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可考慮的議題
背景
4.01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
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
產生的目標。
立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由附
件二《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
序》規定。」

4.02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的《決定》
，在行政長官
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
選產生的辦法。故此，2016 年立法會選舉不會實行
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另外，自 2012 年新一
屆立法會開始，由地方選區選舉及功能界別選舉產生
的議員，均由 30 名增至 35 名。五個新增的功能界別
議席由過往在傳統功能界別以外的超過 320 萬名登
記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使立法會接近六成的
議席具有超過 300 萬名選民的基礎。

立法會的現行組成
4.03

根據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六次會議予以備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和表決程序修正案》
，2012 年第五屆立法會共 70 名議
員，功能團體和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席數目各為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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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按照《基本法》附件二
以及上述修正案的規定，就地方選區的劃界、分區直
接選舉（分區直選）的選舉方法，及功能界別的劃分、
其議席分配和選舉方法等訂出詳細規定。

4.05

分區直選方面，《立法會條例》規定地方選區數目為
五個。35 個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席大致上按選區的人口
比例分佈，詳情如下－
地方選區

議席數目

香港島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7
5
5
9
9

4.06

分區直選採用比例代表制下的名單投票制，並以最大
餘額方法計算選舉結果。候選人以名單形式參選，每
份名單的候選人人數最多可達有關選區所設的議席
數目。每名選民可投一票，支持一份參選名單。議席
按照各份名單獲得的票數分配。

4.07

功能界別選舉方面，35 個議席經由 29 個功能界別（詳
見 附件五 ）選出。在 29 個功能界別當中，區議會（第
二）功能界別選出 5 名立法會議員，勞工界功能界別
選出 3 名立法會議員，餘下 27 個功能界別各選出 1 名
議員。

4.08

在投票制度方面，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舉以整
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一選區，並採用比例代表制下
的名單投票制，和以最大餘額方法計算選舉結果。另
外有 4 個界別（即鄉議局功能界別、漁農界功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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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保險界功能界別及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選舉採
用按選擇次序淘汰投票制。其餘 24 個功能界別選舉
採用得票最多者當選投票制。
可考慮的議題
4.09

在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 年的《解
釋》和 2007 年的《決定》的前提下，立法會普選辦
法將會由 2017 年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
特區政府處理，在討論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時，
我們可考慮以下重點議題－
(一) 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和組成；
(二) 功能界別的組成和選民基礎；以及
(三) 分區直選的選區數目和每個選區的議席數目。

(一)

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和組成

4.10

在 2009 年 年 底 至 2010 年 初 第 三 屆 特 區 政 府 就
2012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公眾諮詢期間，大部分意
見支持把立法會議席數目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但亦
有意見認為維持議席數目於 60 席，或將議席數目增
至 80 席。其後，第三屆特區政府建議把 2012 年第五
屆立法會議席數目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並獲得通
過。立法會的組成有所擴大，民主成分亦有所增加。

4.11

就 2016 年第六屆立法會，我們是否應考慮維持立法
會議席數目於 70 席，不作重大修改，或可在符合《基
本法》的原則下（見上文 2.07 段），進一步增加立法
會的議席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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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4.13

如維持立法會的議席數目於 70 席不變 15－
(i)

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
例是否應維持不變？

(ii)

如作出調整，應調整至甚麼水平？ 16

如增加立法會的議席數目－
(i)

應增加至多少席？ 17

(ii)

應如何分配新增的議席？
(a)

應否維持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議席各佔半
數的比例，並將新增的議席平均分配？

(b)

如不維持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議席各佔半
數的比例，應將較多的新增議席分配給功
能團體（例如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或分區直選？18

15

最近有意見認為毋須於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增加議席。

16

最近有意見認為直選議席比例應調高至六成。另外有意見認為應在 2016 年
立法會選舉減少功能界別議席，或維持傳統功能界別議席為 30 席，其餘議
席全為直選產生。

17

最近有意見認為 2016 年立法會應增至 80 席，也有意見提議 90 席或
100 席。

18

最近有意見認為可將新增議席撥入直選和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也
有意見認為應將新增議席全數撥入直選議席。另外亦有意見認為應設立新
的「全港性選區」直選議席，以比例代表制產生，或以分區單議席單票制
產生，並取消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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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界別的組成和選民基礎

4.14

根據 2013 年正式登記冊的數字，目前 28 個傳統功能
界別共有約 238 000 名已登記選民，包括約 16 000 個
團體及約 222 000 名個別人士。

4.15

在 2009 年 年 底 至 2010 年 初 第 三 屆 特 區 政 府 就
2012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公眾諮詢時所收集到的
意見中，有較多意見認為應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
礎。至於應以何方式來擴闊選民基礎，大部分意見支
持透過增加有民意基礎的民選區議員在立法會內的
比例，來增強立法會選舉的代表性。此外，亦有意見
認為應增加新的功能界別，或把現時功能界別的「公
司／團體票」轉為「董事票」或「個人票」。其後，
第三屆特區政府建議五個新增的功能界別議席，由民
選區議員提名，然後由在傳統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的
登記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以提升立法會選舉的民
主成分。這項建議亦獲得通過。

4.16

就 2016 年第六屆立法會，我們可考慮是否擴闊功能
界別的選民基礎。 19

(三)

分區直選的選區數目和每個選區的議席數目

4.17

如上文第 4.05 段所述，現時共有五個地方選區，一共
選出 35 名議員。每個地方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不
得少於 5 名和多於 9 名。

19

最近有意見認為應廢除「公司票」，由該些公司的工作人員或管理人員代
替，亦有意見認為應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盡量涵蓋相關專業資格和
工作經驗的選民。另外，亦有意見認為可由相關業界提名候選人，交給全
港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也有意見認為可組合各功能界別
為數個較大功能界別，變相每名候選人需面對更多和背景更闊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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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不論 2016 年立法會地方選區議席數目會否增加，我
們可考慮－
(i)

應否調整目前地方選區數目？20

(ii)

應否調整地方選區議席的上下限？

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
4.19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採取下列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
半數票，即為通過。
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
正案均須分別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分區直
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
議員各過半數通過。」

4.20

在 1990 年 3 月 28 日舉行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向人大提交《基本法》
草案及有關文件時，就《基本法》附件二有關立法會
表決程序的規定作出以下說明：
「附件二還規定，立法會對政府提出的法案和議員個
人提出的法案、議案採取不同的表決程序。政府提出
的法案獲出席會議的議員過半數票即為通過；議員個
人提出的法案、議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須分別獲

20

最近有意見認為應增加地方選區數目至 6 至 9 個，並透過重組選區令各區
議席分佈更平均。亦有意見認為部分議席可採用較小的選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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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和分區直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
舉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的議員的各過半數票，方為
通過。這樣規定，有利於兼顧各階層的利益，同時又
不至於使政府的法案陷入無休止的爭論，有利於政府
施政的高效率。」
4.21

根據 2004 年及 200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2008 年及 201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及第五屆立
法會的選舉，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功
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
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部議員實行普選前的適當
時候，行政長官須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 2004 年的《解釋》
，就立法會產生辦法的
修改問題以及立法會表決程序是否相應作出修改的
問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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