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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性法律的概念 
 
全國性法律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特有的法律概念。《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

本法》第 18 條規定了全國性法律的有關實施問題： 
“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

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

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凡

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

地公佈或立法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

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

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

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內

發生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

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入

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

法律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 

《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實際上指出了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兩種

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

是在戰爭狀態或緊急狀態下由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

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 
第一種全國性法律，也即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

律，是指在平常情況下實行的全國性法律。這種全國

性法律只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

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而且經全國人

大常委會徵詢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

意見後作出增減，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第二種全國性法律是指在非常情況下實施的全國

性法律，包括戰爭狀態和緊急狀態兩種情況，由中央

人民政府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全國性法律不需要經過徵詢香港

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的程序。 

那麼，甚麼是全國性法律？應當如何定義全國性

法律？全國性法律的認定標誌是甚麼？一種意見認

為，“在澳門基本法中規定的全國性法律是指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

法律，即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

律，這些法律適用於全國，全國人民都要遵守，所以

澳門基本法稱全國性法律。”1“全國性法律是指由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都

必須遵守。”2

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的概念等同於全國人大或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但是，從《香港基本法》

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來看，其中包括的《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

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並不是全國人大或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3《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是 1949 年 9 月 27 日

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慶日的決議》是 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

委員會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徽的命令》是 1950 年 9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通過的，因此，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並不完全等

同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全國性法律，指由國

家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其中主要是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4 問題在於

這裏所說的國家有關機關包括哪些？從《香港基本法》

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裏的

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外，還包括

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1949 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在普選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因此，

1949 年 9 月 27 日由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

應當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1949 年 9 月 27 日通過

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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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共同綱領，有權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頒佈法

令，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1949 年 12 月 2 日通過

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 1950 年 9
月 20 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徽的命令》亦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所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

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雖然不是全國人大

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但是卻屬於實質法律的範

疇。 
一種意見指出，“確定法律、法規是全國性的或

者是地方性的，並不取決於它規定的內容，而是取決

於它制定的機關，取決於它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

還是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如果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

的，則是屬於全國性法律、法規，如果是地方國家機

關制定的，則是地方性的法規。”5 因此，《香港基本

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內容雖然規定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但它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因

而是全國性法律，中國地方組織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

雖然規定地方各級政權機關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

的組織和職權，在內容上屬於地方性的事務，也仍然

是全國性法律，反之，地方性法規由省級人大制定的，

不屬於全國性法律。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和法規界

定為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和法規。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將全國性法律

分為不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

性法律。值得指出的，這兩種法律實際上的適用是不

一樣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既適用於中國內

地，也適用於港澳兩地，是真正的全國性法律，而不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適用於中國內地，如中

國的刑法典和民法通則等，卻不適用於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是一種適用於全國大部分，而小部分不適

用的全國性法律，其適用範圍不是全國。這是兩種應

當有所區別的全國性法律。 
有一種意見將憲法亦列入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

律的範疇，儘管《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都沒有提到憲法，附件三也沒有將憲法列入。6 
這種意見意在強調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的法律效力，然

而，憲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本質上的不

同。全國性法律必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徵詢基本法委

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必須列入附件三，才能適

用於特別行政區。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

施和生效，則不需要經過這樣的程序。 

還有一種意見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全國性法

律的解釋也列入全國性法律的範疇。7 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法律的解釋，其效力與法律本身相同，然而，法

律解釋與法律本身畢竟是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國憲

法》規定法律經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通過後，必需國

家主席簽署方能公佈和生效，而法律解釋只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後，即可以公佈生效。因此，《香港基本

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所提及的全國

性法律，應當嚴格予以界定。 
 
 

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增減情況 
 
1990 年 4 月 4 日《香港基本法》通過時，當時列

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慶日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徽的命令》(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香港基本法》開始實施，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同時

刪去《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

(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1998 年 11 月 4 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專

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2005 年 12 月 27 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

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至此列於《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共有 12 個法律。 
1993 年 4 月 4 日《澳門基本法》通過時，列於附

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

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

日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

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

法》。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澳門基本法》開

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

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駐軍法》。2005 年 12 月 27 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

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 
因此，比較《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

附件三，在香港適用的全國性法律比在澳門特區適用

的全國性法律多一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

領海的聲明》。這是因為根據《澳門基本法》序言，澳

門的行政區域僅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而

不包括海域在內。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則包

括陸地和海域兩個部分，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

領海的聲明》對於香港是有實質意義的，因此列入《香

港基本法》附件三，但沒有必要列於《澳門基本法》

附件三。 

《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規定，“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

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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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現在，從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

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些法律涉及國都、

紀年、國歌、國旗、國慶、國籍、國徽、國旗、外交

特權與豁免、領事特權與豁免、領海及毗連區、專屬

經濟特區和大陸架、駐軍等。這些法律是符合《香港

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所指明的範圍的。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第 1

款都明確指出，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

為基本法、香港和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和澳門特別行

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那麼，為甚麼還要規定全

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呢？《中英聯合聲明》和

《中葡聯合聲明》都沒有規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

門實施的問題，為甚麼還要在基本法的結構上安排第

三個附件，增加全國性法律的適用呢？ 

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已經

明確規定有關國防、外交等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應由中

央人民政府管理。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或者與

國防、外交有關，或者與保衛或維護國家獨立、主權

和領土完整有關，或者規定必須由主權國家規定或決

定的事項。8 因此，有關這些方面的全國性法律必須

適用在香港和澳門。 

這些必要的全國性法律包括，第一，憲法中的有

些規範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具體實施憲法這些規範的

全國性法律應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如基本法規定，特

別行政區應當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那

麼，特別行政區怎樣使用國旗和國徽？就要適用國家

的國旗和國徽法。第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直接要求

適用全國性法律。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居民中誰是中國

公民，誰是非中國公民，就必須適用中國的國籍法。

第三，國家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行使國家主權

而制定的有關法律，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如基本法規

定外交事務屬於中央管理，那麼，中央人民政府在行

使外交事務管理時制定的有關法律，特別行政區應該

遵守。第四，特別行政區居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也

要依法進行。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

公民將選舉自己的代表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

麼，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辦法，就不能

由特區立法，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制

定有關法律。9

上述四種情況，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全國性

法律不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制定，但需要在特別

行政區適用。另一部分法律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

制定，在特別行政區適用。10 實際上，上述第四種情

況即屬於第二部分法律，這一部分的法律恰恰不需要

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三，第

四種情況下制定的選舉辦法並不屬於第 18 條所指的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也就是說，所謂全國性法律，是指全國人大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效力應當適用於全國範圍內

的法律。中國由於在香港和澳門實施“一國兩制”和

高度自治，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明確規定除非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特別行政區

實施。這體現了中央對在香港和澳門實行高度自治的

尊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

本法》列於附件三者的全國性法律外，中國其他的一

切全國性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等，均對澳門

無法律約束力。11 但是，不能認為除列於附件三的全

國性法律外，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

不能在香港和澳門行使權力了。這是因為《香港基本

法》和《澳門基本法》本身就規定了中央在香港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行使的有關職權，如《澳門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可授予

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權力，第 17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

會發回立法會的法律使其無效，第 21 條規定全國人大

確定澳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

第 143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 144 條

規定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等等，有關這些職權的行

使及其作出的決定，就不需要將其列於附件三，即可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 
 
 

三、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 
 
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與

憲法的關係，一是與基本法的關係。《中國憲法》已經

明確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國性法

律低於憲法自然無疑。問題在於與基本法的關係。有

一種擔心提出，如果這些在澳門生效的全國性法律一

旦與基本法發生抵觸，應該怎樣處理？因為基本法並

無這方面的規定。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12 這個問

題實際上就是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問題。 
一種意見認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第 11 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

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

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

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

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

法相抵觸。因此，基本法是在香港和澳門除《中國憲

法》外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

的全國性法律低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這種意見是不對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

律大部分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但其中的國籍法

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中國憲法》第 62 條規定全國

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

本法律，第 67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

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律以外的其他法律，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定的法律進行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不得同該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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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因此通常將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

稱為基本法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稱為非

基本法律或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的法律，基本法律和

非基本法律統稱法律，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

這就是說基本法與其他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屬於

同一位階，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 
有一種意見認為，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

法律的衝突問題不會發生，因為全國性法律在列於附

件三之前，已經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

見，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決定，經過這樣一些

程序，這些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的全國性法律如果

裏面真有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地方，這些與基本法抵觸

的條款一定會被審查出來，不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生

效，因而也不會與基本法的實施發生衝突。13 這種意

見只是針對目前現實的情況而言的，在邏輯上並不能

斷絕即使經過審查後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與基

本法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問題在於當這種情況出現

時，誰來處理？ 
1999 年 1 月 29 日香港終審法院在“無證兒童居

留權”案裏宣佈自己有權審查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立法行為。14 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

法行為當然也包括了制定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

行為，這種觀點實際上也即法院有權根據基本法審查

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這就混淆了《中國憲法》裏《香

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其列於附件三的全國

性法律的位階問題。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

律，這裏的法律既包括《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

法》，也包括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且，《香港

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全國性法律處於同一位

階，因此，當出現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基本法

發生衝突的時候，還會涉及到對它們的上位法憲法的

解釋問題。《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解釋憲法，因此，即使出現基本法與列於其附件三

的全國性法律的衝突問題，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

以處理。當然，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處理決定有不適

當的情形時，全國人大有權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不

適當決定。香港和澳門內部的政權機關，包括法院，

無權處理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能出現

衝突的問題。 
 
 

四、全國性法律的實施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的

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分為兩種，一

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在緊急狀態下

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第 4

款指出，當宣佈戰爭狀態或進入緊急狀態下，中央人

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

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實施通常是指由中央人民政府直

接組織實施，而不必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地

公佈或立法實施。 
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已經由第 2 款明確訂

明由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也就是說，

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採取兩種辦法實施：一是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公佈，直接予以實施，第二，由

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將列於附

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本地予以實施。 
目前予以立法實施的法律主要有《國旗法》和《國

徽法》。香港臨時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國旗及

國徽條例》(第 2401 章)，並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開始

實施。澳門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第 5/1999 號法

律《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並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開始實施。那麼，國旗法和國徽法為甚麼

需要制定本地法律，予以立法實施呢？ 
這是因為國旗法和國徽法裏涉及到一些內地特定

的法律概念，如《國旗法》第 19 條規定，“在公共場

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

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

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國徽法》第 13 條規定，

“在公眾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

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責

任；情節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

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這裏涉及到的

“公安機關”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是內地的法

律概念，而且內地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本身就不

適用在香港和澳門，因此需要轉化，通過本地立法予

以實施。 
 
 

五、全國性法律的解釋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因

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以及列於其附

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

但是，《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和《澳門基本法》第

143 條又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基本法：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

但如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

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

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

局判決前，應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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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

影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

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會的意見。” 

那麼，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是否有權解釋列於附件

三的全國性法律？這裏可能存在着兩種理解。第一種

理解是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這是因為基本

法已經授權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既然有權解釋基本

法，就應當有權解釋基本法附件三，而附件三已經明

確了有哪些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

施，因此，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既然有權解釋基本法，

就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另一種理解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只是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但沒

有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

法律。因為基本法的授權是這樣的，第一是授權法院

自行解釋基本法內的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而列於附件

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

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不屬於

法院自行解釋的範圍。第二，基本法授權法院對基本

法的其他條款也可以解釋。這裏的其他條款不包括列

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其他條款當然也包括附件三

的內容，但是附件三的內容不等於全國性法律的具體

條款，附件三只是解決哪些全國性法律要適用在香港

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問題。 
《香港駐軍法》和《澳門駐軍法》則明確指出，

駐軍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15 由於《中國

憲法》已經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駐軍

法當然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而香港駐軍法

和澳門駐軍法的這一規定，其立法意圖在於再次強調

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駐軍法的憲制權力。1999 年 12
月 15 日香港終審法院在其判決的國旗國徽案裏，有關

香港法院是否可以解釋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

《國旗法》和《國徽法》並沒有引起爭議，雙方爭議

的焦點是香港立法會制定的《國旗及國徽條例》是否

違反基本法的問題。16

即使採用第一種比較寬鬆的理解，認定法院有權

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香港基本法》和

《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已經明確指出，列入附件三的

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

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这些内容

要麼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要麼涉及中央和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因此比照《香港基本法》

第 158 條第 2 款和《澳門基本法》第 143 條第 2 款規

定，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不屬於法院自行解釋的範

圍，而且，如果該解釋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

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和澳門特別

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

關條款作出解釋。 

 
 
 
註釋： 
                                                 
1 蕭蔚雲：《論澳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204 頁。 
2 同上註，第 194 頁。 
3 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標題裏沒有標以“法”字，實際上也是 1958 年 9 月 4 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的。 
4 蕭蔚雲編：《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101 頁。 
5 這種觀點為通說。見王叔文：《基本法是體現“一國兩制”方針的全國性法律》，載於《法學研究》，第 2 期，1990 年；

王叔文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年，第 72 頁；王叔文等：《論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 年，100-101 頁；蕭蔚雲編：《論香港基本法》，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3 年，第 591-592 頁。 
6 王振民：《論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載於楊允中、饒戈平編：《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可持續發展──紀念〈澳

門基本法〉頒佈 14 周年及〈中葡聯合聲明〉簽署 20 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2007 年。 
7 宋小莊：《論“一國兩制”下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54 頁。 
8 同註 4，第 101 頁，及楊靜輝：《澳門基本法釋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1-42 頁。 
9 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概論》，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第 41 頁。 
10 同上註，第 42 頁。 
11 宋瑞蘭：《九九年後澳門法律體系的結構分析》，載於宣炳昭主編：《澳門法律制度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12 趙國強：《試論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的監督途徑》，載於楊允中等主編：《基本法與澳門發展的保障：“基本法與澳門發展”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出版，2002 年。 
13 同上註。 
14 該判決其中指出，“有爭議的問題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審查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並在發現不

符合基本法時宣佈其無效，我們認為，特區法院具有這種管轄權，而且在發現不符合基本法的情況下，的確有義務宣佈

其無效。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明白無誤地表達這一點。”判決引起了極大爭議，1999 年 2 月 26 日香港終審法院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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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的補充性判詞。承認：“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

本法》所規定的程序列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 
15 《香港駐軍法》第 29 條和《澳門駐軍法》第 29 條。 
16 有關本案的詳細情況，可參考黃江天：《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解釋研究》，香港：三聯書店，第 389-4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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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國性法律的概念 
	 
	全國性法律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特有的法律概念。《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規定了全國性法律的有關實施問題： 
	“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時，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 
	《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實際上指出了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兩種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在戰爭狀態或緊急狀態下由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 
	第一種全國性法律，也即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是指在平常情況下實行的全國性法律。這種全國性法律只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而且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徵詢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作出增減，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第二種全國性法律是指在非常情況下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包括戰爭狀態和緊急狀態兩種情況，由中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全國性法律不需要經過徵詢香港和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的程序。 
	那麼，甚麼是全國性法律？應當如何定義全國性法律？全國性法律的認定標誌是甚麼？一種意見認為，“在澳門基本法中規定的全國性法律是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即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律，這些法律適用於全國，全國人民都要遵守，所以澳門基本法稱全國性法律。” “全國性法律是指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或它的常設機關制定的法律，全國都必須遵守。”  
	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的概念等同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但是，從《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來看，其中包括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並不是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是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是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是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因此，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並不完全等同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全國性法律，指由國家有關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其中主要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  問題在於這裏所說的國家有關機關包括哪些？從《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裏的國家機關包括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外，還包括了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因此，1949年9月27日由第一屆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應當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1949年9月27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依據共同綱領，有權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頒佈法令，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1949年12月2日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1950年9月20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亦屬於行使立法權的範疇。所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雖然不是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但是卻屬於實質法律的範疇。 
	一種意見指出，“確定法律、法規是全國性的或者是地方性的，並不取決於它規定的內容，而是取決於它制定的機關，取決於它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還是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如果是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則是屬於全國性法律、法規，如果是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則是地方性的法規。”  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內容雖然規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但它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因而是全國性法律，中國地方組織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雖然規定地方各級政權機關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組織和職權，在內容上屬於地方性的事務，也仍然是全國性法律，反之，地方性法規由省級人大制定的，不屬於全國性法律。這種意見將全國性法律和法規界定為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和法規。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將全國性法律分為不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值得指出的，這兩種法律實際上的適用是不一樣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既適用於中國內地，也適用於港澳兩地，是真正的全國性法律，而不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適用於中國內地，如中國的刑法典和民法通則等，卻不適用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種適用於全國大部分，而小部分不適用的全國性法律，其適用範圍不是全國。這是兩種應當有所區別的全國性法律。 
	有一種意見將憲法亦列入在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範疇，儘管《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都沒有提到憲法，附件三也沒有將憲法列入。  這種意見意在強調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的法律效力，然而，憲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本質上的不同。全國性法律必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必須列入附件三，才能適用於特別行政區。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施和生效，則不需要經過這樣的程序。 
	還有一種意見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全國性法律的解釋也列入全國性法律的範疇。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律的解釋，其效力與法律本身相同，然而，法律解釋與法律本身畢竟是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國憲法》規定法律經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通過後，必需國家主席簽署方能公佈和生效，而法律解釋只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後，即可以公佈生效。因此，《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所提及的全國性法律，應當嚴格予以界定。 
	 
	 
	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增減情況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通過時，當時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香港基本法》開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同時刪去《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附：國徽圖案、說明、使用辦法)。1998年11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200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至此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共有12個法律。 
	1993年4月4日《澳門基本法》通過時，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澳門基本法》開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200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中央銀行財產司法強制措施豁免法》。 
	因此，比較《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三，在香港適用的全國性法律比在澳門特區適用的全國性法律多一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這是因為根據《澳門基本法》序言，澳門的行政區域僅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而不包括海域在內。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則包括陸地和海域兩個部分，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海的聲明》對於香港是有實質意義的，因此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但沒有必要列於《澳門基本法》附件三。 
	《香港基本法》第1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規定，“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現在，從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來看，這些法律涉及國都、紀年、國歌、國旗、國慶、國籍、國徽、國旗、外交特權與豁免、領事特權與豁免、領海及毗連區、專屬經濟特區和大陸架、駐軍等。這些法律是符合《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所指明的範圍的。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第1款都明確指出，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法律為基本法、香港和澳門原有法律和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那麼，為甚麼還要規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呢？《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都沒有規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的問題，為甚麼還要在基本法的結構上安排第三個附件，增加全國性法律的適用呢？ 
	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已經明確規定有關國防、外交等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應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或者與國防、外交有關，或者與保衛或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有關，或者規定必須由主權國家規定或決定的事項。  因此，有關這些方面的全國性法律必須適用在香港和澳門。 
	這些必要的全國性法律包括，第一，憲法中的有些規範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具體實施憲法這些規範的全國性法律應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應當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那麼，特別行政區怎樣使用國旗和國徽？就要適用國家的國旗和國徽法。第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直接要求適用全國性法律。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居民中誰是中國公民，誰是非中國公民，就必須適用中國的國籍法。第三，國家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行使國家主權而制定的有關法律，要適用特別行政區。如基本法規定外交事務屬於中央管理，那麼，中央人民政府在行使外交事務管理時制定的有關法律，特別行政區應該遵守。第四，特別行政區居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也要依法進行。如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將選舉自己的代表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麼，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辦法，就不能由特區立法，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  
	上述四種情況，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全國性法律不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制定，但需要在特別行政區適用。另一部分法律是國家專門為特別行政區制定，在特別行政區適用。  實際上，上述第四種情況即屬於第二部分法律，這一部分的法律恰恰不需要列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附件三，第四種情況下制定的選舉辦法並不屬於第18條所指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也就是說，所謂全國性法律，是指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效力應當適用於全國範圍內的法律。中國由於在香港和澳門實施“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明確規定除非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特別行政區實施。這體現了中央對在香港和澳門實行高度自治的尊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列於附件三者的全國性法律外，中國其他的一切全國性法律、行政法規及地方性法規等，均對澳門無法律約束力。  但是，不能認為除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外，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就不能在香港和澳門行使權力了。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本身就規定了中央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使的有關職權，如《澳門基本法》第20條規定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可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權力，第1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回立法會的法律使其無效，第21條規定全國人大確定澳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第143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144條規定全國人大修改基本法，等等，有關這些職權的行使及其作出的決定，就不需要將其列於附件三，即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法律效力。 
	 
	 
	三、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 
	 
	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與憲法的關係，一是與基本法的關係。《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國性法律低於憲法自然無疑。問題在於與基本法的關係。有一種擔心提出，如果這些在澳門生效的全國性法律一旦與基本法發生抵觸，應該怎樣處理？因為基本法並無這方面的規定。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  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全國性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問題。 
	一種意見認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1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因此，基本法是在香港和澳門除《中國憲法》外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的法律，在香港和澳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低於《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 
	這種意見是不對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大部分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但其中的國籍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中國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因此通常將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稱為基本法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稱為非基本法律或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的法律，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統稱法律，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這就是說基本法與其他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屬於同一位階，它們之間並無效力等級之分。 
	有一種意見認為，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衝突問題不會發生，因為全國性法律在列於附件三之前，已經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特區政府的意見，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決定，經過這樣一些程序，這些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的全國性法律如果裏面真有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地方，這些與基本法抵觸的條款一定會被審查出來，不會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因而也不會與基本法的實施發生衝突。  這種意見只是針對目前現實的情況而言的，在邏輯上並不能斷絕即使經過審查後的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與基本法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問題在於當這種情況出現時，誰來處理？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院在“無證兒童居留權”案裏宣佈自己有權審查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  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當然也包括了制定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行為，這種觀點實際上也即法院有權根據基本法審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這就混淆了《中國憲法》裏《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其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位階問題。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這裏的法律既包括《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也包括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且，《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與全國性法律處於同一位階，因此，當出現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和基本法發生衝突的時候，還會涉及到對它們的上位法憲法的解釋問題。《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因此，即使出現基本法與列於其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的衝突問題，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處理。當然，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處理決定有不適當的情形時，全國人大有權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不適當決定。香港和澳門內部的政權機關，包括法院，無權處理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能出現衝突的問題。 
	 
	 
	四、全國性法律的實施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分為兩種，一種是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一種是在緊急狀態下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第4款指出，當宣佈戰爭狀態或進入緊急狀態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這種實施通常是指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組織實施，而不必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而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已經由第2款明確訂明由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也就是說，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採取兩種辦法實施：一是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公佈，直接予以實施，第二，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在本地予以實施。 
	目前予以立法實施的法律主要有《國旗法》和《國徽法》。香港臨時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第2401章)，並在1997年7月1日開始實施。澳門立法會“午夜立法”通過了第5/1999號法律《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並在1999年12月20日開始實施。那麼，國旗法和國徽法為甚麼需要制定本地法律，予以立法實施呢？ 
	這是因為國旗法和國徽法裏涉及到一些內地特定的法律概念，如《國旗法》第19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國徽法》第13條規定，“在公眾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這裏涉及到的“公安機關”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是內地的法律概念，而且內地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本身就不適用在香港和澳門，因此需要轉化，通過本地立法予以實施。 
	 
	 
	五、全國性法律的解釋 
	 
	《中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因此，《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以及列於其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但是，《香港基本法》第158條和《澳門基本法》第143條又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基本法：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那麼，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是否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這裏可能存在着兩種理解。第一種理解是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這是因為基本法已經授權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既然有權解釋基本法，就應當有權解釋基本法附件三，而附件三已經明確了有哪些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因此，香港和澳門的法院既然有權解釋基本法，就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另一種理解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只是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但沒有授權香港法院和澳門法院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因為基本法的授權是這樣的，第一是授權法院自行解釋基本法內的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而列於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不屬於法院自行解釋的範圍。第二，基本法授權法院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以解釋。這裏的其他條款不包括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其他條款當然也包括附件三的內容，但是附件三的內容不等於全國性法律的具體條款，附件三只是解決哪些全國性法律要適用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問題。 
	《香港駐軍法》和《澳門駐軍法》則明確指出，駐軍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由於《中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駐軍法當然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而香港駐軍法和澳門駐軍法的這一規定，其立法意圖在於再次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駐軍法的憲制權力。1999年12月15日香港終審法院在其判決的國旗國徽案裏，有關香港法院是否可以解釋列於《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國旗法》和《國徽法》並沒有引起爭議，雙方爭議的焦點是香港立法會制定的《國旗及國徽條例》是否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即使採用第一種比較寬鬆的理解，認定法院有權解釋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18條已經明確指出，列入附件三的法律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依照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这些内容要麼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要麼涉及中央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係，因此比照《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第2款和《澳門基本法》第143條第2款規定，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不屬於法院自行解釋的範圍，而且，如果該解釋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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