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推行政治改革的新機遇：
一個立法會，兩個議院？

陸恭蕙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香港推行政治改革的新機遇： 

一個立法會，兩個議院？ 

 
 

陸恭蕙 

 

2006 年 11月 

 
 
 
 
 
 
 
 

 
www.civic-exchange.org 

 
 

思匯政策研究所 
香港中環雲咸街六十九號賀善尼大廈七零一室 

電話：（852）2893 0213  傳真：（852）3105 9713 



 
 
 
 
 
 
 
 
 
 
 
 
 
 
 
 
 
 
 
 
 
 
 
 
 
 
 
 
 
 
 
 
 
 
 
 

思匯政策研究所是一非牟利組織，主要透過研究和分析以協助改善政策和決策。本報告之內容

乃屬作者之意見，並不代表思匯政策研究所的立場。 



前言 
 

在思匯政策研究所進行的功能界別研究系列中，本文件為最新的文獻。 

 

這幾年來，我們反覆檢視功能界別選舉制度的每個方面，以及功能界別在立法會內的實際運作

情況，結論是這種制度問題頗大。假如香港不能以基於公平普選的全面民主制度來取而代之，

這種制度便要加以改善。 

 
儘管港人渴望推行民主改革，但明顯不過的是，北京中央政府對於在中國一隅實行普選仍未放

心。港府於 2005 年提議的改革方案包括保留功能界別的原貌，不作任何改變。我們關注的是，

保留功能界別原有的模式可能會令公眾更添疑慮，擔心現有政治制度有欠公平，偏袒個別群體，

尤其是商界的利益。 
 
有論者已提出兩院制，認為這可能是向前邁進的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我們相信這個想法仍未獲

充分探討，因為港府仍未完全公開向公眾交代為何港府官員及中央政府覺得這是向前邁進的一

步。只有先行接納這一點，香港才可以探討如何革新功能界別及其選舉安排。 
 
我們期望本文可以在一定程度上釐清相關課題，以便香港可以專注於推進憲制發展的討論。 
 
在有關功能界別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及具有真知灼見的人士均參與其中，並與我們分享其心得，

我們對此深表謝意。我們感謝負責統籌此系列研究的葉溵溵，翻譯本文件的潘寶蓮，以及設計

本文件封面的李參元。而最要多謝的，當然是資助本研究的 Peter及 Nancy Thompson。 
 
 
 
 
陸恭蕙 
行政總監 
2006 年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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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院制的概念會否在不知不覺、無人追惜下，從香港的政治議程中消失？大多數政論家均視此

為另一項推遲普選的工具，而港府官員從未解釋他們為何要花費氣力正視這個課題。然而，兩

院制仍有可能為憲制改革停滯不前的僵局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 
 
 
遙遠的目標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港府）面對的政治窘境是如何向社會大眾解釋，北京對全面普選仍未完

全放心，所以這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在未來一段時間內，香港的政治安排仍會繼續保留若干

明顯不民主的重要模式。因此，港府有需要設法說服港人接受在這種局限之下，香港仍有可能

朝民主邁出有意義的步伐。在顧及北京的關注下，港府有需要抱持開放態度，面對政治安排需

要改進的事實，讓具備個人資歷且成功不靠忠於某一政黨的個別人士，可以透過相關安排晉身

立法機關。倘若港府有足夠的技巧，應可說明即使是西方的民主政體，亦不相信大多數意見理

應在不受限制的情況下主宰一切。 
 
故此，港府面對的挑戰是尋求一個可以接受的模式，使普選與繼續代表少數意見甚至是特殊利

益的制度結合起來。許多國家均能透過兩層立法機關的形式解決這類問題。在這種制度下，第

二層議會的成員可以透過直選或間選產生，或甚至透過委任產生，而其任務的「政治色彩」，

則低於所有代表均透過普選產生的另一層議會。 
 
本文將會展示，不論是港府抑或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均覺得兩院制這個選擇有助香港邁

向《基本法》承諾的普選。但在最近幾個星期，這項可能性看來遭遇若干挫折，因為港府官員

發覺，兩院制並未引起多大興趣，而且即使是經過精心挑選而獲邀參與討論的人士，亦對這個

課題缺乏興趣。然而，港府並未擯棄兩院制這個可能性。顯而易見的是，這個選擇太有價值，

港府並不願意就此放棄。1  
 
本文會審視為何中央及港府均如此看重這個選擇、檢視中央及港府對政制改革及兩院制可能作

出的貢獻抱持的態度，以及討論香港對這個概念的保留態度。而且，本文亦會點出兩院制對解

決目前政制改革的僵局可能作出的貢獻，並會討論這種制度到底是有助抑或有礙香港的有效管

治。 
 
 
功能問題 
要尋求日後政制改革可以接受的方案，最大的問題是功能界別的未來去向。一個經普選產生的

立法機關，如何能保留經間接選舉產生的功能界別呢？要在不久的將來推行重大的政治改革，

這項課題成了主要的障礙。建議香港設立兩院制的立法機關，與解決這個困局的方案有直接關

連。2 
 
在《基本法》下，中央有責任實現普選。但在 2004 年 4月，中央頒令香港須保留英治時代設

立的功能界別，因為中央相信，任何邁向西方式民主的急劇演變，均會危及資本主義經濟及削

弱政治上的和諧。 

 
在中央是次介入以前，港人相信香港和現代世界其他先進社會一樣，理應透過普選挑選其行政

長官及立法機關成員。剔除功能界別被視為這個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安排。 
 

                                           
1 可留意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言詞小心：「至於是否暫時擱置兩院制的討論呢？⋯」（加強語氣），

政府新聞處，2006 年 11月 6日。 
2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聲稱：「一旦推行普選，現有的功能界別 — 設立目的是為了平衡社會各方面利

益 — 必須改變。但認為功能界別背後的利益團體會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將是不切實際的想法。同樣情

況亦見於設有兩院制的國家及地區，但其設計有所不同」，《中國日報》，2005 年 1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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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及港府均提出引入兩院制可以解決中央政策與港人期望之間的矛盾。假如立法機關分為兩

層議會，功能界別的代表便可以保留在「上議院」，安排一如其他司法管轄區，而另一層議會

的議席則專門保留予由全民直選產生的議員。 
 
 
官方政策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4 年否定於 2007 及 2008 年的選舉引入普選後不久，兩院制或可用

以解決香港政制爭拗這種說法便迅即冒出來。內地一位高官指出，功能界別對維繫香港的資本

主義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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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語氣）的這部分人[即商家]的利益、意見和要求得不到

應有反映。3 
 
這項具權威的聲明反映，倘若香港可以在立法機關內加入第二層議會，使商界及專業人士的利

益得到反映，功能界別才可以取消。 
 
然而，中央並未作出進一步聲明，鼓勵這種發展。傳媒偶爾的報導表示中國領導人繼續視設立

第二層議會為重要的選擇4，但公開表態則變得非常小心翼翼。因此，2005 年 12 月於深圳一
個有關憲制發展的重要座談會上，同一位官員容許他人以非常不帶承諾的方式，引述他就探討

引入兩院制發表的談話。他表示其談話只限於評論可能需要修訂《基本法》以備有關安排。5  
 
其後便由港府主動提出建議，使這項選擇保持在考慮之列。2005 年 10月，港府決定由策略發

展委員會專門負責討論未來的憲制發展。政制事務局提出一系列方案，設法點出必須處理的主

要議題。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文件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集中檢討兩院制及這種制度在外國如何運

作。6然而，該委員會轄下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在 2006 年 11 月一個檢視兩院制的工作坊

上，小組成員對相關概念並不熱切。7 
 
這個結果並未令人感到意外。港府在推廣這個解決方案時注定要面對重大障礙。 
 
• 在起草《基本法》時亦出現類似建議，但遭否決，結果由現有安排取而代之。 
 
• 香港內部實質上無人支持有關建議。在尋求公眾關注兩院制一事上，鍾逸傑爵士及工商專

業聯會的聲音相當孤單，而且大部分無人理睬。 
 
• 採納相關建議可能需要修改《基本法》，港府本身不能保證中央會贊成有關修改。 
 

                                           
3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探求香港政制發展正確之路」，《南華早報》，2004 年 4月 29
日。 
4 近期的例子包括，有報導指國家主席胡錦濤可能在香港慶回歸 10周年的慶典上，提到兩院制的問

題。《南華早報》，2006 年 10月 17日。 
5《中國日報》，2005 年 12月 3日。 
6 策略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行政長官產生辦法及立法會產生辦法最終普選模式初探及

相關議題》，政制事務局，立法會 CB（2）519/05-06（02）號文件，2005 年 11月。 
7 策略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於 2006 年 11月 6日舉辦了一個工作坊，研究立法會選舉。在

工作坊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表示，有幾位參加工作坊的委員對香港採納兩院

制的構想表示保留。見 Tonny Chan的”Controversial bicameral plan faces ax”，《虎報》，2006 年 11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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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推廣兩院制概念造成最大障礙的，卻可能是港府採取的策略。港府一方面設法把兩院制持

續納入討論議程，但礙於議題涉及明顯的政治風險，所以另一方面又顯得小心翼翼，設法避免

就這個概念作出正式的承諾。然而，即使外間對 11 月的工作坊反應令人失望，港府官員仍設

法拖延最終否決這個方案的決定。8 
 
 
歷史遺留的問題 
政制事務局的文件看來是意圖豉勵大家認真研究兩院制。而且，該文件可能還有進一步的目

標：在決定政治改革措施方面，界定香港獲准享有的自治程度有何局限。 
 
該文件全面論及《基本法》第 45及 68條就邁向普選所作的承諾。在中央於 2004 年介入前，

這些條文在香港已差不多被普遍詮釋為「賦權條文」，容許香港以普選取代間選。9 
 
政制事務局的文件亦巨細無遺地引述了港澳辦主任及前國務院副總理與外交部長姬鵬飛於

1990 年向全國人大作出的「解釋」。 
 
姬氏的聲明包含了兩項主張，其後中央便將這兩項觀點解釋為香港憲制發展的「限權條文」。

這些條文為： 
 
• 「⋯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利益，有利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 
 
• 「⋯保持原政治體制中行之有效的部分」。 
 
香港並未認知這些「限權條文」的重要性。 
 
• 大眾假設相關事宜會以《基本法》的清晰語句而非港澳辦的正式聲明為準（儘管有關聲明

是由姬氏這樣的高官發表）。10  
 
• 即使是知名的內地法理學家，亦未視該項「解釋」最終有權決定 2007 年後的政治改革範

疇。11  
 
• 中央本身在 1997 年以前已宣稱：「有關 2007 年以後香港特區立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

生⋯是由香港特區決定的問題，無需中國政府保證。」12 
 
第二份政制事務局文件則詳細說明了該項「解釋」如何在姬氏發表 15 年以後適用於香港。13

該份文件的主要論點是香港仍然深受歷史影響。 
 

                                           
8 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政府新聞處，2006 年 11月 6日。 
9 相關節錄來自政制事務局的文件，該文件探討了《基本法》及姬鵬飛的「解釋」，詳見本文件的附

錄。 
10 內地法理學家堅持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而非任何個別官員有權解釋《基本法》，新華社，1999 年 2
月 6日。 
11 尤其可以參照蕭蔚雲的《香港基本法與一國兩制的偉大實踐》，（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第 276-7、 280-1、316-7、324-5頁。 
12 外交部，《Facts about a Few Important Aspects of Sino-British Talks on the 1994/95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n Hong Kong》（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年），第 34頁。 
13 策略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特區政治體制綜覽》，政制事務局，立法會 CB（2）
519/05-06（01）號文件，2005 年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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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經濟發展歷史說明，經濟繁榮主要倚靠工商界、中產階層、專

業人士、勞工階層和社會其他各階層的共同努力。故此，這項原則涉及

如何妥善地處理好兼顧各階層的利益，以達到保障穩定繁榮的目標。」
14  

 
基於這個原因，該文件認為功能界別必須保留。然而，政制事務局的分析確認保留功能界別與

實現普選存有內在矛盾。15該文件暗示「在最終達至立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時」，

採納兩院制可以找到解決方案。16 
 
行政長官的觀點 
雖然坊間有許多學術論文供公眾討論抽象的政制改革，但這些政制事務局的文件比那些學術論

文帶來更多訊息。行政長官曾蔭權個人亦同意有需要嚴肅對待兩院制這個議題。 
 
在一份重要的公告內，他概述政府在尋求落實《基本法》那些明確條文時面對的實際困難，以

及姬氏於 1990 年就政制改革提出的保留，而這些保留仍繼續影響中央對香港的態度。 
 

我們也沿用了循地方選區選出代表的制度。而從功能界別選出的議員，代表

了社會上一些重要界別，例如工會、商會、衞生服務、社會福利、工業、製

造業、金融服務業，以至鄉事界別。這些功能界別代表社會上各類強大的利

益團體，並扎根於我們的政治制度。我們不能輕率地把他們刪除或取消。 

 

至於行政長官選舉，普選的意義相當明確，就是每名選民都有機會選出香港

特別行政區的領導人。但立法會如何達至普選，《基本法》並無着墨。舉例

來說，究竟我們應該維持單議院制，還是追隨大部分在民主制度上有長足發

展的地方，採用兩議院制？我們應否保留功能界別？如不保留功能界別，如

何能夠逐步淘汰，而不致引發長期政治混亂和不明朗的局面？一旦出現這種

局面，將會嚴重打擊香港經濟。17 
 
至於勞工階層、衞生服務及社會福利界別應否列為他所說的「社會上強大的利益團體」，則有

待商榷，因為罷工相當罕見，而衞生及福利界儘管有其功能界別代表，但近年這兩個界別卻未

能阻擋嚴峻的財政緊縮措施。而且，勞工、衞生及福利界別的立法會議員亦傾向支持以直選取

代功能界別制度。但商界代表及「鄉事」利益（鄉議局）的聲音確是強而有力，而他們的意見

正是反對取消功能界別制度。 
 
假設取消功能界別制度會引發行政長官憂慮的局面，即「長期政治混亂和不明朗的局面，一旦

出現這種局面，將會嚴重打擊香港經濟」，實在欠缺理據。中央過去曾埋怨英政府「試圖在

1995 年以直選方式選舉全部立法局議員⋯並且將功能界別合資格選民的數目增至 114 萬，試
圖改變功能界別選舉的性質」。18雖然北京指責這些舉措帶來不穩，但香港的政治生態未受破

壞，經濟並未衰退。 
 

                                           
14 同上，第 4頁。 
15 這種矛盾隱含於文件提交討論的問題中：「在最終達至立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之前，立法

會現有的功能界別應當如何演變？」。同上，第11頁。 
16 假如不擬嚴肅考慮以兩院制作為實際的解決方案，政制事務局為何在提及達至全面普選的目標時，提

到這個問題？同上，第 11頁。 
17 政府新聞處，2005 年 11月 4日。 
18 外交部，《Facts about a Few Important Aspects of Sino-British Talks on the 1994/95 Electoral 
Arrangements in Hong Kong》（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年），第 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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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的分析 
在中央發表的聲明中及港府把情況套用到香港時，均隱含明顯的憂慮，擔心由全體市民自行挑

選其領導人時，社會的穩定能否受到保障。中央相當明確地假設(官員的宣述已反映)香港受互
相矛盾的階級利益支配，而且這些矛盾永遠有可能變成互相敵對。19 
 
有兩個原因令中國共產黨很自然地從這個觀點出發。其一涉及意識形態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已

大力強調要更為高度確認商界人物及私人機構在國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特別是透過前國

家主席江澤民提倡並由其繼任人胡錦濤繼續推動的「三個代表」論20）。本地商界領袖大力游

說，指香港的資本主義很易受平民主義者壓迫，上述趨勢正好使中國領導人對這種說法保持敏

銳。由於內地容許更多成功的資本家晉身政治舞台，我們很難期望中國共產黨對推行措施削弱

這些人在香港的政治影響力表示同情。 
 
影響中國領導人如何取態的另一個因素，則是內地現有的政治架構。過去中國共產黨一直尋求

容許具有影響力的團體（例如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宗教組織及其他團體），在國家及地區政治

架構內佔有代表席位。因此，中國已有一個兩層模式的政治代議制。 
 
• 立法機關是全國人大。 
 
• 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則旨在代表多類團體及利益，發揮監察功能。21  
 
根據官方的界定，政協的主要任務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參政議政」22。儘管政協缺乏立

法的權力，但國家主席胡錦濤已指示各級政府及中國共產黨「要積極發揮人民政協對國家憲

法、法律和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行、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工作的監督作

用」。23 
 
因此，作出政治安排讓各種特殊利益團體參與討論是內地政治架構令人熟知的一個特點，其中

大眾尤其熟悉的是，這種運作方式可以動員外界支持政府，減少政治及社會矛盾。 
 
就香港而言，中央似乎覺得大商家好像內地的少數派那樣，可能會覺得自己的權利實質上被剝

奪，所以需要特別照顧。 
 
固守特權 
要促進功能界別的發展或者設立第二層議會以保障大商家，其中一個難題是香港並無這種特別

安排。相關民意調查顯示的壓倒性趨勢，是香港的資本家從來不是受到危害的一群。同時，相

關資料亦證明，港人對「階級鬥爭」相當缺乏興趣。 
 

                                           
19 有關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已清楚說明：「《基本法》規定：“香港

特別行政區不實行社會主義制度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度和生活方式，五十年不變。＂按照馬

克思主義理論，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生產資料的私人佔有制，包括低稅、高效、法治、多

元。」，政府新聞處，2004 年 4月 26。 
20 例子見此理論連同三卷《江澤民文選》於 2006 年出版的報導，新華社，2006 年 8月 9日，以及
《人民日報》， 2006 年 8月 10日。 
21 1982的憲法在序言中界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了重

要的歷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

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 
22《人民日報》， 2001 年 3月 2日。 
23《人民日報》， 2004 年 9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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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和大部分先進社會的人一樣，覺得自己主要屬於「中產階級」。說他們尋求勞工階級的利

益，或他們視政治活動為重新分配收入使自己受惠的良方或為採納「平民主義」經濟及社會政

策的良方，實際上並無根據。 
 
如果要說港人有甚麽觀感，那就是商界已享有太多特權，而且任人唯親及欠缺透明度已因此可

以蓬勃發展。事實上，港府顯示傾向從事偏幫商界的建設項目時，惹來的廣泛猛烈抨擊不單源

自社會大眾，而且亦源自多類商業機構。 
 
從數碼港的爭論以及港府未能透過公開招標推進這項發展計劃，尤其可以清楚看到這種傾向。

西九龍的建議發展計劃，以及紅灣半島以至較近期的西灣河發展項目惹起的爭議，均涉及類似

問題。 
 
公眾的關注並非只限於地產界。商界人士亦放心不下，認為有需要更加投入建設機會均等的營

商環境，所以 2005 年內不少商界人士亦支持立法加強市場競爭，結果是迫使港府就競爭法及

規管專利事業運作方式展開公眾諮詢。24 
 
政治上的便利 
因此，港府亦感到公眾的壓力。各級官員，包括行政長官，則埋怨立法會缺乏尊重與合作，更

聲稱《基本法》要求立法會議員對港府表示尊重和合作。25港府官員尤其容易被立法會的直選

議員激怒。 
 
但大家必須注意，殖民時代過後政局一個惹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面對一些可能被形容為「反

福利」的政府政策，直選的立法會議員往往未能大力游說其他人反對。 
 
• 他們只是温和地阻止教育及醫院收費大幅增加、減建公屋以及減少給予長者和殘障人士的
服務。 

 
• 在失業率上升及通縮加劇之際，他們並未反對削減公營部門的規模及薪酬水平。 
 
在港府提出有需要緊縮財政預算時，直選的立法會議員與其功能界別的同僚一樣，同是那麽容

易被港府的訴求說服。簡而言之，他們對「傾向社會主義」的措施並未顯得感興趣。 
 
但對於港府而言，功能界別在政治上較為便利，因為整體而言他們的要求仍是少於各政黨。 
 
• 商界代表並不向普羅大眾承擔責任。 
 
• 他們的議事範圍相對狹窄，而且大部分均是有關維持「對商界友善」的政府。 
 
由於滿足個別範疇商界利益團體的要求，總易於滿足社會普羅市民的期望，所以保留功能界別

令港府獲益良多。 
 
然而，曾蔭權已作出相當讓步，設法拉攏民主建港協進聯盟（民建聯）。港府與這個政黨聯盟

的重要好處，是使港府除可依賴大部分功能界別的自由黨議員外，還可獲得該黨補充若干票

數。 
 

                                           
24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促進自由競爭—保持經濟動力》，2006 年 11月。 
25 可參閱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的攻擊。《明報》，2005 年 9月 13日； 財政司司長唐英年的埋怨，政
府新聞處，2006 年 3月 29日；以及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與梁耀忠及李柱銘的對話，政府新聞處，
2006 年 2月 15日及 2006 年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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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港府尋求民建聯支持亦要付出相當的政治代價，因為民建聯的主要目標是爭取直選。 
 
• 大規模的政黨希望爭取修訂政府建議的權利，以顯示其影響力。 
 
• 他們希望其黨員獲委任參與高姿態及地位崇高的公營團體，以增加其知名度。 
 
• 社會對大型政黨評價不高。26無可避免的是，公眾既不相信政府與商界建立的密切關係，

亦同樣相當懷疑行政長官與個別政黨建立的聯盟。27 
 
總括的結論必定是，港府會發覺倘若提早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處理立法會便會更為複雜。正可

能是基於這個事實，港府官員才會嚴肅看待過渡至兩院制的可能性。 
 
缺乏熱情 
簡而言之，由於擔心推行更大規模的民主時資本主義能否維繫，所以中央希望保留功能界別。

而港府希望繼續保留功能界別，則是因為此舉可使各級官員更容易與立法會議員打交道。從上

文的論述可知，對於設立第二層議會以便功能界別有可能保留於第二層議會內這項選擇，港府

已壯着膽子盡量保持開放。 
 
但總括而言，政界、商界及社區領袖對兩院制明顯欠缺熱情。這種態度在一定程度上反映政治

爭議的重點是普選，而非在政治體制內保留商界的支配角色。 
 
過去商界領袖亦曾偶爾表明支持兩院制，其中最突出的是吳光正。28他的論點是這種安排除符

合海外的憲制慣例外，亦對保留功能界別特別重要。但總而言之，商界對此仍是冷淡為主。 
 
舉例而言，自由黨的田北俊已宣稱商界對這個建議興趣不大。他表示這個建議在起草《基本

法》時雖經廣泛討論，但未能贏取支持。他個人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以直選議席取代功

能界別，並可由「選民基礎較大或有較大機會轉為直選[的功能界別開始，例如教育界」。這

種策略可給予商界利益團體一個空間。29 
 
 
檢討失敗 
雖然公眾對這個議題漠不關心，但香港工商專業聯會的反應是例外的。2005 年 7 月，該會對
兩院制進行了詳細的檢討，包括大規模分析海外的經驗。30其最顯眼的特點是意圖指出，設立

第二層議會將如何配合中央對推行普選的保留。 
 
相關報告旨在致力展示，在減低商界疑慮及配合中央要求方面，設立第二層議會具有潛在的價

值。同時，該報告不大贊同要求普選，而且對西方式民主的內在優點表示一定的保留。 
 
有關檢討雖曾吸引若干傳媒注意，但卻無法吸引商界或中央政制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廣泛認同。 

                                           
26 有關公眾對政黨的尊重程度處於低水平而且日見低落，詳見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香港政黨、政策

及政治改革》，2006 年 5月，第 76-85頁。 
27 有關批評曾蔭權與民建聯的關係愈來愈密切，例子見《蘋果日報》，2006 年 4月 6日及 2006 年 4
月 13日。 
28 《中國日報》，2004 年 4月 28日。至於其他富豪的評論，見陸恭蕙的「Government and business 
alliance: Hong Kong’s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陸恭蕙與思匯政策研究所（編 ）的《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第 1章。香港：香港大學出
版社，2006 年，第 36-38頁。 
29《中國日報》，2005 年 11月 29日。 
30《兩院制的立法機關》，香港：香港工商專業聯會，2005 年。 



香港推行政治改革的新機遇：一個立法會，兩個議院？ 

 8

這個結果有兩種重要的意義： 
 
• 社會普羅階層對討論如何保留功能界別興趣不大或毫無興趣。推行普選被視為是關鍵的課

題。31  
 
• 商界對利用複雜的憲制創新方案來保障功能界別無甚興趣。這個假設看來是基於中央會確

定保留其利益。 
 
清楚不過的是，除非有一個擁護資本主義的大型政黨在政治體制中緊緊守護商界的利益，使中

央感到放心，或者設立第二層議會，否則中央仍會繼續阻擋邁向重大政治改革的步伐。 
 
自由黨顯然未能在政壇上達致理想的成績，以符合中央的首項條件。至於民建聯，雖然亦致力

拉攏大企業家及中產市民，但在本地商界利益團體眼中，亦難以發揮上述作用。32   
 
難道只有兩院制才是另一個出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我們便別無選擇，而只有嚴肅看待這

個課題。不過，要在一個如此長時間實行單院制的體制中加插第二層議會，無可避免要面對很

多難題。 
 
 
前路何往 
在此背景下，若港府對兩院制的選擇給予更強力的支持，將會獲益良多。但截至目前為止，港

府仍是猶豫未決。港府官員強調的是，這只是 2005 年就政制改革進行諮詢期間提出的選擇之

一，港府並無特定的承擔。33若港府維持這個立場，引起社會大眾對這個選擇產生廣泛興趣的

機會仍然渺茫。 
 
香港官員一直靠含蓄暗示，若要在不久將來真正邁步走向普選，兩院制可以認真滿足中央的先

決條件。同時，中央亦採取相似的看法，但更為簡接。 
 
若要向前邁步透過兩院制尋求解決方案，港府必須主動與各政黨以至社會大眾坦率對話。行政

長官必須比其他官員更清楚地詳細說明，中央在可見的未來仍不會容許進行任何憲制改革，致

使商界利益團體無法在立法機關內保留強大的聲音。 
 
中央堅決保護資本家和這些資本家目前掌握的支配地位具有下列多重意義。即使這些意義可能

令人感覺討厭，香港在憲制發展的過程中實不可忽視。 
  
• 即使在推行普選以後，經直選產生的立法會議員仍不得實行商界普遍反對的措施。因此，

要通過立法會的議案，仍須繼續得到大部分直選及功能界別的議員的支持。 
 
• 與商界有關的功能界別將要保留，但或可進行一定的革新。 
 
• 港府難有希望勸服中央改變其根本立場。 
 

                                           
31 民意調查顯示，社會絶大部分人均致力追求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的選舉推行普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

劃，《香港政黨、政策及政治改革》，2006 年 5月，第 69-70頁。 
32 尤其重要的是，工聯會雖明顯與政府合作，答應阻延最低工資的立法工作，但卻未能在工人表示憤慨

下，堅持這個立場。《星島日報》，2006 年 10月 27日。 
33 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表示：「政府並未傾向任何特定制度，倘若社會大眾在討論終結時贊成推行兩

院制，政府會探討修訂《基本法》的可能性。」。《中國日報》，2006 年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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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港府必須說服市民大眾，中央及港府仍然致力實現《基本法》所涵蓋的普選。應該認知

的是，要在達致這個目標的同時保留功能界別，將是進一步推展政治改革的主要障礙。 
 
結果是，港府應該改變目前的策略。 
 
• 港府不應再堅持普選是一個含糊不清的概念，要在香港的環境中作出特殊的解說。34此類

爭拗會令人覺得港府欠缺誠意推動普選。 
 
• 港府不應再聲稱民主威脅經濟繁榮及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35此類爭拗會令公眾更加譏諷

港府的誠意，因為並無政黨支持重新分配財富或建立一個福利社會。 
 
• 港府不應再提出，設立包含間選或甚至是委任議員的第二層議會，是代替普選的上好方

法，而且外國亦有許多先例可援。36此類爭拗會被解釋為港府的花招，旨在把公眾的注意

力從真正的普選議題分散他處。 
 
港府亦必須更為積極地界定第二層議會如何運作：該議會在阻擋立法及阻截財政措施方面有何

權力。制訂憲法往往是相當複雜的工作，但外國有許多例子讓香港仿傚，使港府可以相當確定

立法機關的模式及其他相關後果。 
 
從某個角度來看，界定第二層議會的模式及其任務這項工作，對香港而言並不如其他地方那麽

艱巨。 
 
• 香港和一般的先進社會並不相同，香港的立法機關並無獨立權利可供制訂或改變政府政

策、引入法例，或者提出新訂的財政方案。根據《基本法》，港府有權阻止個別立法會議

員行使該等權力。 
 
• 因此，立法會實質上只有三種不受限制的權力：審議及條訂法例；削減或否決政府的稅務

或開支建議；以及調查和匯報政府的表現。 
 
• 這些「負面」的權力，即可以否決政府建議的權力，已由立法會的功能界別代表行使。 
 
• 在一般情況下，這些權力正是外國交由第二層議會發揮的功能。但有別於海外一般慣例的

是，香港第二層議會掌握的權力，不會大幅低於經普選產生的議會。 
 
 
值得努力？ 
在此種種限制條件下，香港值得努力建設第二層議會嗎？ 
 
港府應能基於改善施政質素的前景為兩院制辯解。目前檢討新法例的過程對一個規模相對細小

且屬兼職運作的立法機關，構成相當重大的壓力。法例草案差不多是常常包含若干瑕疵和缺

陷，只有經過逐子逐句的公開討論，這些瑕疵和缺陷才會浮現。 
 

                                           
34 顯著的例子有政制事務局的文件《對“普選＂概念的一般理解》。同時，亦可參閱《中國日報》，

2006 年 1月 18日。 
35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政府新聞處，2005 年 10月 26日及 12月 9日； 政制事務局局長林瑞麟，政府
新聞處，2005 年 11月 30日；《中國日報》，2005 年 12月 1日。 
36 顯著的例子有政制事務局的文件《行政長官產生辦法及立法會產生辦法最終普選模式初探及相關議

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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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的經驗顯示，第二層議會可以減輕這種負擔，而且可以提高檢討及修訂法例的質素。但應

該注意的是，功能界別議員或可在審議新法例這方面作出較大的貢獻。37因此，第二層議會可

能需要加入更多由港府委任的議員（類似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慣例）。 
 
同樣，由於香港及其經濟活動變得愈來愈複雜，審議港府的開支計劃亦需要愈來愈多時間。基

於同一原理，第二層議會亦可減輕這種負擔。 
 
由於第二層議會的議員無需承擔等同直選議員的問責度，所以第二層議會將會成為較少「政治

色彩」的議事場所，讓各級官員可以鋪陳其方案及解釋其建議。這使政府可以更有效地處理公

共事務，將其議程分為兩部分，一部分為較受公眾關注或更具爭議性的議題，必須交由更民主

的議會審議，而另一部分的議題則交由第二層議會審議。 
 
第二層議會可以給予香港的是： 
 
• 在目前的憲制安排下，功能界別可以因應商界的游說阻截若干措施，但又無需直接負責，

因為結果會以立法會整體決議案的形式紀錄。 
 
• 但如果功能界別移至第二層議會，他們代表其選民的利益作出干預便會更為顯而易見。 
 
• 結果是改善重要事項（尤其是有關經濟及財務政策的事項）的議事及決議質素，因為社會
廣泛群眾的福祉（整體而言亦包括商界的福祉）與個別行業的狹隘利益有何區別，將可更

為明顯。 
 
再者，假如港府願意向港人坦承必須保留功能界別，而且顯示出真正開放地檢討可以如何改善

功能界別制度，有關憲制發展的討論將可望向前推進。38  

                                           
37 在陸恭蕙與思匯政策研究所（編）的《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內，已詳細分析有關課題。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第 7、8及 9
章。 
38 本文並未探討如何改革功能界別選舉制度或如何改善功能界別在立法會內的運作，因為陸恭蕙與思匯

政策研究所（編）的《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已大幅探討這些課題。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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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節錄自策略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行政長官產生辦法及立法會產生辦法最終普

選模式初探及相關議題》。39 
 

《基本法》第四章及有關附件具體規定了特區的政治體制。《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行政長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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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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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鵬飛主任在一九九零年三月二十八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上發表關於《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說明中指出，香港特別

行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兩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律地位和

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

層的利益，有利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行之有效的

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度。 

 

 

                                           
39 上述資料是港府多份政制改革討論文件的標準內容，例如是策略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

《《基本法》中有關“普選＂條文的憲制基礎》，政制事務局，CSD/GC/2/2006，2006 年 1月，以及
《對“普選＂概念的一般理解》，政制事務局，CSD/GC/3/2006，2006 年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