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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立會拉布惡果
第五屆立法會（2012年至2016年)

會議時數

議員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

因為法定人數
不足而休會

今屆立法會（2016/17年度）

會議時數

議員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

因法定人數
不足而休會

資料來源：立法會秘書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2,174小時
（較上屆多14%，即266小時）

1,478次，消耗逾220小時
（其中2015/16年度近600次）

18次
（其中2015/16年度達11次）

407小時

95次，消耗逾16小時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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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條文修訂針對的議會問題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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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建議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修訂

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由全體議
員一半下調至20人

除與撥款法案有關外，其他二讀法案在負
責議員發言後就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若有議員獲得立法會主席同意而提出可無
經預告而動議的議案則例外

議員若要無經預告動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
離場，須獲立法會主席或相關委員會主席
同意才可動議

立法會主席或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
選擇，或指示他認為在議案或任何法案上
類同的兩項或以上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
併、要求議員解釋等；被認為瑣屑無聊或
無意義的修正案，不可予以動議

主席可命令於任何時間恢復會議或召開會
議，以適當地完成會議上未完事項，或處
理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的未完事項

將呈請書門檻由20名議員起立要求，提
高至全體議員一半起立要求，才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提出縮短點名表決鐘聲鳴響時間的議案，
須在1分鐘後就點名表決，而毋須經辯論

議員若發言有問題或行為極不檢點，主席
可指示該議員不得繼續發言，或須命令其
立即退席，並不得繼續參與該次會議

二讀法案的議案如獲通過，即交付予全體
委員會（須交付專責委員會的議案例外）

發回重議的法案，在官員發言後隨即交付
內務委員會，除非有議員獲得立法會主席
同意而提出可無經預告而動議的議案

針對問題

反對派狂點人數以致休會待
續的問題，現時立法會內建
制派議員只有40人，在反對
派經常不出席的情況下，若
長時間需要35人留守會議，
就很容易「流會」

早前在首讀及二讀《銀行業
（修訂）條例草案》時，
「自決派」朱凱迪引用這條
「封塵」20年的條文，動議
不將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
理，觸發另一場辯論，浪費
了逾9小時會議時間

為阻撓立法會討論「一地兩
檢」無約束力政府議案，朱
凱迪早前用此從未動用的條
文去拉布

反對派過往提交數以千計的
修正案，拖長會議討論

以免一「流會」就要再等起
碼一星期

現時20人就可提出呈請書，
門檻太低，屢被反對派議員
濫用，就不同政治議題表態

避免反對派用有關議案去作
無謂辯論，浪費會議時間

以免議員在下節會議又再重
回會議廳搗亂

以免有議員借機提出毋須預
告的議案

縮短程序，以免有議員借機
提出毋須預告的議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
近年屢次陷入拉布泥沼，反對派不斷鑽
議事規則的空子，無目的、無止境、無
限制地拉布，令香港陷入議而不決、決
而不行的怪圈，故建制派日前提出修改
部分議事規則，糾正歪風。多名建制派
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過去
幾年整體拉布的情況愈趨嚴重，並斥反
對派是全方位拉布、為反而反，只為
「鬥氣」，已浪費了立法會不少時間，
故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是有其必要的，目
的是要議會重回正軌。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保險界議員
陳健波表示，過去幾年整體拉布的情況
愈來愈嚴重，「你看《2014年版權(修訂)
條例草案》、醫務委員會改革條例，反
對派真的是可以拉倒，以前最多都只是
拉布拉一段時間就算數。」

凡毋須預告的都拉餐飽
他表示，反對派不斷發掘新招數拉

布，但現時的議事規則在過去20多年都
沒有檢討、與時並進，故提出修改議事
規則是有其必要的，「以前大家都是君
子時，就可能不用修改，但現在反對派
已是濫用議事規則，不斷發掘新招數，
只要是毋須預告的他們都會提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反對
派於今屆立法會是全方位拉布，在立法

會大會、財委會、工務小組等不同委員
會均有拉布，情況十分嚴峻，「上一個
年度的財委會、工務小組獲批項目已比
往年為少，好多東西已經積壓了下
來。」
她又批評，反對派拉布行為是無所不
用其極、為反而反，只為「鬥氣」，已
浪費了立法會不少時間，「只要是他們
不喜歡的、不完全符合他們心意的，就
提中止待續、點人數、佔領會議室等
等，近期還在議事規則裡鑽空子，用一
些陳年條例來拉布。」

不再立名目只求隨意拉
因此，葛珮帆表

示，建制派提出修改
議事規則是有其必要
的，目的是要議會重
回正軌，令反對派不
能再無休止拉布，而
是有節制地表達意
見，「雖然即使全部
通過（修改），都不
能杜絕反對派的無賴
拉布，但總不能夠什
麼都不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何啟明表示，現時拉
布情況比以往嚴重得

多，「當年（黃）毓民、『長毛』（梁
國雄）都話會巧立名目去拉布，但現在
反對派是隨心的，你看朱凱迪就知，他
隨便找一條議事規則出來就可以癱瘓議
會十幾個小時。」
他表示，市民已對拉布非常厭倦，而
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是合理要求，
未來將會繼續向市民講解其必要性，
「例如是為何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法
定人數由全體議員一半下調至20人，因
在反對派經常不出席的情況下，若長時
間需要35人留守會議，就很容易『流
會』。這些都是要向市民講清楚的。」

建制：「鬥氣」喪拉須煞停

立法會內建
制派和反對派
未來的鬥爭仍

將十分激烈，相信除了是修訂議事規
則外，「一地兩檢」及國歌法立法也
將成為反對派的拉布「戰場」。

廣深港高鐵能否如期於明年第三季
通車，「一地兩檢」實施至為關鍵。
特區政府早已表示，將會依據「三步
走」的建議推展有關工作，令高鐵通
車時能夠在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
檢」。惟反對派卻以負面情緒對抗理

性安排，宣稱必定要拉倒議案，以月
前討論的「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
為例，新界西立法會議員朱凱迪便先
後引用議事規則第五十四（四）條及
第八十八條，實施「那渣」招數拉
布。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已表決通過

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國歌法
將作為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須
於本地做好立法工作。不過，從反對
派議員的目前行為來看，他們最終目
的是要拖延立法程序，甚至重玩反對

二十三條立法一套，企圖以各種藉口
阻礙國歌法本地立法，將反國歌法變
成他們爭取政治本錢的契機。
因此，建制派倘能藉反對派人數不

足的情況下，扭轉劣勢，完成修訂議
事規則的工作，將有效防止反對派亂
拉布和動輒「點人頭」，確保議事論
政效率、確保行政立法關係回到香港
基本法規定的正確軌道上來，並可令
「一地兩檢」及國歌法立法等議題更
容易獲得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一地兩檢」國歌法將成拉布「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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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在審議「一地兩檢」中找出一條議事規則，癱瘓
議會十幾個小時。 資料圖片

反對派的拉布手段變本加厲，無所不用
其極，由最初的不停發言、提出大量

修正案，再演化到鑽議事規則空子，點算
法定人數及製造流會，更開始用上「中止
待續」及「休會待續」議案，啟動另一次
長時間的辯論。以立法會大會為例，每名
議員可發言15分鐘，倘每人用盡其發言時
間，一個小時只有4人可以發言，過程當
中有些人走了出去，會議廳內不足法定人
數35人，反對派又可以提出點算法定人
數，最多須花15分鐘等待足夠議員返回會

議廳。反對派最常用的手法便是將提這些
議案與點法定人數交叉運用，嚴重浪費會
議時間。

立會換屆 未見好轉
據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資料顯示，近年立

法會拉布情況確實愈趨嚴重。2012年至
2016年的第五屆立法會，會議時數長達
2,174小時，較上屆多14%，即266小時。
當中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高達1,478次，
消耗逾220小時；而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休

會也有18次。
另外，據統計，自反對派聲稱要「全面不

合作」的5年以來，即是由2012年至2017
年，立法會大會因點人數及流會，至少損失
479小時會議時間，在審議《撥款條例草
案》（預算案）的拉布戰就消耗1.1億元公
帑，也有多項工程因未能如期獲批撥款，而
令造價上升。
今屆立法會的情況也未見好轉，2016/17

年度會議時數已有407小時。議員要求點算
法定人數也有95次，消耗逾16小時；因法

定人數不足而休會亦有2次。

在席放寬 主席增權
因此，建制派於今個立法年度決定提出

修改議事規則，堵塞漏洞。為了防範反對
派狂點人數以致休會待續的問題，建制派
建議將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法定人數由
全體議員一半下調至20人，以免在反對派
經常不出席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流會」
情況。
建制派又建議，主席可命令於任何時間恢

復會議或召開會議，以適當地完成會議上未
完事項，或處理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
的未完事項，以免一旦「流會」就要再等起
碼一星期復會。
此外，針對反對派過往經常提出大量無謂

的修正案問題，建制派建議，立法會主席或
立法會全體委員會主席有權選擇，或指示他
認為在議案或任何法案上類同的兩項或以上
的議案或修正案予以合併、要求議員解釋
等；被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不
可予以動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自香港回歸

後，經過多年「蜜月期」，

卻在激進反對派進入議會後

出現連串拉布戰，上屆更有

主流反對派加入戰團，他們

或以「反惡法」、「反大白

象工程」為幌子，或直言不

諱以拉倒特區政府施政為目

標，令議會浪費大量公帑及

時間，也令不少與民生相關

的法案及撥款未能通過。有

見及此，建制派於今個立法

年度決定提出修改議事規

則，堵塞提出大量修正案、

點算法定人數等漏洞，不讓

反對派繼續變本加厲地拉

布。

瘋狂拉布無理
修訂規則有據

■反對派經常只留小貓三兩隻在議會內負責要求點人
數，多次導致立法會流會。 資料圖片

■■市民用遊行來表達對議會無理拉布的反感市民用遊行來表達對議會無理拉布的反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