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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提前宣任終審首席法官 

媒體報導，現年 58歲的張舉

能，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第三位被

任命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與張舉能 24日一同現身見記者。

馬道立歡迎政府選定他的接班人，

深信張舉能會是出色的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

終審法院是香港的最終上訴法

院，法院首席法官則是司法機構之

首，負責司法機構的行政管理及執

行其他合法地不時委予他的職能。

議員質疑港府             
提前公布任命有政治目的

按《基本法》90條規定，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任命要先徵得立法會

同意，慣例是由內務委員會成立小

組委員會討論，再於立法會大會動

議表決。不過內務委員會自去年換

屆，至今一直未選出主席。林鄭月

娥在宣布任命時，點名指主持會議

的公民黨郭榮鏗身為大律師，應理

解任命的重要性，呼籲內會盡快選

出主席，爭取在 7月休會前完成

任命。林鄭月娥相信，以張舉能在

司法界的崇高地位及豐富經驗，立

法會會通過此任命。

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回應

時指，林鄭月娥今次提早了 9個

多月宣布任命，質疑背後有政治目

的，藉此逼使立法會內會盡快選

出主席，讓政府繼續推動惡法。

他說：「將它（任命）變成政治問

題，要迫使內會盡快選出主席。若

特區政府要繼續推惡法，例如國歌

法，或現時建制派聲稱北京說一定

會推 23條；若是這樣，我相信立

法會的同事，尤其是民主派同事絕

對會寸步不讓。」

張舉能曾處理爭議案件 
判決採納人大釋法

張舉能在香港出生，中學就讀

英華書院，之後於香港大學修讀法

律，1985年在哈佛大學取得法學

碩士學位，同年獲香港大律師執業

資格，曾私人執業。 2001年，他

加入司法機構任區域法院法官，兩

年後升為高等法院法官，專責遺囑

認證案，在備受矚目的梅艷芳億元

遺產紛爭，張舉能判梅母覃美金爭

產敗訴。

2011年，張官升任高院首席

法官兼上訴庭庭長，處理過一些具

爭議的憲法及行政訴訟。最受關注

的案件是在 2016年，人大常委會

主動就梁頌恆、游蕙楨立法會宣誓

風波對《基本法》104條釋法，被

質疑嚴重衝擊香港司法獨立。遭撤

銷議席的梁、游二人提出上訴，被

張舉能駁回。他全面採納了當時的

人大釋法內容，認為條例要求宣誓

要真誠莊重，香港法院須依從；又

認為人大釋法權力是按大陸法制行

使，沒有證據顯示人大越權。

此外，2014年「佔領旺角」

期間，有小巴、的士團體申請禁制

令獲批，市民入稟時卻遭張舉能駁

回。張舉能在判詞指稱，不論示威

者意願何等高尚，都不能犯法，令

他人權益受損。

不過，張舉能也曾在重要案件

中判港府敗訴。 2010年 1月，享

譽世界的美國神韻藝術團應邀來港

演出，在香港演藝學院的 7場演

出門票全部售清。但入境處在演出

前夕，對神韻 6位關鍵技術成員

拒發簽證，導致演出被迫取消。神

韻主辦方在同年 4月入稟香港高

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控訴港府入

境處拒絕簽證的決定非法，追究責

任及追討賠償。

張舉能在 2011年 3月 9日裁

定神韻主辦方勝訴，正式撤銷入境

處的決定。他指入境處處長拒發簽

證的決定存在嚴重失焦，同時未考

慮到演出的「整體性」，以及文化

及藝術交流活動對於社會的明顯價

值。同時提出入境處處長的決定要

受到公法原則的拘束，不能不合

理、恣意專斷。

行政署長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

披露，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從原

本共有 156位候選人的「長名單」

中，得出一份 4人的「短名單」。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作為香港司法機構最高負責人的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去年

年底宣布退休。香港特首林鄭月

娥3月24日宣布，接納司法人員推
薦委員會推薦，任命終審法院常

任法官張舉能明年1月11日接替馬
道立。任命仍須得到立法會通過

同意。法律界認為，張舉能在香

港法治崩壞之時接任終院首席法

官，任重道遠，期望他維護香港

司法獨立。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 )疫情如今在全球蔓延，臺灣出

現多宗與之相關的不實信息，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

彥 23日表示，針對網絡造謠「臺

灣強制性休假 2週」與奶粉缺貨等

假新聞，刑事警察局已經查獲 300

宗，移送地檢署偵辦 120宗 123

人，其中有 29件涉嫌了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並強調「很多是大陸

網軍在做」。此外，針對有症狀

卻藉著吃藥得以順利入境者，指揮

官陳時中表示，希望誠實通報，

「不會因為吃藥而處分，會因為沒

通報而處分」，若有症狀都應該及

早治療、處理，隱瞞沒好處。

綜合「中央社」與「自由亞

洲電臺」報導，指揮官陳時中表

示，近期傳出民生物資缺貨的不

實信息，實際上物資一定足夠。

至於有謠言宣稱「臺灣明天起實

施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假期

2個星期，從 2020年某月某日開

始，所有上班族、學生（強制性）

休假」，這也是假消息，臺灣目前

並沒有強制休假、封城等規劃。

此外，針對媒體詢問外傳「奶

粉缺貨」一事，陳宗彥則回覆，這

同樣也是假消息，陳宗彥補充，在

所有疫情假信息中，從 IP發現有

71件疑似是由境外人士所為，「不

諱言，最近有很多假信息是大陸網

軍做的」，呼籲民眾在看見類似消

息時，只要覺得可疑，就不要再轉

傳了。

指揮中心強調，流行疫情或

是防治措施等相關信息均由指揮中

心統一對外公布，民眾在接獲來源

不明，或是未經證實的有關疫情狀

况，或是防治措施資訊時，應該先

查證內容是否屬實，切勿隨意散播

或轉傳，以免觸犯〈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中的

第 14條，或《社會秩序維護法》中

的第 63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

機場攔截、居家檢疫     
未能誠實通報要受處罰

此外，23日下午，指揮中心於

記者會上宣布，臺灣新增病例 26

例，包括：25例境外移入、1例為

可以追溯到感染源的本土個案。

指揮官陳時中於記者會上表

示，目前境外移入的疫情並沒有大

量往外傳，民眾返臺都要做好防護

或是居家檢疫，希望能夠發揮攔截

臺灣查獲300宗關於疫情假消息 大多是大陸網軍所為

新增病例被政治清零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一名匿名

新增病例「清零」？臺灣立委王定宇提出5疑點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習近平10日造訪武漢市後，近期
武漢市已經連續多日沒有新增中

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病例；不過，不少武漢市民都
不相信官方說的病例「清零」，

更有市民直言：「只有傻瓜才

相信。」北京政府也宣稱境內疫

情近日趨緩，甚至18日開始「清
零」，同時已連續多天本土個案

「零新增」，但是很多人懷疑官方

數據的真實性。

林鄭月娥宣布任命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右），接替馬道立（左）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看中國合成圖）

入圍 4人中，只有張舉能一人有

意願出任首席法官。

梁家傑：香港法治崩壞 
張任重道遠

資深大律師梁家傑接受媒體採

訪時指，法律界眼中，張舉能形象

保守，出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時處

理梁頌恆及游蕙禎司法覆核，判詞

引起法律界開明人士較大爭議：「因

為他說到人大常委釋法是根據大陸

法制進行，而他不懂得大陸法制，

所以連採納、考慮這個論據及論

點，都覺得是無從說起，這令我們

非常失望。」梁家傑說，張舉能的

保守程度頗令人擔憂他能否保住香

港人對司法機關、公信力的期許。

接任後，有可能要面對有機會

上訴至終審法院的多宗政治敏感案

件，包括佔中九子案上訴、蒙面法

等。梁家傑指，張舉能接棒正值香

港法治風雨飄搖之際，比前兩任首

席法官更「凶險十萬八千倍」；「在

整個法治制度，其他部分嚴重崩壞

的時候，司法機關就是唯一保留少

許公信力的組成部分。我希望張舉

能能夠明白，他在這個時候接任，

是比馬道立、李國能更任重道遠，

他現在要取信於香港人及國際，這

不是容易的事。」

不過，梁家傑表示，立場保

守並非「原罪」，大部分法官都

普遍保守，只要張舉能明白自己

責任重大便可。另外，香港大律

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也發表聲明

表示，歡迎張舉能獲委任，指他

深受業界敬重，深信他能按照《基

本法》履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職

責。建制派方面也對港府任命表

達支持。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

鼎稱，張舉能在法律界有聲譽，

是適合人選。又指民主派若阻撓

法官任命是愧對法律界。

武漢市民表示，身處醫療一線工作

的家人說，武漢現在有不少醫院再

度停診，因為許多前來看病的人被

查出是潛在感染者。當市民進一步

詢問時，對方卻支支吾吾，只是提

醒「別出門」。另一名市民徐武

的父親在 2月初確診感染，他父

親近期被通知出院，到了隔離點

隔離，針對近期「清零」，徐武直

言：「共產黨欺騙幾十年了，只有

傻瓜才相信。」

有一名武漢市第一醫院的醫護

人員承認，近期的確有所謂治癒患

者「復陽」，該名醫護人員低調地

不願多談，僅表示：「你知道的也

就是我知道的。」另有一名武漢消

息人士聲稱，在他的社交圈內已經

有好幾位「復陽」患者，但全部都

不算確診，他無奈地說：「武漢市

委書記王忠林說了，再有一例就要

追責，誰還敢確診啊？武漢清零，

是為了給西方好看，為了復工，是

政治清零。」

立委王定宇提5大疑点
據報導，武漢市當地 13日至

16日連續 4天都出現經門診感染

的病例，專家表示，武漢封城情勢

趨緩卻還有門診新增病例，這是一

個警訊。有醫師表示，來自社區的

新增病例是比較棘手的問題，因為

病毒不會憑空而來 ,最擔心的是存

在著沒有被排查到的病源，這會是

病毒「死灰復燃的漏洞所在」。

然而，普遍認為北京政府的宣

稱，都只是在隱匿真相，以利未來

好卸責罷了。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以

「防疫不怕確診數目增加，怕的是

說謊隱匿」為題，稱北京所 的「病

例清零」，以及北京外宣 的已經

戰勝疫情，可以領導全球抗疫了，

你相信嗎？「除了美、日、意大

利等各國領袖都公開表達質疑外，

我們看看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的蛛

絲馬跡」，王定宇拋出 5張圖，點

出了 5個「蛛絲馬跡」。

他質疑，如已經「可防、可

控」，那為甚麼上海虹橋機場要通

知相關業者，為了「因應疫情影響

機場將在 3月 25日關閉，恢復時間

待定」。其次，武漢傳出「同濟」

效果。從 3月中旬到現在，境外

移入的案例不斷增加，本土案例相

對少，未來這 2週則會維持這樣

的曲線。

在新增的境外移入案例中，陳

時中表示，多半是旅遊、工作，因

此第一條防線是機場攔檢，出現任

何症狀盡量在機場就攔檢下；第二

條防線就是居家檢疫，與家人保持

距離，就變成很重要的防線。

副指揮官陳宗彥說明，社會對

於海外回來的居家檢疫者有一些擔

憂，但是警方已開始實施夜間臨

檢，21日晚間查獲一名居家檢疫

者，立刻移交給所管轄縣市，並開

出新臺幣 100萬元罰單，隨後將

之送往集中檢疫場所。

陳宗彥說，現在只要登入身分

證字號或是護照號碼，就會顯示是

否為居家檢疫者，23日起各縣市

的夜店門口，會有 2名員警實施

身分查驗，非居家檢疫者才能夠進

入，入場之前就可以查到，接著會

通知衛生單位處理、加以重罰。

此外，關於機場入境部分，陳

宗彥表示，23日預報人數預估整

天為 3600名，自 3月 19日全面

居家檢疫以後，入境人數亦逐漸降

低，臺灣民眾的出境持續降低。

機場防疫把關會繼續加強。 22日

起，入境的所有行李，進海關之前

會先消毒才進入轉盤。

陳時中強調，入境者有一些人

出現發燒等症狀，但預先服了藥入

境來，希望誠實通報，「不會因為

吃藥而處分，會因為沒通報而處

分。希望大家有症狀應及早治療、

處理，隱瞞對大家都沒好處。」

確診一百多例，「鐵道醫院」1例，

且由「區長」在醫院陪了一個晚上，

但是卻不准往上呈報。此外，湖北

疫情防控指揮部 3月 20日發出公

文，「中國各省支援湖北的人員，

暫緩離開湖北」；北京市政府下令

「湖北人員不得入京」，既然「湖北

零增長，卻不許湖北人返京，因為

自己心裡最清楚，自己說的哪句話

是真的，哪句話是假的」；最後言

及，「北京舉辦的疫情防控會議」，

居然「要求海外中國留學生暫緩回

中國」。王定宇反問：「這些『蛛

絲馬跡』說出了甚麼真實？⋯⋯不

都證明『疫情還在』嗎？北京政府

為了復工而美化數字，交叉感染的

災難令人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