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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ffairs

完善選舉制度 代表多元聲音
馬恩國：確保最有能力候選人贏得選舉

9 月 19 日，香港進行了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有西方政客聲稱，選委
會選舉只是「小圈子內的活動，結果早已內定」，而事實真是如此
嗎？本期《以法論政》節目由香港高等法院律師葉欣穎主持，聽聽香
港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如何回應這問題。
主 持 ︰ Welcom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Legal Affairs, I'm Stephen Yap. Our
program will discuss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current affairs issues relating to
HK. Today, we have in the studio Lawrence Ma, Barrister and Chairman of
HK Legal Exchange Foundation. Lawrence, recently on 19 September, HK
held the Election Committee (EC) election and candidates were elected to fill
the 1,500 seats of the EC.
歡迎來到第一期《以法論政》，我是
葉欣穎。我們的節目將從法律角度探討
與香港有關的時事熱話。今天，我們請
到了香港大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
主席馬恩國先生。馬律師，在 9 月 19
日，香港舉行了選舉委員會的選舉，選
出了選委會的近1,500名成員。
The Election Committee comprises
of 5 sectors, industrial,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sectors is the first sector. The
professionals is the second sector. Grassroots, labor,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he
third sector. LegCo Members and district organizations representatives being
the fourth sector. Finally, the deputi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K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and HK members of five
national organizations
選委會成員來自五個界別，工商、金
融界是第一界別，專業界是第二界別，
基層、勞工和宗教等屬於第三界別，立
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為第四界
別，最後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以及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
員的代表屬於第五界別。
Lawrence, Western critics says that
our EC election was not an election at
all. It was just an event for a small
bunch of people in HK to cast a ballot
to reach a result, that has already been
decided by Beijing. Now what is your
take on that?

馬律師，西方有人稱，我們的選委會
選舉「根本算不上選舉，只是小圈子內
的活動。他們投出選票來選出一個早由
中央決定了的結果」。你怎樣看待這種
說法？
嘉賓︰Well, Western elections focus on
the process. They don't really care if
they voted for someone who is a real fanatic and didn't do much good for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think that, "well,
if I elected a crook, I can vote down
the crook in the next election." That's
what Western democracy always
believes in.
西方的選舉更注重過程，他
們並不關心自己是否把票投給
了某個極端狂熱，卻沒有為國
● 馬恩國（右）認為，選舉只是一個過程，而繁榮、穩定與安全才是香港市民所追求的。
視頻截圖
家（及地區）做過什麼事的人。
掃碼睇片
who are in those categories which I just
with clients. Those people are not represo says that because only a few
他們總是認為︰「如果我把票投給
mentioned. Those people can now have
sented.
can cast a vote, candidates elected like
了一個騙子，那我下一次再把這個騙子
their voice in the CE and the LegCo
因為我是代表法律界的代表，那我們
yourself may not be representative
投下去就行了。」這就是西方的所謂
members election process, because they
就談談法律界。就法律界而言，在這次
enough. Now what's your take on that?
「民主」。
can, through the votes exercised by our
改革之前，只有執業大律師和執業事務
馬律師，西方評論者還稱，由於只有少
But to us, election is not a process,
Legal Exchange Foundation, pick the
律師可以投票。那即是多少人呢？我們
數人可以投票，像你這樣當選的候選人可
it's a result. Our election is how to
best candidate that represents them. So
有 大 約 9,000 名 執 業 事 務 律 師 和 大 約
能沒有足夠的代表性，對此你怎麼看？
make sure the best and most capable
actually, the basis of representation is
1,500 名執業大律師，加起來就是 1 萬多
嘉賓︰Well, because I'm representing
candidate who has a good track record
enlarged rather than smaller.
一點。那麼，那些從事準法律職業的人
the legal sector, let's talk about the legal
of management to win the election.
商標律師、商標代理、專利律師，他
呢？例如法律行政人員。在一些公司
sector, all right? The legal sector, in the
Election is only a process, as I said.
們沒有被代表。還有見習事務律師、見
裏，有很多人非常有經驗，他們沒有獲
old days, before this reform, only pracAnd prosperity, stability, security is the
習大律師，以及大學的法律畢業生，他
得執照，但他們非常有經驗。他們是法
ticing barristers and practicing solicitors
result that we aim for. We will not sacri們之前在法律界是無法得到代表的，但
律行政人員，完成了相應培訓，也在律
can vote. That means how many peofice the result for the sake of compli在選舉制度完善後，比如說像我們香港
師事務所工作了 10 年或 15 年以上。他
ple? We have about what 9,000 practicance with a process, so that explains
法學交流基金會。我們有很多的會員都
們從事業務工作，與客戶打交道，但這
ing solicitors, and about 1,500 practice
how election is different in our part of
屬於我剛才提到的那些人，現在這些人
些人沒有得到代表。
barristers. That would be just a little bit
the world,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可以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中
What about trademark attorneys?
over 10,000 people. Now, what about
world in relation to the election.
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他們可以通過我
What trademark agents, patent attorthose who are in the quasi-legal profes不過對我們來說，我們更注重選舉的
們的法學交流基金會所行使的投票權，
neys? They are not represented. What
sion? For example, legal executives. In
結果。我們關心的是如何確保最有能力
挑選出代表他們的最佳候選人。所以實
about trainees solicitors? What about puyour firm, you have a lot of people who
以及有良好過往記錄的候選人能贏得選
際上，代表的基礎被擴大了而不是縮小
pil barristers? What about legal graduare so experienced. They're not quali舉。正如我所說，選舉只是一個過程，
了。
ates from universities? They were all unfied solicitors, but they are so experi而繁榮、穩定與安全是我們所追求的結
主持︰Thank you, Lawrence. That was
represented in the legal sector. So in
enced. They are legal executives.
果。我們不會為了遵守過程而犧牲這個
very enlightening.
this election reform, taking into, for exThey've done the training program.
結果，這就是我們在選舉方面有所不同
ample, the HK Legal Exchange FoundaThey work in a law firm for over 10,
的地方。
謝謝你，馬律師，你的看法都很有啟
tion
like
us.
We
have
a
lot
of
members
15
years.
They
get
in
business,
deal
主持︰So Lawrence, Western critics al發性。

● 點新聞英文節目《Legal Affairs 以法論政》

多肉植物易打理
「植物殺手」
亦能種

英 語筆欄

英 該要知
隔星期四見報

隔星期四見報
最近筆者工作的地方興起種植小盆栽熱
潮（trend），不少同事為了美化（beautify）工作環境及淨化（purify）空氣，紛紛
在桌上添置了一些盆栽擺設，閒時亦會討
論種植心得。小小的盆栽的確能令沉悶的
（dull） 工 作 環 境 頓 時 生 氣 盎 然 （lively），因此不少人在繁重工作中仍為自己
創造一個綠色小空間。有些同事喜歡將植
物種於玻璃瓶中，並在其中放一些小擺
設，而筆者喜歡周末到旺角花墟逛逛，穿
梭不同園藝店間，親自選購植物和素材，
看看如何令盆栽看起來特別之餘，又能配
合辦公室空間，因此往往在園藝店滿載而
歸。
對於盆栽種類，現時很多人會選擇多肉
植物（succulents）。多肉植物主要生長在
沙漠（deserts）和乾旱地區，能在高溫和
缺水情況下生存 （survive）下來，而其
肥大的葉片和莖部（stem）有助儲存水
分。我們一般認識的蘆薈（aloe vera）和
仙人掌（cactus）其實亦屬於其一分子。

● 多肉植物容易打理。

資料圖片

多肉植物形態各異，大小不一，而且不需
太花時間打理，因此深受人們喜愛。除了
多肉植物外，長春藤（ivy）、碧玉、網紋
草和黃金葛等觀葉植物亦是不錯的選擇，
皆因這些植物「隨便種，隨便活」，令一
眾「植物殺手」搖身變成植物達人。
不同植物對光照（sunshine）和土壤需
求不同。多肉植物一般需要充足光照，而
耐陰植物只需半日照或小量光線即滿足其
生長需求，在辦公室環境中，我們可以將
植物置於窗邊。至於土壤方面，常見的辦
公室植物以肥沃（fertile）而疏水的泥土
為主。我們除了澆水外，亦不要忘記定期
施加肥料（fertilizer），這樣就可以確保
植物能健康成長（growth）。

●周浩文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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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串流平台 隨時觀看電影

．公民與社會 / 品德學堂
．趣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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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客 / 通識中國

隨着科技進步（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近年與影視娛樂（film
and entertainment）相關的技術，已從多
年 前 的 錄 影 帶 （video cassette） 、 光 碟
（LD，VCD，DVD），發展到現在的網
上 訂 閱 串 流 服 務 （online subscription
streaming service）。程老師小時候要看電
影 （movies / films） ， 只 能 到 影 音 店
（video rental store）租借（rent）比我的
臉還更大的光碟。價錢是逐套電影付的，
較新的電影當然是要貴一點，只能借一兩
天 ， 若 過 了 還 光 碟 的 期 限 （be overdue） ， 須 額 外 繳 交 罰 款 （fines） 。 所
以，假日便是程老師乖乖待在家看電影的
時間，一看便是整個下午的時光了。

不受地域硬件所限
直至數年前，Netflix 開始在全球流行起
來，越來越多人願意付款購買服務，現在
它擁有的訂閱者（subscribers）甚至已超
過 2 億 人 （more than 200 million people） 。從此，「看電視」已不再受電視
所限制。只須付月費（a monthly fee），
便能觀看無限的（unlimited）電影、劇集
（TV series， drama） 與 紀 錄 片 （documentaries）等。影視娛樂也不再受地域
（locations）和硬件（hardware）所限制
（constrain），只要能接上互聯網（get
access to the Internet），用戶（users）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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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啟智STEM
．中文星級學堂

● Disney+ 平台今個月中在香港上架。
能在智能電話（smartphones）、平板電
腦 （tablet computers） 、 智 能 電 視
（smart TVs）或透過接駁其他裝置（devices）如 Apple TV 和 Chromecast，隨時
隨地觀看（watch everywhere）。
兩 年 前 ， 迪 士 尼 （The Walt Disney
Company）也開始發展自家的串流服務平
台（streaming service platform），而 Disney Plus（Disney+）在今個月中於香港正
式上架，年費（a yearly fee）比 Netflix 的
月費還要低一點。作為電影發燒友，程老
師也立刻與朋友一起訂閱了，一個價錢，

星期四

．趣學英文

資料圖片
能在十部不同的裝置上使用，還是頗划算
的。剛在戲院下畫的漫威電影（Marvel
movies）如《黑寡婦（Black Widow）》
和 《 尚 氣 與 十 環 傳 奇 （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也能
在 Disney+ 看到，如像程老師般那麼愛看
電影，訂閱這些串流平台，確實能節省不
少金錢。

● 程韻（英國文學碩士，在中
學任教英語的女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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