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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26日誌分享_認識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第 4條賄賂 
 
請留意律政司加控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的第 4條賄賂罪, 今天 2017年 9月 26日開
審 
 
2016-10-12 主審法官陳慶偉准許加控曾蔭權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 
資料來源: 星島日報 
http://ny.stgloballink.com/hk/2016/1012/362455.shtml 
 
 
防止賄賂條例 3, 4, 5, 8, 10, 28, 29, 30, 31AA 
 
條： 3 索取或接受利益  
E.R. 1 of 2017 15/02/2017 
任何訂明人員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由 2003年第 1號第 3條修訂；由 2003年第 14號第 14條修訂) 
 
條： 4 賄賂  
E.R. 1 of 2017 15/02/2017 
(1) 任何人(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公職人員提供
任何利益，作為該公職人員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公職人員作出

以下行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由 1980年第 28號第 3條修訂)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 
(b) 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或曾經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由該人員作出或由
其他公職人員作出任何憑該人員或該其他人員的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或 (由
2008年第 10號第 36條修訂) 
(c) 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或曾經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任何人與公共機構
間往來事務的辦理。 
 



(2) 任何公職人員(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
何利益，作為他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作出以下行為而索取或接

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由 1980年第 28號第 3條修訂)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 
(b) 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或曾經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由該人員作出或由
其他公職人員作出任何憑該人員或該其他人員的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或 (由
2008年第 10號第 36條修訂) 
(c) 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或曾經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任何人與公共機構
間往來事務的辦理。 
 
(2A) 任何人(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行政長官提供任
何利益，作為行政長官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行政長官作出以下行

為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行政長官身分而作的作為； 
(b) 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或曾經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由行政長官作出任
何憑其行政長官身分而作的作為或由任何公職人員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

作的作為；或 
(c) 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或曾經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任何人與公共機構
間往來事務的辦理。 (由 2008年第 22號第 2條增補) 
 
(2B) 行政長官(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何
利益，作為他作出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他作出以下行為而索取或接受

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a) 作出或不作出，或曾經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行政長官身分而作的作為； 
(b) 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或曾經加速、拖延、妨礙或阻止由行政長官作出任
何憑其行政長官身分而作的作為或由任何公職人員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

作的作為；或 
(c) 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或曾經協助、優待、妨礙或拖延任何人與公共機構
間往來事務的辦理。 (由 2008年第 22號第 2條增補) 
 
(3) 非訂明人員的公職人員如有所屬公共機構的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且該
項許可符合第(4) 款的規定，則該公職人員及提供該利益的人均不算犯本條所訂罪
行。 (由 1980年第 28號第 3條增補。由 2003年第 14號第 15條修訂) 
 
(4) 就第(3)款而言，許可須為書面形式，並且- 
(a) 須在提供、索取或接受利益之前給予；或 
(b) 在利益未經事先許可而已提供或接受的情況下，須於該利益提供或接受之後在
合理可能範圍內盡早申請及給予，同時，公共機構在給予該許可之前須顧及申請



的有關情況，該許可方具有第(3)款所訂效力。(由 1980年第 28號第 3條增補) 
 
 
條： 5 為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等而作的賄賂  
E.R. 1 of 2017 15/02/2017 
 
(1)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任何公職人員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公職人
員在以下事項上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的誘因或

報酬，或由於該公職人員在以下事項上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

或運用影響力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a) 以下合約的促進、簽立或促致- 
(i) 與公共機構訂立的任何有關執行工作、提供服務、辦理事情或供應物品、物料
或物質 
的合約；或 
(ii) 就與公共機構訂立的合約而執行所需工作、提供所需服務、辦理所需事情或供
應 
所需物品、物料或物質的分包合約；或 
(b) 上述合約或分包合約中規定或以其他方式訂定的價格、代價或其他款項的支
付。 
(2) 任何公職人員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在以下事
項上給予協助或 
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該公職人員在

以下事項上給 
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

屬犯罪─ 
(a) 第(1)款所指合約或分包合約的促進、簽立或促致；或 
(b) 第(1)款所指合約或分包合約中規定或以其他方式訂定的價格、代價或其他款項
的支付。 
(3)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行政長官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行政長官在以
下事項上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的誘因或報酬，

或由於行政長官在以下事項上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或運用影

響力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a) 以下合約的促進、簽立或促致- 
(i) 與公共機構訂立的任何有關執行工作、提供服務、辦理事情或供應物品、物料
或物質 
的合約；或 
(ii) 就與公共機構訂立的合約而執行所需工作、提供所需服務、辦理所需事情或供
應 



所需物品、物料或物質的分包合約；或 
(b) (a)段所提述的合約或分包合約中規定或以其他方式訂定的價格、代價或其他款
項的支付。(由 2008年第 22號第 3條增補) 
(4) 行政長官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作為他在以下事項上
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的誘因或報酬，或由於行

政長官在以下事項上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或曾經給予協助或運用影響力而索

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a) 第(3)(a)款所提述的合約或分包合約的促進、簽立或促致；或 
(b) 第(3)(a)款所提述的合約或分包合約中規定或以其他方式訂定的價格、代價或
其他款項的支付。 (由 2008年第 22號第 3條增補) 
 
條： 8 與公共機構有事務往來的人對公職人員的賄賂  
E.R. 1 of 2017 15/02/2017 
 
(1) 任何人經任何政府部門、辦事處或機構與政府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無合法權
限或合理辯解而向受僱於該政府部門、辦事處或機構的訂明人員提供任何利益，

即屬犯罪。 (由 2003年第 14號第 16條修訂) 
(2) 任何人與其他公共機構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受僱
於該公共機構的公職人員提供任何利益，即屬犯罪。 
 
 
條： 10 來歷不明財產的管有  
E.R. 1 of 2017 15/02/2017 
 
(1) 任何現任或曾任行政長官或訂明人員的人─ (由 2003年第 14號第 17條修訂；
由 2008年第 22號第 
4條修訂) 
(a) 維持高於與其現在或過去的公職薪俸相稱的生活水準；或 
(b) 控制與其現在或過去的公職薪俸不相稱的金錢資源或財產， 
除非就其如何能維持該生活水準或就該等金錢資源或財產如何歸其控制向法庭作

出圓滿解釋，否則即屬犯罪。 
(1A) 如在因第(1)款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被控人是現任行政長官或曾任
行政長官，法庭於決定被控人是否已按該款規定作出圓滿解釋時，須考慮被控人

依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的財產。 (由 2008年
第 22號第 4條增補) 
(1B) 如法庭為施行第(1A)款而作出命令規定披露關於依據《基本法》第四十七條
第二款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的財產的資料，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須向法庭披

露該等資料。 (由 2008年第 22號第 4條增補) 



(2) 在因第(1)(b)款所訂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法庭經顧及任何人與被控人關
係的密切程度及其他情況後，如信納有理由相信該人為被控人以信託形式持有或

以其他方式代被控人持有金錢資源或財產，或因被控人的饋贈而獲取該等金錢資

源或財產，則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該等金錢資源或財產須推定為由被控人

控制。 (由 1974年第 9號第 3條增補。由 1996年第 48號第 3條修訂) 
(3)-(4) (由 1973年第 56號第 2條廢除) 
(5) 在本條中，公職薪俸 (official emoluments) 包括根據《退休金條例》(第 89章)、
《退休金利益條例》(第 99章)或《退休金利益(司法人員)條例》(第 401章)須付的
退休金或酬金。 (由 1987年第 36號第 44條修訂；由 1988年第 85號第 51條修訂；
由 1997年第 192號法律公告修訂；由 1997年第 219號法律公告修訂) 
 
 
 
// 
條： 28 獲判無罪時的訟費  
E.R. 1 of 2017 15/02/2017 
 
因第 II部所訂罪行而在高等法院或區域法院受審的人如獲判無罪，法庭可向該人
判給訟費，該訟費經評定後由政府一般收入撥支。 
 
 
條： 29 虛報犯罪等的罪行  
E.R. 1 of 2017 15/02/2017 
 
凡有指稱或懷疑犯了本條例所訂罪行，在該罪行的調查過程中，或在與該罪行有

關的法律程序中，任何人明知而─ 
(a) 向根據第 13條所發授權書內指明的調查人員作出或導致作出已有人犯了本條
例所訂罪行的虛假報告；或 
(b) 誤導根據第 13條所發授權書內指明的調查人員， 
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20000及監禁 1年。 
(由 1974年第 9號第 12條修訂) 
 
 
條： 30 披露受調查人身分等資料的罪行  
E.R. 1 of 2017 15/02/2017 
 
(1) 任何明知或懷疑正有調查就任何被指稱或懷疑已犯的第 II部所訂罪行而進行
的人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 



(a) 該項調查的標的之人(受調查人)披露他是該項調查的標的此一事實或該項調查
的任何細節；或 
(b) 公眾、部分公眾或任何特定人士披露該受調查人的身分或該受調查人正受調查
的事實或該項調查的任何細節，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0及監禁 1
年。 (由 1996年第 48號第 15條代替) 
(1A) (由 1996年第 48號第 16條廢除) 
(2) 凡在與調查有關連的情況下，有以下情形─ 
(a) 已就逮捕受調查人發出手令； 
(b) 受調查人已(不論有或沒有手令的情況下)被逮捕； 
(c) 受調查人已被根據第 14(1)(a)或(b)條送達予他的通知書要求提交法定聲明或書
面陳述； 
(d) 已根據第 14C(3)條將限制令送達任何人； 
(e) 受調查人的住所已根據在第 17條下發出的手令被搜查；或 
(f) 受調查人已被根據第 17A條送達予他的通知書要求向專員交出其管有的任何
旅行證件， 
(由 1999年第 20號第 3條修訂)  
則就第(1)款所提及的任何種類的披露而言，第(1)款不適用。 (由 1996年第 48號
第 16條代替) 
(3) 在不影響第(1)款中的合理辯解一詞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如任何人在以下情況下
(但亦只有在以下範圍內)作該款所提及的任何種類的披露，即就該項披露而言屬有
合理辯解─ 
(a) 該項披露公開專員、副專員或任何廉政公署人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嚴
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或 
(b) 該項披露公開一項對香港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或公眾的健康或安全的嚴重威脅。 
(由 1996年第 48號第 16條代替) 
(由 1974年第 9號第 13條修訂) 
 
 
 
條： 31AA 提交涉及行政長官被懷疑犯罪的事宜  
E.R. 1 of 2017 15/02/2017 
 
(1) 儘管第 30條另有規定，凡專員有理由懷疑行政長官可能犯了本條例所訂罪
行，專員可將該事宜提交律政司司長，讓律政司司長考慮是否行使他在第(2)款下
的權力。 
(2) 儘管第 30條另有規定，凡律政司司長因根據第(1)款作出的提交而有理由懷疑
行政長官可能犯了本條例所訂罪行，他可將該事宜提交立法會議員，讓他們考慮

是否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採取任何行動。 



(由 2008年第 22號第 5條增補) 
 
 
 
防止賄賂條例目錄 
http://www.blis.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BF3E1
6E0F8337BEA482575EE004C509D?OpenDocument&bt=0 
 
防止賄賂條例 pdf 下載連結 
http://www.blis.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BF3E1
6E0F8337BEA482575EE004C509D/$FILE/CAP_201_c_b5.pdf 
 
2016-10-12  
主審法官陳慶偉准許加控曾蔭權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 
星島環球網消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被控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昨第三

度在高院提訊，主審法官陳慶偉批准律政司首次引用《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

加控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名，成為香港回歸以來，首宗特首卸任後涉《防

止賄賂條例》罪行被起訴的個案。 
 
香港《大公報》報導，現年七十一歲的曾蔭權面對的新增“行政長官接受利益”

罪名，是依據《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控方在舉證方面，必須同時證明“有收

受，也同時承諾會行使其身為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的權力，作出或不作出一些決

定，以方便或令對方得益”始能入罪。 
 
新增的“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名，指曾蔭權於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6
月 30日期間，無合法許可權或合理辯解而接受利益，即一個位於深圳福田東海
花園的三聯式住宅物業的整修及裝修工程，作為曾蔭權以下行為的誘因或報酬，

或由於曾蔭權的下述行為而接受該利益，該行為是憑其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主席

的身分，即考慮和決定雄濤廣播有限公司（其後改名為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提交的申請，特別是： 
 
（一）雄濤於 2010年 4月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為提供數碼聲音廣播服務而提交
的聲音廣播牌照申請，該申請獲曾蔭權憑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主席身分，於

2010年 11月 2日及 2011年 3月 22日舉行的行會中原則上批准和正式批給； 
 
（二）雄濤於 2010年 9月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為交還用於提供調幅（ＡＭ）電
臺服務的聲音廣播牌照而提交的申請，該申請獲曾蔭權憑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身分，於 2010年 11月 2日及 2011年 3月 22日舉行的行會中原則上批准和正



式批給； 
 
（三）數碼廣播公司於 2011年 7月至 11月期間，為使李國章以該公司董事兼主
席身分，對數碼廣播公司作出控制而提交的申請，該申請獲曾蔭權以其行政長官

及行會主席身分，在 2012年 1月 20日舉行的會議中批准。 
 
至於曾蔭權兩項經修訂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分別為：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期間，擔任公職即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於履行其公職過程中
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事上，無合理辯解或理由下而故意作出失當行為，即參與決

定雄濤（其後更名為數碼廣播公司）提交的上述申請時，沒有向行會申報或披露，

或向行會隱瞞他與雄濤主要股東黃楚標就該物業所進行的事務往來及商議； 
 
另一項經修訂控罪為：2010年 12月 1日至 2011年 7月 31日期間，擔任公職即
行政長官，於履行其公職過程中或在與其公職有關的事上，無合理辯解或理由下

而故意作出失當行為，即當何周禮為該物業進行室內設計工程時，建議何周禮在

香港特區授勳及嘉獎制度下獲授勳及嘉獎的提名；及沒有向時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常任秘書長、發展局及授勳與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披露，或向有關人士隱

瞞（i）何周禮獲聘用在該物業進行室內設計工程；（ii）進行該室內設計工程是
令曾蔭權受惠，而工程費用由東海聯合（集團）有限公司支付；（iii）曾蔭權擁
有該物業的利益，而該物業是曾蔭權與黃楚標之間事務往來及商議的事項；及

（iv）曾蔭權利用授勳及嘉獎制度以回饋何周禮進行該室內設計工程。 
 
主審法官陳慶偉早前已應控方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的要求，下令傳媒不
准報導任何對曾蔭權構成不公或偏頗的內容，只准傳媒記者報導以下六項事實，

分別為：一、法院及法官名稱；二、被告姓名年齡及職業；三、被告面對的控罪

包括修訂內容；四、控辯雙方大狀及律師姓名；五、案件押後至何日、及六、被

告的保釋安排。 
 
資料來源: 星島日報 
http://ny.stgloballink.com/hk/2016/1012/3624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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