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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文延續我們研究香港功能界別的工作。功能界別乃香港政治體制的一項重要特色，自

2004 年起，我們廣泛研究這課題。經我們的研究後，圍繞著產生立法會功能界別議員

的選舉制度問題、功能界別立法會議員的表現、他們個人和功能界別對香港發展的影響

這些課題已變得愈來愈清晰。香港今天面對的挑戰是，當政治體制繼續邁向全民普選

時，如何處理功能界別。 
 
本文的結論是，相比起問題叢生的功能界別，若香港政黨能發展，可以確保各種各樣的

政見和意識形態上的分歧仍然得以於立法機關內得到反映。這結論指出我們需要找出實

行功能界別制度以外的解決方法。在這方面，思匯政策研究所最近也出版了一份有關兩

院制的報告，指出兩院制可能是處理功能界別問題的一個選擇。 
 
我們很高興讓兩名年輕的研究員有機會就功能界別這個課題進行研究。溫富錦與劉與順

花了很多時間閱讀和跟進他們選擇的兩個個案，作為檢視功能界別如何在今屆立法會

（即 2004至 2008 年）的上半部分（即 2004至 2006 年）的運作。我們感激他們努力

完成這項研究。這項研究是由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資助，並且由葉溵

溵小姐負責統籌。我們也感謝文瑞麟先生負責把文章翻譯成中文，以及李參元為本文設

計封面。  
 
 
 
陸恭蕙  
思匯政策研究所  
2006 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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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4 年，香港殖民地政府透過發表綠皮書，檢討香港未來代議政府的發展路向。1當時，殖民

地政府否決直接選舉的可能性，因為生怕會出現費時和容易被操控的對抗性政治，在重要時刻

增添不穩定的因素。2 作為一個以其資本主義而著名的城市來說，政府的精英懼怕直接選舉會

帶來民粹的福利主義制度，導致沉重的稅項和一個臃腫和開支不菲的官僚架構。  
 
為了代替全民普選，政府提出了「均衡參與」的概念，結果是香港的立法機關同時實行地區直

選和功能界別兩種代表制度。政府推行此制度的理據是基於一個假設，即香港的最佳利益不僅

有賴照顧社會上的普羅大眾，亦同時要讓社會上的其他界別有選舉權。功能界別將保障其他界

別的利益，特別是商界和專業團體的利益。香港的精英分子相信保障這些利益對保持香港的經

濟蓬勃展至為重要。政府也強調，憑著功能界別的專門知識，功能界別可以協助政府的政策制

訂過程，這種好處可能是一個由普選產生的政府所沒有的。政府承諾港人，否決一個由直接選

舉產生的政府，香港將享有穩定和繁榮。  
 
但事實是，那只是有大約二十萬名選民的功能界別選舉，可以像三百萬註冊選民一般選出同樣

數量的立法機關代表，這現象實在難以解釋。再且，一些選民實際上是法團，令控制這些法團

的人對立法會選舉有不相稱的影響。3研究顯示功能界別經常在犧牲或忽略公眾的利益，以維

護他們本身業界的狹隘利益。4整體來看，在沒有涉及特別業界利益的情況下，功能界別的議

員傾向投票支持政府，這令人關注到或者功能界別議員普遍都是支持政府的，因為若他們和擁

有行政權力的人保持良好關係，對他們本身業界將會更為有利。5 
 
儘管有這些及其他令人關注的地方，但新近的調查顯示，公眾對功能界別的選舉制度仍有相當

多的支持。6 支持功能界別選舉制度的人認為功能界別的立法會議員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

能把本身的專業技能帶入複雜的辯論中。還有，他們能反映本身業界的訴求，否則他們的聲音

便會被民粹主義者的要求所掩蓋。另外，透過代表少數但重要團體的利益（像商界對社會及經

濟的健康至為重要），功能界別能對香港的政治作出均衡參與的貢獻。7功能界別議員擁有專

門知識，這仍然是保留這自 1985 年便出現的功能界別選舉制度的核心理由。8在這方面，功

能界別的立法會議員黃定光在 2005 年 3月清楚地說明︰  
 

                                            
1 香港政府，《綠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印務局，1984 年，第 13頁。當中所談及的重要時刻
是指當時就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而正在進行的中英談判。 
2 同上。 
3 舉例來說，研究顯示和記黃埔可以控制最多三十七張選票。請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附

錄十三。 
4 Leo F. Goodstadt，Business friendly and politically convenient – the historical rol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請參

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二章。 
5 Jake van der Kamp and Carine Lai，Non-positive interventionism: How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distort free market，請
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九章。 
6 Michael E. DeGolyer，Comparative profiles and attitudes of FC voters versus GC voters in the 2004 LegCo campaign，
請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年，第六章，第184頁。 
7 在2002年，中國副外長錢其琛說：｢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選舉模式，可以有效保證各界人

士都能平衡參與政治生活。｣，請參考：Chinese vice-premier warns against democratic elections in Hong Kong，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 Political，2002年6月26日。最初在南華早報 （Business Post supplement）刋出，2002年6
月26日。 
8 請參考：1984 年綠皮書 （註腳 1）及香港政府，《1987 年代議政制發展檢討綠皮書》，1987 年，政府印務局，

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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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有不同階層市民，層面複雜。當政府推出新政策時必然牽涉到不同人士利

益，不一定可取得各方支持，除了分區直選議員代表普羅大眾在議會上發表意見爭

取利益外，工商和專業的功能界別的議員，也可以從另一角度提出較深層次的技術

問題和更專業意見，讓大家能就問題廣泛地深入討論，平衡各方利益，使社會不同

層面都有所發展而不被阻礙，達致皆大歡喜。」9 
 
此外，功能界別不僅被視為能提供專門的知識，而且他們還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守護者。功能界

別被視為是會對資本主義有利。10 所以，社會上有些界別是不願意用直接選舉的立法機關來取

代功能界別的選舉制度，他們懼怕一個沒有功能界別議員的立法機關會可能變得對商界訴求不

聞不問。在 2004 年，人大常委決定 2008 年立法會選舉仍然會保留功能界別的選舉時說︰

「若果工商界的利益失去他們的憲法保障，這最終會威脅香港的經濟發展。」11 
 
因此，支持保留功能界別的核心原因，在於若果功能界別選舉被廢除後，立法會的辯論和決定

會變得不明確和惹人擔心。如果香港要達致《基本法》訂明立法會所有議員最終由全民普選產

生這目標，香港便需要處理和消除這種憂慮。12 
 
就是在這些爭議的背景下，本文將探討功能界別選舉及其產生的立法會議員。我們採用不同的

角度和研究公具（包括數量化測量和個案研究）來檢視支持與反對功能界別制度的主要論點。

最後，這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在以下三個範疇得出結果︰  
 

（1）立法會功能界別議員的數量化表現和行為； 
（2）功能界別現時是否能像原先設計一樣有效地提供專門知識； 
（3）廢除功能界別選舉制度可能會引致的後果，特別是立法會能否達致均衡參與和政黨

取替功能界別的前景。 
 

 
2. 研究結構 
這研究首先概述圍繞功能界別的爭議，並把現時已有的研究作出一個撮要。我們的報告以四部

份來陳述我們的研究結果。 
 
第一部份根據立法會在 2004 年至 2006 年間（現屆立法會一半的時間）的紀錄，概述各種參

與形式的量度。另外，我們發展一個｢參與指數｣，該指數集合我們各個用來評估參與的指標

（見附件一），並編成一個立法會議員參與程度排行表。  
 
第二部份評估功能界別選舉制度在 1985 年的主要原因，即功能界別會把專門知識帶入立法機

關內，是否在 2004 至 2006 年立法會會期仍然真確。這項分析是透過研究立法會審議《2005
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這個案而作出的。這條例草案是得到醫學界和衞生服

務界的功能界別所支持，而飲食界和其他與商界友好的界別則反對。 
 
第三部份會講述添馬艦發展工程的個案研究，當中功能界別議員會傾向跟隨政黨而不是本身界

別利益而行事。藉著這個例子，我們檢查若功能界別被廢除後，政黨能否擔當反映不同觀點和

界別利益的角色。 
 
最後，第四部份整合和提出我們的研究成果和結論。 

                                            
9請參考：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5 年 3月 9日，第 3483頁。 
10請參考：Michael E. DeGolyer （2006），第 180至 185頁。 
11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以求真務實的精神去探求香港政制發展正確之路｣，南華早報，2004年4月29
日，第A4頁。 
12請參考：基本法第 6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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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景 

為了介紹香港的功能界別選舉制度，這部份會簡略總結現時對功能界別已有的研究結果，並且

評估一部份這些結果是否仍然能準確描述 2004至 2006 年間的立法會。13 
 
（a） 功能界別選舉制度 

- 半數立法會議員是透過功能界別選舉制度選出來。這制度把投票權給予一個很少百份

比的成年人口，其準則是這些人士是一些認可的社會、經濟、工業、商業、政治、諮

詢或專業組織或界別的會員或登記人士。這制度容許法團和非法團組織，與個人同時

擁有投票權。功能界別制度與地區直選的制度並行，目前立法會的一半議席是透過地

區直選選舉出來的。14 
 
（b） 功能界別的歷史演變 

- 功能界別是由殖民地政府在 1985 年確立的，蓋因北京將不可能接受在 1997 年後中國

管治下的香港有一個民主的政治體制。雖然如此，英國和中國達成的一項協議，容許

香港在 1997 年前可以進行立法會的選舉，由於保持穩定和繁榮是最重要的事情，解決

的辦法便是立法機關的選舉制度會令那類原先會被殖民地政府委任入立法機關的人

士，可以遁選舉進入立法機關。殖民地政府一向以來都是從商界和專業團體中，委任

其精英進入立法機關，而功能界別的選舉制度是被設計成確保同類的人士能擁有一半

立法機關的議席。15 
 
- 功能界別的出現，是因為在 1985 年這是一種政治權宜之計。當時功能界別被推銷為一

項有利於商界的措施，有助保證在 1997 年之前及之後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功能界

別的代表會保障商界和專業精英的利益，也會把那些在一個由普選產生的政府裏所沒

有的專門知識帶進政治辯論中。16 
 

（c） 功能界別議員的表現和行為 
- 功能界別議員把他們本身業界的直接利益放在第一位。當並不涉及其業界利益時，那

些有政黨背景的議員會根據黨的路線去投票。當問題並不和他們本身業界利益衝突

時，他們會傾向支持政府。17 
 
- 功能界別議員普遍較地區直選議員的參與程度少。18然而，當涉及業界利益時，他們會

有較大的參與。19 
 

- 專業人士和商界主導了功能界別。功能界別議員傾向游說政府在有利於其業界利益的

情況下更多干預經濟。20 

                                            
13 我們對功能界別的理解基本上是根據：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年。這書是對功能界別及其選舉方法最全面
和近期的解釋。 
14 Simon N.M. Young and Anthony Law ，Privileged to vote: Inequalities and anomalies of the FC system，請參考：陸恭

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年。第三章，第59-109頁。 
15 陸恭蕙 （2006），第 19-20頁。 
16請參考：Leo F. Goodstadt （2006），第 41-57頁。 
17 同上。 
18請參考：新力量網絡，Review of the Performance of Legislative Councilors 2004-2005，2005年11月，網址：
www.synergynet.org.hk/governance%20report/LegCo%202005%20English%20Version.PDF    
19 Rowena Y. F. Kwok 和 Chow Chiu Tak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olicy making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functional 
representatives （1998-2004），請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七章，第 199-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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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對功能界別制度的一些批評 
 功能界別選舉制度是非常不公平：相比起一名分區直選的投票人士來說，每一名功能界別投

票人士的投票權是比起前者大 16倍。21 
 

- 在不同功能界別中，各個界別的選民基礎有很大的差異。另外，在認可不同行業及如

何把各個行業放在不同的功能界別這些問題上，也出現了前後矛盾的情況。22正如一名

學者說： 
 

「．．．一些關乎合法性和難以解答的問題，如為什麼中醫並不包括在醫

學界別裏，又或者法官應否包括入法律界別，又或者臨床心理學家應否有

權在社會福利界別投票。界別的分類亦導致出現一個更加難以解答的問

題。為什麼地產和建造兩個行業會被編在同一界別，又為什麼出版行業會

和體育界組成一個功能界別？還有法團票容易被人操控這問題已是長期為

人所詬病。當一名個人可以在多過一個功能界別投票時，他只可選擇一個

界別去投票。但很有可能一名個人可以透過他控制的多張法團票在不同的

功能界別中投票。」23 
 

- 由於功能界別的立法會議員是來自特定商界、職業、專業或利益的個人或法團，這制

度鼓勵這些立法會議員去推銷他們的既得利益，而不是代表整個社會去說話。這會加

深社會衝突，蓋因這些功能界別議員有時會把本身界別的利益置於公眾利益之上。 24 
 
- 當功能界別的設計是為了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度的時候，功能界別實際上並不推動資

本主義和自由市場。反之，功能界別議員經常以使用公帑去津貼某些經濟行業和活動

的形式去推動「企業福利」。25  
 

- 現時實施的功能界別制度是違反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該公約是被併入基本

法之內，並訂明「一人一票」的原則。26 

                                                                                                                                        
20 Tony Latter，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to economic policy in Hong Kong，2000-2004，請參

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八章，第 265-282頁。 
21請參考：Michael E. DeGolyer （2006）， 第 157-158頁。 
22 N. M. Simon 和 Anthony Law，Privileged to vote: Inequalities and anomalies of the FC system，請參考：陸恭蕙及思

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
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三章，第 60-109頁。   
23請參考：陳文敏（2005），Recent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陳文敏和 Lison Harris （主編），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s，Hong Kong Law Journal， 第 65 頁。 
24請參考：Jake van der Kamp 和 Carine Lai （2006），第 283-309 頁。 
25 同上。 
26 李志喜和 Nigel Kat，The legal status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請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

五章，第 143-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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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4. 數量化表現 

（a） 量度參與程度 

這部份會講述每名立法會議員在 2004-2005 年和 2005-2006 年立法會會期之間，在一些主要

活動的參與紀錄的數量化分析。27 我們檢視的活動如下： 
 

(a) 提出質詢； 
(b) 提出議案辯論和修訂； 
(c) 出席立法會會議； 
(d) 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 
(e) 出席事務委員會會議。 

 
我們依據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來獲得我們檢視每項立法會活動的參與數據。28 我們然後為
每一項活動編成圖表，把功能界別議員和地區直選議員的參與比率排列出來。跟著把這些排名

作出比較，以決定立法會議員某些特定表現傾向和行為模式。 
 
把每名立法會議員的所有數據加起來後，我們亦為每一項活動計算出一個累積平均數

（Cumulative Index），我們然後用來製作一個｢參與指數｣（Particpation Index）和為立法會

議員參與程度作出排名。這累積平均數再提供一個比較標準去評估功能界別議員和地區直選議

員的參與程度。在附件一會裏解釋訂定參與指數的方法。 
 
上述的活動並不包括一名立法會議員的每一項責任，但它們已包含了大部份立法會的活動。整

體上，這些活動提供了立法會議員籠統表現的數量化狀況。  

（b） 整體表現 
為了量度整體的參與程度，我們發展出一個參與指數，這指數是包括在這項研究中被量度的所

有立法會參與形式。   
 

圖表 1：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的平均參與指數 

2004-2005 
功能組別平均數 257.22 
分區直選平均數 311.63 
整體平均數 284.43  

2005-2006 
功能組別平均數 309.75 
分區直選平均數 332.78 
整體平均數 321.27  

 
在 2004-2005 年和 2005-2006 年的立法會會期，功能界別議員所作出的活動平均比地區直選

議員少 12個百分點。 
 
地區直選議員顯示出他們對某些立法會事務更加熱心（如在立法會內提出質詢和議案辯論）。

功能界別議員則顯得對事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的工作更感興趣，他們在這些地方的參與比率

是相對地較高。但功能界別議員在這方面的參與，仍然不足以彌補他們在其他項目相對地較少

的參與和整體的參與程度。詳細的量度會在下文概述。 

                                            
27立法會主席范徐麗泰並不參與很多我們檢視的活動。所以我們不會把她的參與程度排名，而她的分數也不會被包

括在計算地區直選議員的平均數之內。地區直選議員馬力在我們所研究的時段中患上重病，並不能參與很多立法會

的活動。但我們仍然把他的參與程度排名和計算在平均數中。 
28 正式立法年度是由十月至下年七月，但在九月仍然可以有委員會會議。在這部份的分析是使用 2006 年 8月時的
數據。立法會在之後公佈的數據有可能會令這部份的測量會有輕微的改變。然而，之後的數據不大可能改變我們對

立法會兩年立法會會期的研究所得出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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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質詢 
立法會議員可以在逢星期三的立法會全體會議上提出質詢，令政府就具體問題或事件及政府政

策提供資料，讓議員可以監察政府施政的成效。29這些質詢反映出議員對社會福祉和有效管治

的關注。每次會議可提出的質詢不得多於二十項，但不包括獲立法會主席批准就急切事項提出

的質詢。議員把他們的質詢呈交給立法會秘書處，然後再轉送到政府官員手中。質詢是以｢先

到先得｣的方式來回應。 
  
圖表 2：每名立法會議員的平均質詢次數 

2004-2005 
功能組別平均數 8.27 
分區直選平均數 12.52 
整體平均數 10.36  

2005-2006 
功能組別平均數 8.17 
分區直選平均數 12.14 
整體平均數 10.12  

 
在 2004-2005 及 2005-2006 的立法會會期，功能界別議員提出質詢的次數平均比地區直選的

議員少 33個百分點。 
 
圖表 3：五名最多和最少提出質詢次數的議員 

最多的五名功能組別議員 
何鍾泰 工程界 49 
單仲偕 資訊科技界 40 
郭家麒 醫學界 38 
張超雄 社會福利界 36 
楊孝華 旅遊界 36  

最多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劉江華 新界東 56 
劉慧卿 新界東 55 
馮檢基 九龍西 48 
蔡素玉 香港島 47 
陳偉業 新界西 47  

 
最少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呂明華 工業界<第二> 5
梁君彥 工業界<第一> 4
梁劉柔芬 紡織及製衣界 4

霍震霆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 2
黃宜弘 商界<第二> 0 

 
最少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鄭經翰 九龍東 13 
梁國雄 新界東 11 
周梁淑怡 新界西 11 
陳鑑林 九龍東 10 
劉千石 九龍西 7  

 

（d） 議案辯論和修訂 
在逢星期三的立法會全體會議上，議員可以提出議案辯論和修訂議案，議員可以就公眾關注的

事項表達意見，或籲請政府採取某些措施。雖然議案辯論不具立法效力，但它有其政治意義，

顯示出立法會議員和政黨所關注的議程。議員可以提出辯論任何議案，並且可以提出修訂其他

議員的議案。一般來說，逢星期三的立法會全體會議上都有兩項議案辯論。 
 
 
圖表 4：每名立法會議員提出議案辯論和修訂的平均次數 

2004-2005 
功能組別平均數 2.30 
分區直選平均數 3.55 
整體平均數 2.92  

2005-2006 
功能組別平均數 2.27 
分區直選平均數 3.17 
整體平均數 2.71  

 

                                            
29請參考立法會網站：http://www.legco.gov.hk/english/index.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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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2005 及 2005-2006 的立法會會期，功能界別議員提出議案辯論和修訂的次數平均比

地區直選的議員少 32個百分點。 
 
圖表 5：五名最多和最少提出議案辯論和修訂次數的議員 

最多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王國興 勞工界 14 
梁劉柔芬 紡織及製衣界 13 
單仲偕 資訊科技界 11 
張超雄 社會福利界 10 
張宇人 飲食界 9  

最多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鄭家富 新界東 17 
李永達 新界西 14 
梁家傑 九龍東 12 
鄭經翰 九龍東 11 
陳婉嫻 九龍東 10  

 
最少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劉皇發 區議會 0
詹培忠 金融服務界 0
呂明華 工業界<第二> 0
石禮謙 地產及建造界 0

霍震霆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 0 

 
最少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陳偉業 新界東 3
余若薇 香港島 2
劉千石 九龍西 2
梁國雄 新界東 2
曾鈺成 九龍西 1 

 

（e） 立法會會議出席率 
立法會全體會議一般逢星期三在立法會大樓內的會議廰舉行。會議是向公眾開放的。會議事務

包括提出質詢、提交文件、報告以及陳述、通過附屬法例30、辯論和通過條例草案、和辯論議

案。行政長官在每年的立法會會期開始時會到立法會發表他的施政報告，以及每年有幾次在立

法會全體會議上直接回答議員的質詢。財政司司長會在每年的三月在立法會全體會議上發表政

府每度的財政預算案。其他政府官員則會定時出席會議，以回答議員的質詢、提交政府報告、

宣佈重要聲明、提交政府條例草案和就議案辯論作出回應。31 
 
圖表 6：每明立法會議員出席立法會會議的平均數 

2004-2005 
功能組別平均數 34.97 
分區直選平均數 35.73 
整體平均數 35.35  

2005-2006  
功能組別平均數 37.30 
分區直選平均數 36.67 
整體平均數 36.98 

 
在 2004-2005 及 2005-2006 的立法會會期，功能界別議員和地區直選的議員的出席率是差不

多相同。但我們要注意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並不顯示議員在每次會議中的逗留時間。 
 
圖表 7：五名最多和最少出席立法會會議的議員 

最多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張文光 教育界 77 
詹培忠 金融服務界 76 
張超雄 社會福利界 76 
譚香文 會計界 75 
林偉強 鄉議局 75  

最多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鄭經翰 九龍東 77 
李永達 新界西 76 
陳鑑林 九龍東 75 
陳婉嫻 九龍東 75 
涂謹申 九龍西 75  

                                            
30附屬法例是指根據或憑藉任何條例訂立並具有立法效力的文告、規則、規例、命令、決議、公告、法院規則、附

例或其他文書。 
31 請參考立法會網站：http://www.legco.gov.hk/english/index.htm。  



過去和將來支持功能界別的理由– 
透過立法會議員在 2004-2006 年間表現的分析 

 

 8

 
最少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石禮謙 地產及建造界 69
李國寶 金融界 67
黃容根 漁農界 66
梁劉柔芬 紡織及製衣界 66

霍震霆 
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 57 

 
最少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劉慧卿 新界東 71
李柱銘 香港島 70
馬力 香港島 68
曾鈺成 九龍西 68
劉千石 九龍西 59 

 

（f） 法案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立法會特別為審議條例草案而成立法案委員會。所有的立法會議員，除了立法會主席外，可以

參加任何的法案委員會。當一個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一條條例草案後，它會把它的意見向內務

委員會匯報，32內務委員會然後會安排把條例草案放在一個星期三的立法會全體會議上，讓所

有議員辯論和就該條例草案投票。 
 
圖表 8：每名議員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的平均數 

2004-2005 
功能組別平均數 11.80 
分區直選平均數 11.07 
整體平均數 11.44  

2005-2006 
功能組別平均數 30.93 
分區直選平均數 23.93 
整體平均數 27.49  

 
在 2004-2005 及 2005-2006 的立法會會期，功能界別議員出席法案委員會的次數平均比地區

直選的議員多出 22個百分點。 
 
圖表 9：五名最多和最少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的議員 
最多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黃定光 進出口界 87
梁君彥 工業界<第一> 83
單仲偕 資訊科技界 79
林健鋒 商界<第一> 74
吳靄儀 法律界 73 

最多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余若薇 香港島 117 
湯家驊 新界東 91 
陳鑑林 九龍東 77 
劉慧卿 新界東 64 
李國英 新界東 59  

 
最少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李國寶 金融界 16

梁劉柔芬 
紡織及製衣

界 16
張文光 教育界 15
張超雄 社會福利界 12
劉皇發 區議會 3  

 
最少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梁國雄 新界東 12 
馬力 香港島 8 
馮檢基 九龍西 2 
劉千石 九龍西 0 
梁耀忠 新界西 0  

 

（g） 事務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事務委員會是一些常設委員會，立法會議員會於事務委員會慎重考慮與特定政策領域相關的問

題，以及監察相關政府政策局和部門的表現。立法會議員是自由地參加任何數量的事務委員

會，目前有 18 個這樣的事務委員會。除了考慮公眾關心的問題外，這些事務委員會會從政策

                                            
32 內務委員會是由全部立法會議員所組成，並每星期開一次會議討論立法會的內部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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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署級部門收到就重要政策和行政事項所作的簡報和報告。委員會並會就主要的立法或財政

建議發表意見。33 
 
圖表 10：每名立法會議員出席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平均數 

2004-2005 
功能組別平均數 62.73 
分區直選平均數 66.55 
整體平均數 64.61  

2005-2006 
功能組別平均數 53.57 
分區直選平均數 56.76 
整體平均數 55.14  

 
在 2004-2005 及 2005-2006 的立法會會期，功能界別議員出席事務委員會的次數平均比地區

直選的議員多出 6個百分點。 
 
圖表 11：五名最多和最少出席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議員 
最多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張宇人 飲食界 164

劉秀成 
建築測量及都市

規劃界 156
石禮謙 地產及建造界 156
林健鋒 商界<第一> 155
梁君彥 工業界<第一> 154 

最多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劉慧卿 新界東 179
涂謹申 九龍西 168
何俊仁 新界西 167
陳偉業 新界西 158
鄭家富 新界東 155 

最少的五名功能界別議員 

霍震霆 
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 73
李國麟 衞生服務界 67
劉皇發 區議會 55
黃宜弘 商界<第二> 49
李國寶 金融界 43 

最少的五名地區直選議員 
馮檢基 九龍西 90 
湯家驊 新界東 86 
李柱銘 香港島 75 
劉千石 九龍西 72 
馬力 香港島 39  

                                            
33請參考：Rowena Y. F. Kwok 及 Chow Chiu Tak （2006）， 第 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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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個人表現 
以下的排名包含所有以上描述活動的個人分數，並把它們結合起來成為一個指標。我們也在

這部分複印一個過往根據 2000-2004 年間資料進行研究時得出來的排名表。透過比較這兩個

排名表，議員的長期表現便可一目了然。 
 
圖表 12：功能界別議員參與程度排行表 

2004-2006 2000-200434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排名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排名 

單仲偕 資訊科技界 1 單仲偕 資訊科技界 1

王國興 勞工界 2 劉健儀 航運交通界 2

楊孝華 旅遊界 3 葉國謙 區議會 3

何鍾泰 工程界 4 楊孝華 旅遊界 4

郭家麒 醫學界 5 羅志光 社會福利界 5

劉健儀 航運交通界 6 吳靄儀 法律界 6

張超雄 社會福利界 7 麥國風 衞生服務界 7

梁君彥 工業界<第一> 8 田北俊 商界<第一> 8

黃定光 進出口界 9 勞永樂 醫學界 9

林健鋒 商界<第一> 10 陳國強 勞工界<第一> 10

譚香文 會計界 11 張宇人 飲食界 11

張宇人 飲食界 12 何鍾泰 工程界 12

方剛 批發及零售界 13 胡經昌 金融服務界 13

劉秀成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界 14 張文光 教育界 14

石禮謙 地產及建造界 15 周梁淑怡 批發及零售界 15

李鳳英 勞工界 16 石禮謙 地產及建造界 16

梁劉柔芬 紡織及製衣界 17 李鳳英 勞工界<第二> 17

張文光 教育界 18 劉炳章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界 18

鄺志堅 勞工界 19 丁午壽 工業界<第一> 19

吳靄儀 法律界 20 梁富華 勞工界 20

李國麟 衞生服務界 21 李家祥 會計界 21

陳智思 保險界 22 許長青 進出口界 22

黃容根 漁農界 23 呂明華 工業界<第二> 23

呂明華 工業界<第二> 24 黃容根 漁農界 24

詹培忠 金融服務界 25 梁劉柔芬 紡織及製衣界 25

林偉強 鄉議局 26 陳智思 保險界 26

李國寶 金融界 27 霍震霆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27

黃宜弘 商界<第二> 28 劉皇發 鄉議局 28

劉皇發 區議會 29 黃宜弘 商界<第二> 29

霍震霆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30 李國寶 金融界 30

 

                                            
34請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附錄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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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綜合的功能界別議員參與程度被分拆成個別議員的時候，一些被視為對立法會工作很重

要、擁有專門知識的功能界別議員，他們的參與程度是顯著地疏落。批發及零售界（方

剛）、金融界（李國寶）、商界<一>（林健鋒）和商界<二>（黃宜弘）遠遠落後於最活躍的

功能界別議員。事實上，在 2000-2004 和 2004-2006 這兩段時期，商界<二>和金融界的功能

界別議員是五名最不活躍的功能界別議員之一。 

 
圖表 13：功能界別議員和地區直選議員參與指數排行表 

參與排行榜 2004-2006 

立法會議員 議席 參與指數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沒有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951.94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912.61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906.53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832.18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828.93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801.99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800.41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782.72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782.24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776.80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763.60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762.21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761.80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761.35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734.22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708.60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92.60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81.71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679.86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74.43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664.72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662.57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58.95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655.30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43.36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33.96 
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631.66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31.35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626.33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608.61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08.33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594.28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93.00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劃界 588.85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88.16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584.62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76.46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571.55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555.16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552.16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550.67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550.47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5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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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527.26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518.67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497.16 
馬力

35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63.35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442.36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436.30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423.99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22.34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91.15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390.68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377.09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292.37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284.88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58.17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257.98 

霍震霆 功能組別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248.56 
 

（i） 結論 
綜合所有數據，就所有受檢視的立法會活動而言，功能界別的立法會議員的活躍程度是比地

區直選的議員少 12個百分點。一些額外的模式出現在這些數量化的量度中： 
 

功能界別議員主要代表他們的業界︰我們的量度顯示地區直選的議員在立法會會議活

動這範疇更加活躍 （ 即提出質詢、提出議案辯論和修訂），而功能界別的議員則在法

案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中更加活躍。尤其當法案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處理一些直接關

係到他們代表業界的問題時，功能界別議員會傾向更積極地參與。另一方面，地區直

選議員參與更廣泛的事務，這因此可解釋他們有較高的整體參與程度。這些模式確認

過往的研究，斷定功能界別議員的參與程度主要是受其業界利益所推動。36如果涉及

業界利益，功能界別議員的參與程度便會較高，若沒有涉及業界利益，他們的參與程

度便大大減少。   
 
一些功能界別出現低的參與程度︰經常被視為與香港經濟息息相關的行業如商業、金

融服務和房地產，代表這些業界的功能界別議員在立法會內是頗為不活躍。   

 
一些界別長期出現低的參與程度︰某些功能界別的立法會議員，如霍震霆（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黃宜弘（商界） 和李國寶（金融界），長期在立法會各項活動中都

出現低的參與程度。過往針對先前立法會時段的研究都得出類似的結果。37 
 
參與程度取決於議員︰透過比較不同時段的立法會，可以發現參與程度的變化是視乎

在任的議員，而不是視乎某個功能界別。換句話說，有較活躍或較不活躍的立法會議

員，但是活躍程度不能歸因於功能界別。事實上，大多數在兩次研究中都在任的議

員，在兩個立法會時段都有相似的排名。同時，所有在兩個立法會時段中排名上升或

下滑超過十名位罝的功能界別，它們在這兩個時段內都有一名不同的代表。  
 

這些分柝結果令人關注到功能界別的立法會議員是否有足夠能力去完全履行他或她的立法會

職責。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的議員在各項問題（無論問題是否和業界相關）上進行辯論和投

                                            
35 請參考：註腳 27。 
36請參考：Rowena Y. F. Kwok 和 Chow Chiu Tak （2006）。 
37 請參考： 2004至 2006 年和 2000 年至 2004 年的排行表，第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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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然而，若代表功能界別的議員長期地比由地區直選產生出來的議員不活躍，這便需要問

以界別為基礎的制度是否有缺陷，令產生出來的立法會議員在履行他們的立法會職責時是較

不活躍。  
 
假定每名功能界別的議員代表一種香港社會的重要原素，但某些功能界別議員在審議和辯論

公共政策時長期缺乏參與，我們必須問這會否令支持功能界別的理據變得不再可信。充其

量，或者可以說功能界別議員現時的參與程度，容許他們就其專門範疇的政治活動作出貢

獻，而這樣是對他們的業界和整個社會有利的。從壞處想，也可以說低的功能界別參與程度

反映出功能界別的一項基本特性，即功能界別的代表本質上是對業界利益更感興趣，若果業

界利益和公眾利益不儘相同的話，他們會把業界利益置於公眾利益之上。無論如何，由於功

能界別議員（無論個人或把所有功能界別議員視為一體）在立法會內不足的參與，功能界別

的議員像地區直選議員一樣地批判政策制訂這種說法是無確實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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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5. 專門知識 
（a） 支持功能界別的基本理由 

「…而這個不成文的方法，是立法局獲得大量專門知識和專
家寶貴意見的途徑。本綠皮書建議實行適當的措施，使按社

會功能劃分的每個選民組別，都能推選出一個或多個代表，

出任立法局議員，因而使目前這個並無明文規定的甄選方

法，發展成一個更正式及更可提高議員代表性的方法。」

（加上強調） 
1984年綠皮書38 

 
在 1985 年實施功能界別選舉制度前，殖民地政府奉行一種做法，把各個經濟和專業範疇中的

領導人物委任為立法局、行政局和各個諮詢委員會的非官方成員。因此，商界和專業精英也

成為香港的政治精英。39 功能界別選舉制度是根據 1984 年簽署的《中英聯合聲明》作為框架

而發展出來和實行的。這制度被視為一個整體的計劃，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最後十二年間在香

港發展出一個代議政制，尤其是在立法機關內。這發展是得到北京的支持，認為功能界別選

舉制度在當時對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是非常重要的。  
 
原先支持功能界別選舉制度的理由是該制度能把某些專家的知識和專門技能帶入立法機關

內，並且能夠達致均衡參與這目的。40此外，功能界別代表商界和專業精英的利益，他們是香

港繁榮的關鍵，他們的專門知識會對決策作出貢獻。從那時起，專門知識和技能這概念經常

被引用為保持功能界別選舉制度的理由。41    
 
這部分試圖確定功能界別是否仍然能有把專門知識和有價值的專門技能帶入立法會內這功

能，以及如果有的話，確切地理解他們提供哪種知識和專門技能。在一個層面上，我們探索

不同功能界別議員、地區直選議員和其他關注團體對「專門知識」的表達方式。在另一個層

面上，我們檢視「專門知識」其實顯示出是經濟利益與社會利益的對抗，也是界別利益與公

共利益的對抗。在分析這些問題時，我們會利用《2005 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

案》作為一件觀察工具和個案研究。  
 
（b） 個案研究：《2005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 
（i） 簡介 

｢在我而言，是很清晰的，涉及的兩個大原則：吸煙危害市民

健康，吸二手煙對“伙計＂和員工皆不好，我是絕對同意

的。另一方面，我也完全、完全不會懷疑全面禁煙是會對食

肆有影響。｣ 

張宇人 [飲食業功能界別]42 

                                            
38 香港政府，《綠皮書: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印務局，1984 年，第 11頁。 
39 這些委任的歷史可參考 Christine Loh （2006），第一章；和 Leo F. Goodstadt （2006），第二章，第 19-40頁及
41-57頁。 
40 請參考：1984 年 及 1987 年綠皮書，註腳 1 和 8。 
41 在1999年政制事務局再為功能界別作出辯解，說： ｢功能界別選舉的目的，是讓在社會上具規模的和重要的經濟

和專業界別得到充分的代表，亦讓這些界別享有充分的機會，利用它們的專業資格和經驗，就立法會的工作和社會

的發展，作出貢獻。｣ 請參考：政制事務局的 ｢政府就《1999年立法會（修訂）條例草案》委員會在1999年5月7日
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的回應｣ 文件，1999年，第A2頁。同樣地，在2005年，立法會議員單仲偕說： ｢就功能界別

的議員而言，在工作上事實上跟地區直選可能有相當多的不同地方。一般而言，當然是界別利益的問題。從另一個

角度看，我當然不會認為功能界別一無是處，事實上，我認為功能界別的同事在某些特定範疇內會有較豐富的學

識、知識或經歷。｣ 請參考：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5年3月10日，第3503頁。 
42請參考：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4 年 10月 20 日，第 3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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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二十年，實施反吸煙的措施在很多國家、司法管轄區域和城市中已成為一種趨勢。

這反映出社會及其政府愈來愈關注主動和被動吸煙的禍害。反吸煙措施有多種的形式，由對

煙草產品進行課稅以至在公共地方完全禁止吸煙都有。香港並不例外。在 2001 年中期，香港

特別行政區政府進行的諮詢顯示擴大限制吸煙的措施將得到廣泛的公眾支持。43 在 2004 年

秋，立法會通過一項議案辯論，要求在辦公室、食肆和公眾室內地方完全禁煙。44次年，政府

提交《2005 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 
 
這條例草案的目標包括：保障飲食業界的僱員受到來自二手煙的威脅；從透過加強教育和規

管廣告防止青年人染上吸煙的習慣；以及限制在公共場所吸的。支持和反對條例草案者之主

要爭論地方，包括禁止吸煙的範圍和允許有個別例外的可能性；讓相關界別遵循新措施的時

間表；以及草案會對某些行業帶來壞的經濟後果，如飲物、旅遊和零售業。 45 

（ii） 衞生服務界和醫學界 
香港的反吸煙政策基本上集中在與健康有關的問題上的。這些問題包括︰（1）二手煙對健康
的威脅；（2） 因吸煙而引致的疾病的醫療費用；（3）其他保障健康的方法的可行性，例如

改進通風系統。由於涉及那麼多的健康問題，可以想像人們會期望衞生服務界46 （李國麟47）

和醫學界48 （郭家麒49）會經常參與審議草案，並在塑造意見方面站在最前線。  
 
不過，衞生服務界的議員並沒有擔當主要的角色。他在三十九次草案委員會會議中，有十七

次並沒有出席，即使出席會議，在多數的會議裏他都不是一名積極參與者。50他也沒有出席最

後通過條例草案的立法會會議辯論。而且，他似乎不像就二手煙帶來的醫療費用這重要問

題，貢獻出很多與他本身專業知識相關的意見。作為衞生服務界的議員，他應該對這反吸煙

的條例特別感到興趣，但他在審議條例的過程中的表現，與功能界別議員能把專門知識和有

用技能帶進議會內這概念並不吻合。 

                                            
43這諮詢是由控煙小組進行，請參考網址：www.hwfb.gov.hk /hw/text/english/consult/smoke/Paper.HTM 。 
44這議案是由保險界別的議員陳智思提出，這議案要求在辦公室禁煙和打擊青少年吸煙問題。兩名地區直選的議員

鄭經翰和鄭家富提出修訂該議案。這些修訂是如原議案同一方向，但把範圍擴大至食肆、酒吧、卡拉 OK 等地方全

面禁煙及設有空調的室內公眾地方。基本上，鄭家富的修訂是要求立刻嚴厲地實施禁煙措施，他的修訂被否決，因

為在功能界別中得不到過半數的支持（23名出席的功能界別議員中，11名投票贊成，11名反對，１名棄權；在 28
名出席的地區直選議員中，23名投票支持，3名反對，1名棄權）。總的來說，這些反吸煙的議案是在立法會內得

到廣泛的支持，除了三個功能界別：飲食界約（張宇人）；批發及零售界（方剛）及旅遊界（楊孝華）。請參考：

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4 年 10月 20 日，第 328至 371頁。 
45 這草案的主要建議已在 LC Paper No. LS63/04-05列出，包括：「（a） 擴大法定禁煙規定至食肆（除現時有限度

的禁煙規定外）、酒吧和其他款待業處所、教育和福利機構、室內工作間和公眾地方；（b）加強對煙草產品的包
裝及標籤的管制；（c）對煙草產品的廣告及推廣施加更大限制；（d）賦予控煙辦公室人員執法權力，以及擴大現

有法定禁煙區的管理人目前的執法權力。」請參考：2005年5月13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法律事務部《2005年吸

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報告。請參考網頁：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hc/papers/hc0513ls-
63e.pdf。 
46 衞生服務界功能界別是由一些提供衞生服務的專業界別登記人士所組成，當中包括護士、藥劑師、職業治療師、

助產士、物理治療師和視光師。 
47 李國麟是一名註冊護士，並且擁有一個哲學博士（社會科學）學位。他的職銜包括：醫院管理局董事局成員；香

港護理員協會主席；葵涌醫院／瑪嘉烈醫院醫院管治委員會成；香港護士管理局教育委員會委員。有關李國麟的進

一步資料，請參考網址：www.legco.gov.hk/general/english/members/yr04-08/lkl.htm 。 
48 醫學界功能界別包括註冊醫生和牙醫。 
49 郭家麒的教育背景包括醫學士、文科碩士及其他醫學機構的院士。他曾經和正在擔當一些與醫學相關的職位，包

括：醫療政策評議會召人；反吸煙聯盟發起人；香港醫務委員會委員；政府醫生協會會長等。有關郭家麒的詳細資

料，請參考：網址：www.legco.gov.hk/general/english/members/yr04-08/kkk.htm 。 
50 法案委員會的出席率是依據立法會在 2006 年 10月 23日在其網址上的紀綠（英文）。之後的公佈可能會輕微改

變這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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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界的議員有較高的參與程度，但是他的參與並不集中於與健康有關的事情。他支持禁止

吸煙，但他主要貢獻集中於如何實施和執行禁煙，以及禁煙會對某些行業的影響。他關注這

些問題是因為吸煙在香港很普遍和煙草的使用需要被監管，禁煙措施會令香港付出代價。他

嘗試尋找方法去減低限制香煙廣告對報紙檔的經濟影響、提議在飛機場設立一個戶外吸煙區

和討論一些實施問題。這些貢獻並不是從醫學領域的專門知識中得出來。當在某些情況下他

需要談及醫學資料的時候，他的醫學理據經常已被其他｢非專門人才｣的議員說了，這使他

說︰  

｢我很多謝剛才發言的議員提出了很多數據，令我無須再浪費時間向大家提供很多

統計數字來證明煙和二手煙對我們社會造成的禍害。51｣ 
 
像衞生服務界的立法會議員，醫學界的立法會議員作為一名健康業界的代表，其立場是可以

預期的，但他的醫學知識對立法過程並沒有幫助。 
 
這個案研究的一個惹人注意的地方，便是珍貴的健康智識是來自立法會以外，這些智識來自

包括支持或反對禁煙的人士。知識的來源包括政府官員、獨立專家和各種各樣的關注組織，

他們在立法會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介紹他們的研究。他們就很多相關的問題提出大量的數據和

資料，包括吸煙和對健康的危害、比較不同的禁煙條例和禁煙在其他地方的經濟影響。來自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的官員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出席這些會議，負責引領法案通過立法會的審議

過程。這過程為其他有相關利益的人士提供機會，從煙草公司到公共衞生關注團體，讓他們

在法案委員會內直接地提出意見。其他研究也注意到有各式各樣的相關利益者積極參與立法

過程，把不同有關的專門知識帶進立法會的審議過程中。52   
 
就這個案研究，所得出的分析結果是，功能界別是一個主要渠道去把專門知識帶進立法會辯

論中這假設是並不成立的。 
 
（iii） 飲食業功能界別 

｢飲食娛樂業及相關行業與市民一樣，認同以改善公眾健康為

長遠政策目標。若有能力，我們也想出一分力。｣ 

      張宇人 [飲食業功能界別] 53
 

 
在檢視完支持《2005 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功能界別議員後，我們現在檢

視反對該草案的功能界別︰飲食界（張宇人）、旅遊界（楊孝華）和批發及零售界（方

剛）。當衞生服務界和醫療界的利益和改善健康的公共利益是一致時，反對草案的一方代表

因禁煙會損害其商業利益的商界。從反對草案的議員來看，他們的「專門知識」其實是等同

於他們的「業界利益」。  
 
一名立法會議員指出︰｢每次提到食肆禁煙，飲食界的張宇人議員便會立即彈起來。｣54 張宇

人是反對這條例草案的鬥士，其法案委員會會議出席率是冠絶委員會內其他無論是地區直選

或功能界別的議員。事實上，他是唯一的法案委員會成員出席所有會議。55 這明星般的表
現，與其整體平靜的表現（在我們的研究中他並不是首十名參與程度最高的議員56）形成明顯

的對比。 

                                            
51 郭家麒的講詞，請參考：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4 年 10月 20 日，第 333 頁。 
52請參考：Jake van der Kamp and Carine Lai，2006 年，第 308-309頁。作者說功能界別把政府官僚架構內已有的專

門知識帶進立法會內，這純粹是出於無可避免的原因，即公務員需要在條例中扮演政府的角色。 
53請參考：張宇人的講詞，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5 年 1月 27日，第 2565頁。 
54請參考：張超雄，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4 年 10月 20日，第 338頁。 
55 張宇人出席所有法案委員會的會議。 
56 張宇人在 60名議員中排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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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宇人在這事件中的積極表現，我們可以觀察到兩點。首先，當問題直接影響其業界的時

候，功能界別議員的參與程度是會大大地提高。57 第二，較之與專業技能相關的｢專門知識

｣，業界的商業利益更能推動功能界別議員的參與。這現象可以從這事件中，張宇人的表現把

衞生服務和醫學界別的議員比下去得到證明。58 
 
張宇人究竟支持什麼？張宇人像很多其他港人一樣，認識到吸煙對健康構成令人擔憂的影

響。但是，他辯稱禁止吸煙應是｢長期｣目標，要｢循序漸進｣去達到，並且豁免某些行業，及

當業界的經濟狀況會令禁煙變得可行時才實施。59不過，他的建議卻沒有任何具體的時間表。  
 
張宇人顯示出堅決反對禁煙的決心，他經常地談論禁煙對飲食業界的不利影響。他很清楚他

所代表的利益：｢我是代表業界，業界認為這樣做會影響生意。｣60 張宇人引用本地和海外的
例子去證明禁煙會對經濟有不利的影響，並質疑特政區政府和其他議員的研究的準確性（那

些研究指出飲食業將不會因禁煙而受到影響，甚至可能因此得受益）。從他的講話內容，張

宇人明顯地把飲食業界的利益更加等同於該業界僱主的利益，而不是僱員的利益。張宇人表

示關注業界員工的就業情況和薪酬，但實際上是希望防止食肆東主的利潤受到損失︰  
 

「近期提到實施食肆全面禁煙，這項政策正正影響到飲食業員工的就業情況。即使

政策推行後仍僥倖保得住工作的員工，我相信他們的收入也會受到影響，因為員工

薪酬許多時候都是與食肆的生意額掛鈎的。」61 
 
為什麼張宇人視保障工作和收入是他的主要職責，而不是保障員工的健康？為什麼  他集中在
飲食界的僱主而不是僱員身上？而且，僱員的健康不佳也能影響公司的生產力。雖然如此，

職業健康並不是張宇人為飲食業界爭取議程的一部份。   
 
這個現象可以用飲食業界別的選民基礎是僱主而不是僱員這事實作為解釋。在 2004 年立法會

選舉，有 433 名登記法團選民，7353 名登記的個人選民（他們持有特定的食物牌照）。62就

功能界別內僱主和僱員之間對抗這問題，香港特區政府的意見也很清楚︰  
 

｢專責小組認為倘若將功能界別內所有僱員列入選民範圍內，實質上會令大部份功

能界別變質為“僱員界別＂，因而有違設立這些功能界別的原意。63｣ 

（iv）額外付出 
張宇人不應該被視為唯一功能界別議員把他們本身狹隘的業界利益置於公眾健康之上。方剛

（批發及零售界）一直基於經濟原因反對該條例草案，例如該條例會對中小企業、報紙攤檔

和煙草公司造成損害。64 特別是，他也提出香港會成為一個令遊客感到不方便的地方，特別

                                            
57請參考：Rowena Y. F.  Kwok 和 Chow Chiu Tak （2006）。 
58 李國麟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 17次， 郭家麒 4次，張宇人全部出席。 
59請參考：張宇人個人網頁： www.tommycheung.com/newslettereng_ctn_9-05_1.htm 。 
60 張宇人，請參考：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4 年 10 月 20 日， 第 342 頁。 
61 張宇人，請參考：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 ，2005 年 1月 27日， 第 2429頁。 
62請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附錄 III。  
63請參考：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二零零七年行政長官及二零零八年立法會產生

辦法建議方案》，2005 年，第 5.32段。 
64 方剛反對條例草案的原因包括：（i）對中小形企業、報紙檔東主、煙草公司和飲食業的經濟有壞的影響； 
（ii） 對就業水平有影響；和 （iii） 可能失去值錢的煙草商標。他提出一些豁免措施，包括延長適應期、設立吸

煙房和減少煙草產品廣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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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來自中國大陸的遊客，其中有許多人可能是吸煙人士。65他並且維護吸煙者的權益。66楊孝

華（旅遊界）則採取一個混合的方式去處理禁止吸煙的問題。他一方面支持在辦公室完全禁

煙，另一方面他反對在食肆實施禁煙。像方剛一樣，楊孝華也擔心禁煙會對旅遊業造成影

響。例如，他建議在越境的渡輪碼頭建立吸煙室。顯而易見，這三名功能界別議員都受其業

界問題和經濟利益所左右，而不理會更大的公眾健康利益。  

 
值得注意的是張宇人、方剛和楊孝華都是自由黨黨員，而自由黨是支持禁煙的（雖然是以循

序漸進的方式來實施）。67該黨的地區直選議員田北俊在解釋自由黨與該黨三名功能界別議員

有分歧立場時說：｢自由黨內數位業界代表：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及楊孝華議員，稍後會自

行發言表達本身的看法。｣68 
 
這反映出｢代表業界｣的議員可以豁免跟從黨的路線。但為什麼只有這三名議員｢代表業界｣，

而不是其他的自由黨功能界別議員？69田北俊可能想指出那些｢其業界直接受到草案影響｣的功

能界別議員可以表達自己的意見，而那些其業界沒有直接受到草案影響的功能界別議員則需

要跟隨黨的路線。這暗示那些功能界別議員，他們的直接業界利益是他們怎樣在立法會內運

作的基本推動原因，當沒有涉及業界利益時，他們會跟隨黨的路線。  
 
我們也應注意到有一強烈反對條例草案的運動。煙草公司反對廣告的限制。70一個由商界組成

的聯盟｢飲食娛樂禁煙條例關注組｣和十七名議員會面，游說反對該條例草案。71 其他商界人
士都有組成他們的利益團體，例如香港酒吧和卡拉 OK 業權益促進組和娛樂界權益關注組。最

終，反對者能爭取到一些讓步，例如大大地延長適應期和減少一些廣告的限制。因此，某些

特定相關界別的利益，以及他們的專門技能，都好像已經在立法會以外由關注團體反映出

來。而立法會功能界別的議員如張宇人、方剛和楊孝華則擔當說客，加強其業界利益在立法

會內的影響。 

（v） 最後發展 
在最後時刻，負責這條例草案的政府部門首長作出一個令很多立法會議員都驚訝的宣佈，衞

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在未來一至二年研究允許在一些室內場所

內設立吸煙房的可行性。這吸煙房的建議在法案委員會會議時飲食業界已提議過兩次。一些

立法會議員指責政府基於政治考慮，迎合煙草公司和飲食業界的利益，特別是下一屆行政長

                                            
65方剛：｢大家都知道中國是全球最多煙民的國家，如果香港的辦公室實施全面禁煙，一定會對這些內地朋友構成不

便。｣，請參考：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2004 年 10月 20日，第 336頁。 
66 方剛解釋他對吸煙者和非吸煙者的看法：｢對於非吸煙者來說，香煙的味道真的頗難受；但對於有煙癮的人來說，

不許他們抽煙，則有如取了他們的性命。｣， 同上，第 145頁。 
67 田北俊就自由黨在禁止吸煙方面的立場表示：「吸煙危害健康這說法，自由黨是支持的；說到吸二手煙同樣危害

健康，自由黨亦是支持的。因為近數年，我們在香港所看到的例子，是關於我們的醫療服務中，可見有多少病人是

因為吸二手煙而受到影響，我們對於得出來的數據也很理解。這麼多年以來，在辯論這項禁止吸煙的課題中，以上

是我們的看法，但鄭家富議員卻批評自由黨甚麼也表示要循序漸進。我們在這裏所說的循序漸進，並非指時間表上

的循序漸進，我們所說的是範圍的循序漸進。」請參考：2004 年 10月 20日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

版），第 334頁。 
68 田北俊，請參考：2004 年 10月 20日立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錄（中文版），第 336頁。 
69 現時八名功能界別的議員是自由黨的黨員。 
70 舉例來說，日本煙草公司（Japan Tobacco Inc）向法案委員會提出，若果根據條例草案建議限制任何煙草產品使

用｢mild｣這個字，這會剝奪日本煙草公司使用她的登記商標｢Mild Seven｣ ，而這是違反國際和本港的知識產權條

例，因此條例草案會受到法律挑戰。政府於是在條例草案中加入條文，容許在制訂條例草案前已把該字眼用作登記

商標的煙草產品不受草案條例影響。請參考：文件 [CB（2）2660/04-05（04）] （日本煙草公司的代表律師行

Baker & McKenzie 在 2005 年 10月 6日的意見書）。請參考網址：www.legco.gov.hk/yr04-
05/english/bc/bc61/papers/bc611006cb2-2660-4e.pdf。 
71 在張宇人的個人網頁內的資料顯示，飲食娛樂禁煙條例關注組在 2005年 12 月成立。這關注組包括中式和西式食

肆的代表、24 小時營業的咖啡店、卡拉 OK 中心、私人會所、夜總會、酒吧、桑拿浴室、麻雀館和桌球室。請參考

網址:www.tommycheu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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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選將在 2007 年舉行，行政長官曾蔭權需要得到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支持，而選舉委員會的選

民是以功能界別為基礎。72一份報章形容這次政府的「轉軚」是屈服於來自商界的壓力︰     

｢政府改變初衷顯示出既得利益（在這事件中，即煙草和飲食業界的游說）

從一個不是由選舉產生的政府爭取他們所要的東西的能力，這政府覺得她需

要屈服以爭取所有界別的可能支持。｣73（英文原文：The government’s change 
of heart highlighted the ability of vested interests – the tobacco and the catering 
lobby in this instance – to get what they want from an unelected administration 
that feels it necessary to bend over backwards to seek support from every 
possible sector.） 

或許由於這最後一分鍾的變化，張宇人都投票支持草案，但仍然說： 
 

｢令我覺得不是味兒的是政府一直堅持禁煙會有助我們的生意，而不承認禁煙會損

害我們的生意。｣74（英文原文：What has left a bad taste in my mouth i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sisting all along that the smoking ban is going to help our 
business, rather than acknowledging that the smoking ban is going to hurt 
them.） 

《2005 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在 2006 年 10月 19日以五十二票贊成，兩

票棄權通過成為法例。75 

（vi） 結論 
雖然現行的功能界別選舉制度很有可能在可見的將來仍然繼續存在，76但重要的是，香港和北

京方面都需要更全面明白功能界別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我們的第一項觀察是功能界別議員並不一定是立法過程中最重要的專門知識提供者。大量的

專門知識來自功能界別議員以外的渠道，而且有時來自立法會以外。而且，一名功能界別議

員是否努力地工作，這非常視乎他或她在某一立法會事項上的利益（業界或是其他的利

益），而不是他或她有否任何專門知識。就《2005 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

而言，兩名健康範疇的功能界別議員並不是主要提供專門知識的人士，而他們在審議條例草

案的過程中，沒有像其他的議員一樣賣力工作。事實上，最賣力工作的議員是代表反對條例

草案的界別，其反對的意見並不是基於一些技術的理由，而是更多關於業界僱主的的商業利

益。至於在該業界僱員的工作健康，該名反對條例草案的議員只可以說保障健康的目標可以

長期地逐步達到。  
 
我們的第二項觀察是商業利益（代表飲食業，批發及零售和旅遊的功能界別）很容易蓋過公

眾利益。在香港現行功能界別選舉制度下，這些界別的代表一定要代表他們業界的利益，競

選運動是根據候選人將怎樣為業界爭取利益而進行的。由於以維護和擴大本身業界利益作為

他們的主要職責，當本身業界利益和公眾利益是有衝突的時候，他們要去支持更大的公眾利

                                            
72 陸恭蕙，Introduction，請參考：陸恭蕙及思匯政策研究所（主編），《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 10-12頁。作者討論選舉行政長官

的選舉委員會。 
73請參考：Smoking ban should not be weakened further，南華早報，2006 年 10月 20 日，第 A18頁。 
74 請參考：James Pomfret，Hong Kong smokers told to butt out in public，iol，2006 年 10月 19日。網址：
www.iol.co.za/index.php?set_id=14&click_id=117&art_id=qw1161267122285B241 。 
75 投票結果，請參考網址：www.legco.gov.hk/english/index.htm。 
76 在 2004 年 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否決 2007 年全面普選行政長官和 2008 年的立法會。此外，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委會立法會內的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的議席比例不會改變。在當時有些支持改革選舉制度的人士要求增

加地區直選的議席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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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那些情況下，功能界別的議員便會擔當既得利益者說客的角

色。   
 
有人會爭辯說在香港以外的立法機關也受既得利益游說的影響，企業和某些界別的利益聘用

說客為他們工作，藉以影響立法過程，這是並不罕見的。在一些司法管轄地區，既得利益也

利用捐款給政客和政黨作為推銷本身意見的一種方法。不過，香港的功能界別和上述顯著不

同，這是因為某些界別的既得利益被正式地嵌入政治體制內，功能界別的立法會議員是被期

望擔當說客的角色。當其他法管轄地區政客是透過普羅大眾選舉出來的時候（即使既得利益

提供資金資助某些特定的候選人），在香港，投票給這些功能界別議員的人是既得利益者，

而不是普羅的香港市民。  
 
從以上的觀察，我們得出的結論是：  
 
首先，即使功能界別被廢除，立法會的工作並不會因缺少專門知識和技能而受到影響； 
 
第二，香港的功能界別選舉制度是有缺陷的，立法會內的既得利益經常與公眾利益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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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6. 政黨和政黨政治 

（a） 政黨 vs. 功能界別利益 
一些功能界別支持者擔心若果沒有功能界別的代表，立法會可能變得忽略商界的利益。其他

人則擔心若沒有功能界別，香港便會變得更難管治，蓋因政治會變得更加對抗性，令行政主

導更難運作。77 
 
添馬艦這個案研究提供一個有用的框架去評估這些關注。因為在這個例子裏，立法會內的分

歧是來自政黨而不是功能界別的利益。透過添馬艦這例子，我們檢視香港政黨政治的動態、

立法和行政機關的關係和功能界別以外的另一種均衡參與的政治形式。  
 
（b） 個案研究：添馬艦 
（i） 簡介 
在 2005 年 9月，行政長官曾蔭權宣佈重新展開搬遷政府總部至添馬艦的計劃，其原因是政府

需要比現時政府總部更多的地方，而發展一個新的地方，可以把很多政府部門集合起來，增

加行政效率。曾蔭權也辯稱立法會在 2003 年董建華政府時已批准這項發展，後來政府因為經

濟衰退沒有足夠的資金，所以把計劃擱置。不過，隨著經濟情況得到改善，曾蔭權認為是適

當時候恢復這項工程了。78 
 
添馬艦佔地 4.2平方公頃，是一處位於中區海旁填海而來的土地，目前被用作一個暫時的泊車

場和偶然舉辦展覽會和音樂會的場地。作為最後一片維多利亞港海傍的空地，添馬艦也是一

塊有巨大商業價值的未發展土地。政府宣佈希望把添馬艦發展成一個香港的標記。  
 
添馬艦發展建議惹來強烈的支持和反對聲音。建造業團體如香港建造商會讚揚  添馬艦發展計
劃建議的前瞻野心，以及這發展會對建造業就業和經濟活動有積極的影響。在另一方面，一

些民間組織以至一些商業利益團體則批評添馬艦的發展計劃建議是一個水準以下的規劃，缺

乏視野和細心設計的例子。在此背景下，立法會成為辯論的焦點，蓋因政府需要立法會的財

務委員會投票支持撥款給這項工程。一般的程序是在財務委員會投票之前，政府應該會首先

把添馬艦工程的細節向規劃地政及工程委員會介紹，使立法會議員在贊成撥款以前有機會審

議這計劃。不過，在添馬艦這個案中，立法會成立了一個特別的小組委員會去審議這項工

程。民間組織認為因添馬艦發展計劃會影響整個中環海港發展，所以該項發展不應被單獨處

理。為了回應這些壓力，立法會成立了｢檢討中區海旁（包括添馬艦舊址）規劃小組委員會

｣。這小組委員會在 2006 年 1月開始工作。79 
 
以後的章節闡述香港政黨在添馬艦工程中的定位和影響。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這些政黨

不單是各式各樣利益的吵吵嚷嚷擁護者，他們還是一種有別於功能界別或地區直選路線的有

效政治代表形式。  

                                            
77 在2002年，一名高級中國官員說：｢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選舉模式，可以有效保證各界人士都能平衡參與政治生

活。｣請參考：錢其琛訪問的編輯文字紀錄，BBC Monitoring Asia Pacific — Political ｀Chinese vice-premier warns 
against democratic elections in Hong Kong＇，2002年6月26日。最初在南華早報 （Business Post supplement）刋出，
2002年6月26日。亦請參考：香港政府新聞稿，2005年10 月19日，網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10/19/P200510190190.htm。 
78請參考香港政府新聞網，香港市民臨海地標：添馬艦， 2006年 3 月 24 日。網址：

www3.news.gov.hk/ISD/ebulletin/en/category/ontherecord/060324/html/060324en11001.htm。     
79 小組委員會的紀錄可以在以下網址找到：www.legco.gov.hk/englis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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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自由黨 
自由黨的立場長期以來都是傾向商界和親政府的，並且支持基礎設施的發展。她有一名黨員

是行政會議的成員。因此，自由行政長官曾蔭權在 2005 年 9 月最初提出添馬艦工程建議至
2006 年 6月 24日財務委員會最後投票這段時間，該黨一直支持政府的添馬艦工程計畫。   
 
小組委員會的記錄顯示，自由黨沒有積極地在會議上向政府官員提出質詢。事實上，只有一

名的自由黨黨員加入這小組委員會，而該名自由黨議員是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的主要職責

是擔當會議召集人。若果自由黨有興趣在審議添馬艦工程中扮演更重要的角色，她會確保另

一名黨員加入小組委員會，令非主席的黨員能有機會提出質詢和議題。記錄也顯示自由黨沒

有在財務委會會議中表達對添馬艦工程有任何關注。80相反地，自由黨黨員在財務委會會議很

少講話，並且當他們講話時，他們都是確認黨對添馬艦工程的支持，或是在各種各樣的具體

的問題上保留他們的立場。  

（iii）民主建港聯盟（民建聯） 
民建聯被視為與北京當局有最好關係的政黨。雖然民建聯在行政會議內有一名黨員，但該黨

的基層背景和取向，意味著她經常和行政會議內其他有政黨背景的成員會有不同的立場和事

情的優先次序，例如自由黨。81民建聯反對添馬艦工程，並對曾蔭權政府提出的建議有很多基

本和具體性的關注。它建議應該出售添馬艦地皮，因為這會為政府庫房帶來大量的收入。民

建聯認為政府辦公室可以建在東南九龍舊飛機場這塊已被留作發展用途的土地上。82民建聯提

出這個建議是因為舊飛機場的周遭地區（如九龍城、土瓜灣和樂富）經濟不振，把政府總部

遷移到那裏會為該地區帶來長遠的經濟利益。民建聯在立法會內強調它的想法，並經傳媒向

公眾推介。  
 
民建聯在 2005 年 9月時是相當反對添馬艦工程建議。在 2005 年 9月 22日，該黨發言人張
學明發表一個由民建聯所作的調查，指 61%的受訪者相信若果把政府總部遷移到舊機場，這

將會刺激東南九龍的經濟；56%的受訪者對添馬艦工程有保留；以及大約 40%受訪者認把添
馬艦用作新的政府總部是一個不明智的選擇。83 那天以後，民建聯也舉行一個公開論壇，鼓

勵市民公開辯論添馬艦工程建議。獲邀請參加論壇的是許多民建聯在商界的盟友，包括恒隆

地產主席陳啟宗先生和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先生。這些商界人士擔心若果把政府辦公室人興

建在維多利亞港傍這塊重要的空地上，這片珍貴的土地便會像灣仔北部一樣（那裏有三幢政

府大樓），在辦公時間後變成一片死寂，海傍一處最好的地方便會因此被浪費掉。 
 
雖然如此，民建聯最終放棄本身立場，並且支持添馬艦工程。看起來他們的轉向是基於政治

因素多於添馬艦工程所引起的問題。行政長官特地表現出他願意拉近和民建聯的關係，並｢在

各個問題上建立一個長期的核心伙伴關係｣（form a core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for long-
term cooperation on all issues）。84政府也因應民建聯的要求，同意為東南九龍東的發展作

出另一項規劃。  

                                            
80 請參考：2005 年 12月 17日、2006 年 2月 8日和 2006 年 5月 29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紀錄。 
81 前任行政長官董建華是一名航運業鉅子，所以他被視為商界精英的一份子。曾蔭權長期是一名公務員。就政策制

訂方面兩人本質上都不民建聯的盟友。 
82請參考：Carrie Chan，Battle lines drawn on urban renewal ，英文虎報， 2005 年 9月 21日。在 2005 年尾，香港三

十六名人大代表的召集人袁武質疑添馬艦工程的財政可行性，問這主要的地盤是否必須改變成海景政府辦公室，以

及如果把這塊地拍買會否帶來更大的收益。他說必須慎重考慮其他選址。 
83請參考：Connix Yau， Poll backs party stance on Tamar ， 英文虎報，2005 年 9月 22日。  
84請參考：Carrie Chan ，DAB Tamar U-turn for public good，英文虎報，2006 年 4月 7日。這文章報導行政長官曾蔭

權 2006 年 4月 4日和民建聯會面，當中他向民建聯示好，象徵政府和該黨有更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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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民主黨、公民黨和獨立議員 
民主黨長期以來作為在香港的主要反對黨，她的名聲建立在她支持民主的立場。 民主黨派最
初反對添馬艦工程建議，但最終還是支持該項工程。該黨的轉向似乎是基於政治原因，而不

是一些與工程建議本身相關的客觀因素。傳媒報導該黨的領袖表明他們不想要被視為｢反對｣

黨85，並準備同意支持該項工程，以換取就現時政府總部將來發展的一些模糊政府承諾。86 最
後，該黨失去許多民間社會組織對她的信任。  
 
公民黨在 2006 初成立，有六名來自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而又支持民主的立法會議員。在公民

黨成立的時候，添馬艦工程的討論已經展開。雖然公民黨在發展她本身對添馬艦工程立場時

顯得緩慢，但她反對該項建議。當公民黨上力的時候，她認為應該在原址擴建政府總部，把

現時的政府總部翻新騰出更多的空間，並且更新總部內的設施。公民黨說這是最佳的解決辦

法，蓋因這是最環保以及花費遠遠少於發展  添馬艦。該黨提出的計劃得到民間社會組織的支
持，如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 
 
在財務委員會最後投票之前的數天，該黨公佈一個透過 Save Our Shorelines組織由建築師和
測量師所作的研究顯示，即使以最高規格的空調和電力系統來翻新現有政府總部的設施，都

只將會花費 2.5 億港元。87 
 
獨立議員郭家麒（醫學界功能界別）特別活躍地和民間社會組織合作起來，把民間社會組織

的聲音帶進小組委員會內讓委員會考慮。而且，他利用小組委員會提出質詢，並且通過很多

的議案去引起公眾對添馬艦工程建議的關注。郭家麒成功地迫政府在 2006 年 3月公開更多的

具體資料，88使民間社會組織能更有效地攻擊政府計劃內各種各樣模糊和不一致的地方。  

（v） 曾蔭權政府 
面對持續來自立法會和公眾要求澄清發展計劃的壓力，曾蔭權政府需要作出妥協。  例如，面
對政府正為其官員提供豪華辦公室的指責，政府官員同意降低建築物的樓面面積 10 個百分
點，89 添馬艦場地一半的面積會用作公眾地方，並且為了不阻礙海景景觀，將有一個六十層

樓高的高度限制。民間社會組織繼續指出政府的各個承諾有不一致和含糊的地方，以及從這

工程會如何對整個中環海港規劃有負面影響的角度去攻擊這計劃。  
 
在 2006 年 4月，行政長官曾蔭權說香港特區政府得到七成的公眾支持添馬艦工程。這立即引

來反對工程的議員和民間社會組織的攻擊，他們要求政府出示證據以支持她的說法。雖然政

府不能提出任何證據，但民主黨派和民建聯仍然倚賴這無確實根據的政府聲明去合理化他們

的轉向。90    
                                            
85請參考：民主黨主席李永達，《香港家書》，香港電台第二台，2006 年 4月 2日。網址： 
http://www.rthk.org.hk/rthk/news/englishnews/20060402/20060402_56_299231.html 。 
86請參考：Leslie Kwoh，Motion to spare ‘city lung’ fails， 英文虎報，2006 年 7月 6日。當政府承諾會保留現時政

府總部的紫檀樹後，民主黨最終同意添馬艦工程。在財委會通過撥款給添馬艦工程後，民主黨提在立法會內出一項

議案，要求保護政府山一帶的樹木及植物，承諾不作商業發展用途，以及把部分辦公室改作政府博物館，使該處繼

續成為中區的市肺。這議案最終不獲通過，公民黨的成員批評民主黨這舉動是添馬艦事件上轉變立場後的一場政治

秀。 
87請參考：Leslie Kwoh，Sprucing up offices would save billions， 英文虎報，2006 年 6月 21日。 
88 直至 2006 年 3 月，反對團體指出就添馬艦地盤政府提供模糊和衝突的描述。 
89 請參考：Leslie Kwoh，Lawmakers floored as Tamar HQ soars in size ，英文虎報，2006 年 4月 26日。雖然淨樓面

面積是減少百分之十至 62,340平方米，但政府後來透露總樓面面積是 120,400 平方米。立法會對這突然多出一倍

的添馬艦發感到嘩然，政府解釋最初的淨面積是不包括走廊、樓梯和電梯這些地方，而總樓面面積則包括所有地方，

例如停車場和電錶房。 
90 當批評者要求政府提供這次調查結果的資料時，政府反要求批評者提供反駁這些調查結果的資料。在 2006 年 6
月 21日，保護海港行動（獨立議員郭家麒是其中一名成員）調查七百七十名受訪者，發現七成受訪者要求最少有

三個月的諮詢期，並有五成二受訪者質疑曾蔭權說大部份人支持添馬艦工程的說法。請參考：Michael De Golyer，
Playing with numbers， 英文虎報，2006 年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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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結論 
在 2006 年 6月 24日財務委員會會議作出最後投票時，有 40名議員支持，10名反對，這是
根據黨的路線而投票的。自由黨、民建聯和民主黨派投票贊成，而 6 名公民黨議員和 4 名獨
立議員則投票反對。91政黨依然是塑造不同政策立場的決定性因素。 
 
自由黨一直支持對這項工程，這是與她的整體定位有關，她被視為是一個與商界友好和保守

的政黨，並且有支持基礎設施發展的長久記錄。92 相反地，民建聯並不在一開始時便給曾蔭

權毫無保留的支持，只是經過一輪的討價還價和妥協之後，民建聯才支持這項工程。民建聯

的轉向符合該黨長久以來的行為模式，她最終在主要的問題上一定會支持政府，這是因為她

和北京有很緊密的關係，這反映在她一般性地親政府的立場上。93民主黨派放棄最初反對添馬

艦工程立場，並改為支持政府的建議。民主黨在這事件中的轉向是有趣的一步，她的轉向是

因為由於民主黨希望被視為較少像反對派。公民黨反對添馬艦工程，但是她未能掌握政治空

間及與民間社會結盟這些必須的東西去推動她的立場。可能是由於她是一個新近成立的政

黨，沒有足夠的經驗，令她對回應和掌握問題時顯得遲緩。最後，大部份的獨立議員是支持

政府的添馬艦工程建議，但是最用功的議員是來自醫學界功能界別的郭家麒，他積極地反對

政府的計劃。   
 
我們對政黨政治動態的第一項觀察是，在一個基本上由行政機關支配的政治問題中，香港的

政黨有時會很艱辛去建立他們的身分。與行政機關相比，香港的政黨是相對地處於弱勢，這

令政黨傾向採取一些可以保護或者提升他們的政治位置的立場，而不是去代表社會上某些特

定的意見。因此，如果政黨要在香港未來的政治生態中扮演更大的角色，政黨需要被大大地

強化起來，這可以透過它們自己的努力和制度的協助。94  
 
然而，我們也發現香港政黨代表的意見，並不會比功能界別有更少的分歧，或是對商界較不

友好或更少支持政府。添馬艦爭議的最後結果顯示出，立法會即使沒有功能界別，可以依然

是更加傾向商界而不是傾向環境保護、更加親政府而不是反對政府、更加傾向保守而不是開

放。不管這是否是一個我們想見到的將來，我們的詮釋是若果沒有功能界別，政黨將會增加

香港政治生態的影響，這種發展將不會實質上改變立法會的政治傾向。   
 
正如像在審議《2005 年吸煙（公眾衞生）（修訂）條例草案》時一般，功能界別議員的專家

知識與添馬艦發展工程的辯論並不相關。大多數議員缺乏專門技能，但這沒有阻止他們聆聽

專家的意見，並就投票作出決定。立法會議員邀請有專門知識的個人和團體發表意見。他們

會聽取代表各個業界利益團體的意見，衡量自己的政治利益並作出決定。另一方面，來自地

產及建造界功能界別的議員石禮謙可能被視為擁有與這次討論問題最相關的專家知識，他傾

向於強調添馬艦發展建議會為建造業界帶來的就業機會，而不是提供持平的技術建議。 
 
最後，香港和北京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比起保留功能界別，走上強化政黨的道路是否一個更

好的選擇，讓政黨能擔當平衡香港各種利益的角色。  

                                            
91 有九名議員因各種原因在當日沒有投票：委員會主席劉慧卿因她的角色所以沒有投票。李柱銘（民主黨）、單仲

偕（民主黨）、涂謹申（民主黨）不在香港；馬力（民建聯）不在香港；黃容根（民建聯）、霍振霆、李國寶和詹

培忠沒有出席會議。 
92 由於自由黨整體上的保守取向，她普遍被視為是一個親政府的政黨。現時行政會議內有一名自由黨黨員。 
93 民建聯的政綱訂明他們愛國和愛港，並不斷強調她的使命是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維持有效管治。請參考：民建聯的

成立宣言，1992 年 7月 10日，網址： 
 http://www.dab.org.hk/en/main.jsp?content=category-content.jsp&categoryId=1044。        
94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是認識到需要加強政黨以更進一步發展香港的代議政制，請參考：《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

號報告：二零零七年行政長官及二零零八年立法會產生辦法 ─ 建議方案》，2005年 10 月，第 3.21 段。香港政
黨的詳細討論，請參考：Richard Cullen，Regulat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思匯政策研究所，2005 年 2月。
網址：http://www.civic-exchange.org/publications/2005/050226legcosu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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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7. 綜合結果 
這研究涉及有關功能界別的選舉制度及其產生出來的議員的多個方面。研究得出以下的結

果： 

（a） 數量化表現 
這研究顯示，功能界別議員他們的平均參與程度是比起地區直選議員低 12 個百分點左右。在
首 10 位最多參與的議員之中，只有３名是功能界別議員，而在首２０位之中，只有７名是功

能界別議員。特別是，代表香港支柱行業如銀行界、金融服務界和商界的功能界別議員，他

們並不是最活躍的立法會成員。透過比較之前的數量化研究，我們也斷定參與比率與功能界

別議員個人更加相關，而不是他或她代表的功能界別。最後，功能界別的選舉制度沒有產生

一些相對地在立法過程中比較活躍的立法會議員，這令人懷疑功能界別議員除了會爭取他們

業界的利益之外，他們的存在會否對公眾利益有利。 

（b） 專門知識 
這研究也發現最初推行功能界別的理由，即把專門知識帶進立法會內，已不再成立（若這理

由曾經成立過的話）。幫助立法會討論的專門知識是由政府和立法會以外的獨立專家和既得

利益團體所提供。如果立法會議員想就任何事情聽取所有意見，他們能容易地透過現時事務

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邀請個人和團體向他們發表意見。因此，廢除功能界別制度將不會影響

立法會制訂出一些技術上明智的政策。   

（c） 政黨和政黨政治 
添馬艦這案例研究證明政黨在可以在反映不同利益和意見以達致均衡參與這方面取代功能界

別。擔心廢除功能界別選舉制度會導致一個福利主義或反政府的立法會的想法是毫無根據

的。香港現有的政黨推動不同的立場，尤其包括所有支持商界和政府利益的立場。廢除香港

的功能界別不會令立法會的整體政治傾向有重大的轉變，這是因為香港的政治分歧在短時期

內不可能會改變。不過，添馬艦這個案也顯示出，由於政黨相對於行政機關是處於弱勢，導

致他們表現時有瑕疵。政黨傾向於採取一個可以補救或者提升他們的政治位置的立場，而不

是反映該黨和她的成員的真實意向。因此，為了取代功能界別的角色，政黨將需要被大大地

強化起來。 

（d） 持續趨勢 
2004至 2006 年間的立法會紀錄確認之前研究功能界別議員的表現和行為得出的結果： 
 

功能界別議員比起地區直選議員的參與程度是較少； 
 
功能界別鼓勵功能界別議員推動狹隘的既得利益； 

 

功能界別議員首先追求本身業界的利益，若果並不涉及業界利益，會跟隨黨的路線投

票。 

 

（e） 未來路向 
功能界別制度已經逐步發展成為對立法機關進行政治控制的一種方法。這制度最初由殖民地

政府實施，目的是令商界和專業人士的利益在立法機關內有特殊的影響，而這制度亦被北京

延續下去。所以社會上有某些界別堅決反對廢除功能界別是不會令人感到詫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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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因素可能會逐漸改變這種情勢。首先，《基本法》內訂明立法會的全部成員最終由普選

產生這承諾將需要被實現。第二，香港繼續的穩定和中國進行中的政治和社會轉變可以促進

香港的代議政府有更進一步的發展。第三，公眾愈來愈認識到功能界別的缺點。雖然立法代

表形式可能長遠地才會有所改變，但功能界別及功能界別選舉在在香港有普及和平等的選舉

之前是可以被改革，而如何作出這種改革是尚未被討論和決定。一名高級的大陸官員在重新

陳述功能界別對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是很重要的時候，他提及兩院制和足夠的政黨代表作為

取代功能界別的潛在選擇︰  
 

｢如果在既沒有兩院制又沒有能夠代表他們界別的政黨來保證均衡參與的情況下，

就貿然取消功能團體選舉制度，勢必使均衡參與原則得不到體現，使賴以支撐資本

主義的這部分人的利益、意見和要求得不到應有反映。｣ 95 
 
所以，最關鍵的挑戰是找出一個實現公平和普及的可接受方案，而同時亦可保留香港政治體

制的顯著特徵，當中包括某些特定利益的代表。在這方面，香港和北京必須分析強化政黨是

否一種代替功能界別的可行選擇。我們的意見是一個由普及和公平選舉產生並有足夠政黨代

表的體制，是可以讓香港的立法過程中有專門知識、均衡參與和保持穩定和繁榮。  

                                            
95請參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以求真務實的精神去探求香港政制發展正確之路｣，南華早報，2004
年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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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參與指數的成份 
 
在這研究的第一部份中使用的參與指數包括以下項目： 
 

a. 提出質詢次數 
b. 提出議案辯論次數 
c. 立法會會議出席率 
d. 法案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e. 事務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為了量度不同的輸入和獲得一個更具代表性的指數，我們發展出一些特別的係數，把它們應

用於上面列舉的每一個項目中。 
 
這些係數是以最高的平均數 （事務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作為參考值，並除以項目的平均數。

如下列圖表顯示： 
 
項目 平均數 （AV） 04-06 
提出質詢次數 10.24
提出議案辯論次數 2.81
立法會會議出席率 34.34
法案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19.47
事務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59.87

 
參考值（Reference Value - RV） （事務委員會會議出
席率） 59.87

 
項目 係數 （RV / AV） 
提出質詢次數 5.85
提出議案辯論次數 21.28
立法會會議出席率 1.74
法案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3.08
事務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1.00

 
我們跟著便把每名立法會議員在每一項目下的分數乘以相對的係數。舉例來說，立法會議員

譚香文的參與指數如下： 
 
項目 次數 係數 參與指數 
提出質詢 19 5.85 111.15
議案辯論 6 21.28 127.68
立法會會議 72 1.74 125.28
法案委員會會議 50 3.08 154.00
事務委員會會議 103 1.00 103.00
總參與指數 6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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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詳細參與程度量度結果
96 

質詢 
 

2004-2005 2005-2006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3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16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2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6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

劃界 5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

規劃界 4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2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3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5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5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0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0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2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10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10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8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27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22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6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1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8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0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13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20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5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6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6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9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3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1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3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2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20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20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6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6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1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6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2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5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1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3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4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2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14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24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19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9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19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17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 0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 2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2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2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18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18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7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5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5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3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0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5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24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23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6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8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沒

有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沒

有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8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9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8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1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0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4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4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9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5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1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1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5

                                            
96 請參考：註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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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4 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4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8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8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14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0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5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1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6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2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23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8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8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2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24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6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22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9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6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8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5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2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0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7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6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7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7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7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4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5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0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2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7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4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8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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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辯論和修訂 
 

2004-2005 2005-2006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1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5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2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2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

規劃界 3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

規劃界 1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5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4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1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3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0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1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0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0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4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2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1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1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2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0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0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0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2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1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2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0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1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2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3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2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0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0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2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9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1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1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2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9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5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1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1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4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5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0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0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2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8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 0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 0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12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1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2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3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4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4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3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4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N/A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N/A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4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4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4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8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

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 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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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1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0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8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9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2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4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2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4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9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4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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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會議出席率 
 

2004-2005 2005-2006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37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38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30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36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

劃界 36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

規劃界 38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34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38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35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39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34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38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35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36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38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39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36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38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35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32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37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39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35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38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36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39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36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37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33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39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36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39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36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35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36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38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6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9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5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6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6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9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36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38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37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38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34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35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37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39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 30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 27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29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37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34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38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34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39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36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38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6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8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5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7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6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4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8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9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5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8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29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9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7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4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8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9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7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8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6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9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5 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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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6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7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6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9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5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3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3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26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6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7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4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7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7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7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5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7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6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6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6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7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7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5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5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7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7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8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5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8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6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7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7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9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7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6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6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7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6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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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2004-2005 2005-2006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12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38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6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14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

劃界 12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

規劃界 42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11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21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9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65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5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24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3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0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12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3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10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43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4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12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7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26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7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15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6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15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29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58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10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73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26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27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22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57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10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23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8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28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5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5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10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32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21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52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8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23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10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37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5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7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 2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 19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6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10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13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55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33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39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12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35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2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75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5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22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6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3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沒

有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沒

有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8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4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0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7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6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26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1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9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36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11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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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 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0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7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10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13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2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0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0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4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2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4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60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0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27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1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8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0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2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15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44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2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9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4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3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6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5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4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9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42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4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0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0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6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41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23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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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會議出席率 
 

2004-2005 2005-2006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立法會議員 議席 
次

數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57 譚香文 功能組別 - 會計界 46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69 黃容根 功能組別 - 漁農界 65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規

劃界 100 劉秀成 
功能組別 - 建築測量及都市

規劃界 56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106 張宇人 功能組別 - 飲食界 58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86 林健鋒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一> 69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26 黃宜弘 功能組別 - 商界<第二> 23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30 劉皇發 功能組別 - 區議會 25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67 張文光 功能組別 - 教育界 72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81 何鍾泰 功能組別 - 工程界 60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22 李國寶 功能組別 - 金融界 21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60 詹培忠 功能組別 - 金融服務界 50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38 李國麟 功能組別 - 衞生服務界 29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42 林偉強 功能組別 - 鄉議局 33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59 黃定光 功能組別 - 進出口界 57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89 梁君彥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一> 65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54 呂明華 功能組別 - 工業界<第二> 47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61 單仲偕 功能組別 - 資訊科技界 56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81 陳智思 功能組別 - 保險界 73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60 鄺志堅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55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66 李鳳英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86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82 王國興 功能組別 - 勞工界 52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44 吳靄儀 功能組別 - 法律界 52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60 郭家麒 功能組別 - 醫學界 62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93 石禮謙 功能組別 - 地產及建造界 63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63 張超雄 功能組別 - 社會福利界 53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 39 霍震霆 

功能組別 - 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 34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42 梁劉柔芬 功能組別 - 紡織及製衣界 49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61 楊孝華 功能組別 - 旅遊界 70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73 劉健儀 功能組別 - 航運交通界 72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71 方剛 功能組別 - 批發及零售界 54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82 余若薇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69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68 蔡素玉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61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8 李柱銘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37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沒

有 范徐麗泰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沒

有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65 楊森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52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12 馬力 分區直選 - 香港島 27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7 梁家傑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7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84 鄭經翰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0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5 陳鑑林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7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66 陳婉嫻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46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71 李華明 分區直選 - 九龍東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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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62 馮檢基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28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90 涂謹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78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57 曾鈺成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50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6 劉千石 分區直選 - 九龍西 36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89 鄭家富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66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87 劉慧卿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92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9 田北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70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62 劉江華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3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64 梁國雄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8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97 李國英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0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36 湯家驊 分區直選 - 新界東 50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100 陳偉業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8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93 何俊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74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5 張學明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7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8 李卓仁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1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74 李永達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5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55 梁耀忠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37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75 周梁淑怡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0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3 譚耀宗 分區直選 - 新界西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