一、程序公義 (procedural justice)
二、公民權公義 (civil rights justice):
公民權利包括了民主選舉
三、社會公義 (social justice):經濟資
源分配及再分配的制度以使能滿
足公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經濟
權利）
四、商議性公義 (deliberative justice)

公民抗命是甚麼？

基本元素：
公開
蓄意
違法（有限度）
真誠
基於公義（不是為了自己的利
益而是為了社會整體的利益）
• 抗爭行為去改變不公義的制度
•
•
•
•
•

以法限權

外在的限權機制:
一、憲法
二、行政
三、司法
四、政治
五、社會

若法律未能體現公義，
可以用甚麼方法
去實踐公義呢？

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是甚麼？

增強認受性的元素：
• 非暴力
• 自我犧牲
• 承擔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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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的種類

•
•
•
•

直接與間接
暴力與非暴力
道德性與政治性
公義性與政策性

進行公民抗命的條件
• 察驗 社會是否真的存在不公義
• 合理地透過所有 現有合法途徑 也

公民抗命不是….

• 動亂
• 革命
• 挑戰認為是不合憲的法律
（即使是錯誤的，重點是行
動的動機）

公民抗命是違法，
但仍可以是正當的？

未能把不公義改變
• 認真思考 自己將要付出的犧計算
社會將要付的代價
• 接受培訓 以確保非暴力的精神
• 採取的措施須是合符比例，儘可能
減少對其他人的影響，但又可達成
改變不公義的目的

• 對法律與公義之間的關係的理
解
 公義是否高於地上的法律
秩序？
 公民抗命能否促進公義？
• 公民抗命行動能否符合行動的
條件？

反對公民抗命的理由

如何才能令公民抗命成功？

公民抗命藐視法律
公民抗命是自私的行為
公民抗命操弄法律
公民抗命違反法治
公民抗命違製造矛盾及仇恨
公民抗命並不需要，因已有途
徑去改變不公義的法律
• 公民抗命不民主
•
•
•
•
•
•

• 要讓其他人 知道 及 明白 公民抗命
所提出的公義訴求
• 要讓其他人（包括了政府內的官員）

同情
• 要讓其他人（包括了政府內的官員）
支持，並進而採取行動 支援
• 具體行動可能包括各類型的 不合作
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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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看待公民抗命者？
☐ 他們是蓄意的違法者，故要受更重的懲

罰

☐ 他們是違法者，故要 受懲罰
☐ 他們的動機雖是真誠及利他，但仍是違
法者，故仍要 受懲罰，但會 尊重 他們
（不阻止他們進行違法行為、或不遣責
他們、或甚至讚揚他們）
☐ 他們是真誠及利他的違法者，雖要受懲
罰，但會因他們的良好動機而應有減刑，
並會 尊重 他們
☐ 他們是真誠及利他的違法者，因他們的
良好動機而應 免刑，並會 尊重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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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公民抗命的
道德（不是法律）權利嗎？
• 公民抗命可防止制度不公義達崩潰
的程度，實質上是保障了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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