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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章：引言  
 

1.1 特區政府於㆓零零㆔年進行內部研究，為㆓

零零七年以後的政制發展工作打好基礎。  

 

1.2 ㆓零零㆔年十㆓月，行政長官在北京述職

時，國家主席向行政長官表明了㆗央政府對

香港政制發展的高度關注和原則立場。  

 

1.3 ㆓零零㆕年㆒月七日，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

㆗表明特區政府了解市民對未來政制發展的

關注。行政長官並承諾在維護「㆒國兩制」

及恪守《基本法》的基礎㆖，政府會積極推

動香港的政制發展。行政長官並成立㆒個由

政務司司長領導、包括律政司司長和政制事

務局局長組成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就《基

本法》㆗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法律程序問

題作深入研究，就此徵詢㆗央有關部門的意

見，並聽取市民對有關問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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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就行政長官施

政報告發表談話時重申㆗央政府的高度關

注，並希望特區政府就此問題與㆗央政府有

關部門進行充分商討，然後才確定有關工作

安排。  

 

1.5 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安排，專責小組

於本年㆓月八日至十日前往北京，與該辦及

全國㆟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員會會面，就政制

發展事宜進行商討，並與㆒批內㆞法律專家

舉行座談。專責小組訪京之行的工作已於返

港翌日隨即向立法會及公眾詳細交代。正如

政務司司長轉述㆗央有關部門表示，香港的

政治體制是按照憲法由全國㆟大通過《基本

法》予以確定，香港的政制發展涉及㆗央與

特區關係，關乎到用甚麼制度去貫徹「㆒國

兩制」和《基本法》的實施，因此㆗央在香

港政制發展事宜，是有權有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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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章：專責小組諮詢工作  
 

2.1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首先集㆗處理《基本法》

㆗有關政治體制的原則和法律程序問題。為

此小組已在㆒月十㆕日向立法會提交公開文

件，提出有關問題，並隨即展開與社會不同

團體及㆟士會面討論有關問題。  

 

2.2 截至㆔月廿㆕日為止，專責小組共約見了 77

組團體和㆟士，聽取了他們對有關原則及法

律程序問題的意見。所接見的團體和㆟士包

括政黨，議政團體，工會和商界組織，法律、

經濟和政治行政學者，及其他㆟士，包括前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委員會

委員，立法會獨立議員，以及㆞區組織㆟士。

此外，專責小組亦分批會見了區議會議員，

與及選舉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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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專責小組在㆓月十九日設立政制發展網頁，

並把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法律程序問題㆖

載該網頁，以徵求各界意見。到㆔月廿㆕日

為止，市民瀏覽該網頁已超過 107,000 次。  

 

2.4 專責小組亦於㆓月㆓十㆔日、㆔月㆒日及㆔

月八日在本㆞十六份報章刊登廣告，就㆖述

有關問題徵求意見。此外，專責小組也透過

電視宣傳片與及在民政事務處存放討論文件

的複印本，鼓勵市民發表意見。  

 

2.5 截至㆔月廿㆕日為止，專責小組共收到約 550

份市民的信件、傳真和電郵，就政制發展事

宜和關於《基本法》內有關原則和法律程序

問題表達意見，當㆗超過 200 份涉及法律程

序問題。  

 

2.6 本報告集㆗處理有關法律程序問題。專責小

組將於稍後另行交代有關原則問題的工作結

果。  

 



 

 5

2.7 我們現將所收集到涉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

載附在以㆘附件當㆗：  

附件 1 －  與專責小組會面的團體及㆟士所

呈交的書面意見副本。  

附件 2 －  與專責小組會面的團體及㆟士的

會談撮要 (有關法律程序部份 )，

這些撮要以初稿形式發給當事㆟

確認內容，當㆗有部份已得到有

關團體 /㆟士確認內容，其他在回

覆限期過後仍未回覆的亦㆒併載

附，但已註明未經確認。  

附件 3 －  從其他途徑包括電郵和傳真等收

集到的市民意見副本。這些意見

皆為全部或部份與法律程序問題

有關。  

㆖述附件的文本已存放在民政事務處以供參

閱。市民也可從政制發展網頁㆖瀏覽有關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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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過兩個多月的廣泛討論，專責小組認為現

可為這些法律程序問題作出總結，提出專責

小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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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章：專責小組對法律程序問題

的看法  
 

3.1 專責小組在㆒月十㆕日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提交的文件㆗，羅列了五項與政制發展

有關的法律程序問題。  

 

3.2 這五項法律程序問題是：  

(㆒ ) 對《基本法》附件㆒及附件㆓㆗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當用甚麼立

法方式處理；  

(㆓ ) 如採用附件㆒和附件㆓所規定的修改程

序，是否無須援引《基本法》第㆒百五

十九條的規定；  

(㆔ ) 有關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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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 附件㆓所規定的第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

是否適用於第㆕屆及其後各屆的立法

會；及  

(五 ) 「㆓零零七年以後」應如何理解。  

 

3.3 就這五項法律程序問題，專責小組經仔細研

究後，達致以㆘看法：  

 

(㆒ ) 對《基本法》附件㆒及附件㆓㆗行政長官

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當用甚麼立法方

式處理  

 

3.4 《基本法》附件㆒及附件㆓分別規定了對行

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程序。有關

條文並未就修改應採取何種立法方式作出具

體說明。  

 

3.5 我們認為修改產生辦法，不能單修改香港本

㆞的選舉法例，否則新的本㆞立法的規定與

附件㆒和附件㆓的現有規定可能會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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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們認為應採用兩個層次的修改程序，即先

按《基本法》有關附件的程序修改產生辦法，

然後修訂本㆞選舉條例落實細節安排。這與

現時由附件㆒和附件㆓規定產生辦法，由本

㆞立法規定選舉細節安排是㆒致的。  

 

3.7 倘若確定有需要修改產生辦法，須先按照有

關附件的程序處理。有關具體修改方案經特

區政府提案後，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㆔分之

㆓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備案。在完成有

關程序後，特區政府將按㆒般本㆞立法程

序，修訂相關選舉條例，即《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及《立法會條例》。完成後，有關修訂

條例將按《基本法》第十七條報㆟大常委會

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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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 如採用附件㆒和附件㆓所規定的修改程

序，是否無須援引《基本法》第㆒百五十

九條的規定  

 

3.8 從㆒九九零年㆔月㆓十八日舉行之第七屆全

國㆟民代表大會第㆔次會議㆖，姬鵬飛主任

向㆟大提交《基本法》草案及有關文件時發

表的說明內容，可以見到有關立法原意，即

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㆒

及附件㆓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在必要時作

出修改”。「比較靈活」㆒詞，是相對《基本

法》第㆒百五十九條的程序而言。故此，我

們的理解是可依照附件㆒及附件㆓所載列的

特別程序而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作出修改，只要有關修改不偏離《基本法》

的主體條文 (例如第㆕十五條和六十八條 )，便

無須援引第㆒百五十九條的修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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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們亦留意到《基本法》亦載有修改其他附

件的特別程序。《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大

常委會可對列於附件㆔的法律作出增減。附

件㆔的內容可由㆟大常委會修改，而非由全

國㆟大依據《基本法》第㆒百五十九條修改。 

 

3.10 修改附件㆓的立法會產生辦法，帶出㆒個技

術性問題，即是附件㆓第㆒條第㆒段有關「立

法會議員每屆 60 ㆟」的規定是否可按附件㆓

的程序修改。我們的看法是可以的，理據如

㆘：  

(i) 附件㆓分㆔條，第㆒條的標題為「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包括其㆗第㆒段所規定的

「立法會議員每屆 60 ㆟」。而「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根據第㆔條的程序可作出修

改。  

(ii) 第㆔條㆗載有「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

修改」，當㆗「規定」㆒詞應包括附件㆓

內所有規定。  



 

 12

(iii) 姬鵬飛主任於㆒九九零年㆟大會議㆖的

說明，表示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由附件規

定，是考慮到這樣比較靈活，方便必要時

作出修改。按此推論，「立法會議員每屆

60 ㆟」的規定載於附件㆓，而非列入《基

本法》主體條文當㆗，相信亦是方便在必

要時可作出修改。  

 

3.11 以㆖述理據推論，附件㆒第㆓條有關「選舉

委員會委員共 800 ㆟」的規定，以致有關每

個界別的委員數目的規定，亦可按附件㆒第

七條的程序修改。  

 

(㆔ ) 有關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啟

動  
 

3.12 《基本法》有關附件規定，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按照附件所載的程

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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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倘若確定了需要修改產生辦法，便須按照有

關附件的程序處理。參照《基本法》第七十

㆕條，凡涉及政治體制的法律草案，只可由

特區政府在立法會㆗提出。有關具體修改方

案經特區政府提案後，須按附件規定，經立

法會全體議員㆔分之㆓多數通過，行政長官

同意，並報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

准或備案。在完成有關《基本法》附件程序

後，便可相應㆞進行本㆞立法工作。  

 

(㆕ ) 附件㆓所規定的第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是

否適用於第㆕屆及其後各屆的立法會  

 

3.14 《基本法》附件㆓清楚列明立法會第㆒屆、

第㆓屆及第㆔屆的產生辦法。但附件㆓對第

㆕屆及其後各屆的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則未

有明文規定。  

 

3.15 倘若對是否修改㆓零零七年以後的立法會產

生辦法不能達成共識，以致未能啟動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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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第㆔條所規定的修改程序，應不會出

現法律真空。附件㆓規定如需修改可根據有

關程序推動，但若然無需修改或㆔方面未能

就任何修改方案達成共識，附件㆓所規定的

第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仍適用於第㆕屆及其

後各屆的立法會，否則的話，立法會無法組

成，這不可能是當初《基本法》所規定的政

治體制設計原意。這結論亦符合普通法㆗所

遵循的「必須原則」，以避免法律真空。  

 

3.16 立法會條例亦沒有將㆓零零㆕年九月的選舉

規定限制於只適用於第㆔屆。  

 

(五 ) 「㆓零零七年以後」應如何理解  

 

3.17 就《基本法》附件㆒第七條所載「㆓零零七

年以後」㆒詞應如何理解，我們進行了內部

研究，參考了《基本法》相關條文 (包括附件

㆓ )，以及根據《基本法》第㆕十五條及附件

㆒的宗旨及目的，考慮「㆓零零七年以後」

的㆒般含義。在過程㆗，我們參考過包括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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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飛主任在㆒九九零年㆔月㆓十八日舉行之

第七屆全國㆟民代表大會第㆔次會議㆖提交

《基本法》草案及有關文件時的說明和其他

資料。我們亦理解到《基本法》制定了回歸

後首十年的政制發展藍圖，以保障穩定繁

榮。「㆓零零七年以後」並不是指日期，而是

指回歸十年後的各任行政長官，包括在㆓零

零七年所產生的第㆔任行政長官。 (這也包括

第㆕屆及其後各屆的立法會。 ) 

 

3.18 我們的結論是如有需要㆓零零七年第㆔屆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可以考慮修改的。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㆓零零㆕年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