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政黨發展開始步入第三個催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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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年是香港的選舉年。從 2011 年下半年開

始，香港五項重要選舉(區議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行政長官、立法會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將接踵

而至。有學者形容，香港的政治生態將隨着選舉陸續

到來而進入一個動盪的多變期。除了原有建制派與反

對派中的各政黨、政團，都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

戰外，近期紛紛湧現的一些新的政黨、政團和即將問

世的新的政黨、政團也必將加入選戰，從而使未來香

港的政治形勢變得更加複雜。 

較早前香港出現“組黨潮”，可以說標誌着香港

政黨發展開始步入第三個催生期。一般認為，香港政

黨發展的催生期相對集中在兩個時期：第一個政黨催

生期是 20 世紀 8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中，當時香港回

歸大局已經確定，加上代議政治開始興起，政壇遂風

起雲湧，政黨紛立，大家都在競選日後的話語權。在

香港政壇上有重要影響的民建聯、自由黨、民主黨、

前綫、民協、職工盟等老牌政黨、政團，大多都是這

個時期的產物。第二個政黨催生期是 2006-2008 年，

因為香港社會經歷了 2005 年政改方案爭拗，政制發

展再次成為主要政治議題引起社會關注，加上 2007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公佈香港普選路綫圖及時間

表，組黨進軍一時成為政治潮流。現在的公民黨、社

民連、經濟動力和專業會議等政黨、政團，就是在當

時歷史背景誕生的。1  下面着重就第三個政黨催生期

講兩個問題。 

 

 

一、近期成立新的政黨、政團主要情況 

 
(一) 言明走“中間偏右路綫”的“新民黨” 

“新民黨”已於 2010 年 12 月首次召開會員大

會，正式選出中央委員會，確立該黨“一正兩副”的

領導架構，即黨主席為前保安局局長、現任立法會議

員、滙賢智庫主席葉劉淑儀，副主席分別為滙賢智庫

副主席、著名皮膚科醫生史泰祖與前自由黨中常委、

縱橫 2000 集團主席田北辰，行政總裁則由余衍深出

任。 

2011 年 1 月 9 日，新民黨在柴灣青年廣場舉行成

立典禮，成為近期政壇熱話，令香港的政治版圖再起

變化。新民黨以“親近民心，革故求新”為口號，代

表親民和革除弊病。其公佈的《政綱》內容廣泛，涉

及政制及管治、經濟、民主三大範疇。宗旨(核心思

想)包括香港要建設健全的民主制度；推動科技創

新，藉以促進經濟轉型及產業多元化；以及縮窄貧富

差距，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建立更公平的社會。其中

建議日後普選可採“一人兩票”模式，並建議由執政

聯盟組成政府，同時增設副政務司司長輔助協調政策

局等。葉劉淑儀當時表示，自己暫無參選行政長官的

想法，將來則有意成為執政黨，並望可促成執政聯

盟，拉近行政和立法的關係。不過，後來葉劉淑儀多

次表示正考慮參選下屆行政長官。 

新民黨明言走“中間偏右路綫”。葉劉淑儀強

調，新民黨與其他政黨最大不同，是推動現任及前任

公務員參政。“該黨以基本支持者為主，包括退休公

務員、紀律部隊、中小企業及年輕人等，希望新民黨

作為平台，長遠目標是成為跨階層政黨。”2 新民黨

亦刻意不邀請中聯辦官員出席成立典禮，以示走獨立

和中間路綫。 

新民黨的顧問團共有 18 名成員，擁有各方面的

專才，可謂“陣容鼎盛”，其中包括前布政司鍾逸

傑、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長鄺其志、前廉政專員羅范

椒芬等高官，亞洲金融集團總裁陳智思、蘭桂坊控股

有限公司主席盛智文等經濟猛人。截至 2 月 15 日止，

新民黨的黨員已由成立時的 266 人增加到 310 人。 

∗ 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市法學會港澳台法律研究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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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當日，冠蓋雲集，不少政府官員及議員出

席，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保安局局長李少

光、環境局局長邱騰華等，一同見證這項政壇盛事。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於當日早上致電道賀，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也到場祝賀。 

香港《大公報》社評指出：由葉劉淑儀發起的新

民黨的成立，“政黨標榜走中間務實路綫，以中產階

層和公務員為主要對象，看來未來本港政壇將會增添

一份熱鬧。”有政治評論人士也稱，新民黨以其獨特

的建黨宗旨和走中間專業路綫的跨階層黨派方針，將

會給香港社會帶來一股新風。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僅 10 個月的新民黨，迎來

創黨以來第一場選舉。該黨派出 12 人參加 2011 年 11
月 6 日第四屆區議會選舉，最終取得 4 席，較參選前

增加 3 席。副主席田北辰參選荃灣愉景選區，擊敗民

主黨現任議員王銳德；在灣仔大坑選區競逐連任的黃

楚峰，亦擊敗空降的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田北辰形

容說，該黨的勝利是“優質民主發展的第一步”，反

映該黨的理性務實路綫，能吸引新選民，有能力開拓

新票源。 

 

(二) 搭好平台為社區服務的“社區十八” 

由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牽頭統籌，把 31 位

區議員聚攏起來組成以地區力量為骨幹的“社區十

八”(C18)，成立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其成員大部

分來自各區、不同黨派背景的區議員，包括民建黨、

自由黨、公民力量等成員，還有獨立議員。現有成員

已增加至 36 人。 

林大輝表示，當初成立C18 的目的，是希望籌組

一班志同道合的地區人士，主張由下而上地跨區協

作，然後向特區政府官員轉達地區意見。被問及C18
會否轉化成政黨時，林大輝說，完全沒有這個構思，

因為組織C18 是想提供一個平台，讓志同道合的有心

人士服務社區，亦不會局限對方來自哪一個黨派。

“有些人熱衷政治，但不想加入黨派，因為他們不想

有任何包袱，想輕裝上路，以自由身服務市民，亦不

用左右逢源。”面對本港政治生態的轉變，林大輝認

為回歸後民主逐步開放，選民人數增多，對香港來說

是好事。C18 將輕裝上路戰區選。3

不過，外界早前揣測 C18 是為 2012 年行政長官

參選人唐英年組班。對此，林大輝予於否認，他說：

“我無可能為一個人成立組織，然後孤注一擲，這是

膚淺的想法……你可以說 C18 同特首有關，因為如果

未來特首做得好，我們會支持，但你不可以說我和某

一個特首有關，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三) 與民主黨切割的“新民主同盟” 

民主黨以新界東支部成員為核心的“少壯派”

(改革派)於 2010 年 10 月高調“另起爐灶”，宣佈成

立“新民主同盟”時，揚言他們雖然與黨內高層就政

改方案問題上有理念分歧，但堅持不退黨，以便繼續

“監察黨務”，但兩個多月後，即 2010 年 12 月 19
日，在民主黨舉行會員大會之際，26 人卻選擇集體退

黨“贈興”，並正式註冊成立新政團“新民主同

盟”，事件在反對派陣營中引起一陣哄動。實際上，

這場退黨行動，外界不感意外，惟一令人吃驚的，是

這批人對原黨友嚴厲斥責的態度。 

退黨的西貢區議員、新民主同盟發言人范國威聲

稱“少壯派”與民主黨的主流立場出現嚴重分歧，尤

其是政改方案公佈本地立法後，“魔鬼細節”逐步浮

現，令人質疑民主黨有“政治分髒”之嫌，故“忍痛

分手”。他又說，民主黨領導層對少壯派改革意見置

若罔聞，民主黨已經變成溫馴民主派，他擔心最後會

變為建制派，因此選擇退黨。據報道，宣佈退黨的 26
人中有 4 名創黨成員、7 名區議員(包括民主黨前副主

席、中文大學生化系副教授陳競明在內)，半數人的

黨齡超過 10 年以上，以新界東支部的退黨情況最嚴

重。這對民主黨來說，無疑是個打擊。但連任民主黨

主席的何俊仁表示，黨員退黨影響不大，民主黨稍後

會加強地區工作，為未來兩個大型選舉做好準備。豈

料事隔不足一個月，民主黨再有創黨成員何淑萍等 12
名成員宣佈退黨，部分成員已表明會“過檔”到新民

主同盟，令民主黨在新界東的元氣大傷。 

核心成員陳競明表示，新民主同盟有“三不

做”，包括不就民主黨內務公開發表意見，不拉攏其

他民主黨員離黨，以及不組織新政黨。他強調，“新

民主同盟不是政黨，只是我們一眾志同道合人士結盟

而成的社運組織，但我們會參選 2011 年區議員選舉，

所以新同盟將是社運參政組織。”4 據傳媒報道，在

是次區議會選舉中，新民主同盟得了 7 個席位。 

 
(四) 不滿民主黨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選民

力量” 

2010 年 9 月，因不滿民主黨支持特區政府政改方

案而針對其成立的“選民力量”，外界一直傳說這其

實 是 社 民 連 前 主 席 黃 毓 民 背 後 操 控 的 “ 外 圍 組

織”。這批人開宗明義地講，他們成立該組織的目的

就是要狙擊曾經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民主黨，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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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其所採取的策略是：在

所有民主黨候選人參選的地區，都派人加入競選，讓

民主黨候選人以些微票數落選，實現他們一再強調的

“票債票償”的報復目的，令正受退黨潮困擾的民主

黨腹背受敵。 

選民力量有 6 名核心成員，包括外號為“星屑醫

生”的歐陽英傑，“快必”譚得志，“慢必”陳志

全、林雨陽，前港姐袁彌明及“劉嗡”劉嘉鴻。這 6
人都是網上電台的“紅人”，靠長年在網上罵特區政

府而出名。除此之外，基本上沒有別的政治能量，但

其專門針對民主黨的策略、卻使民主黨高層感到惴惴

不安。5 有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坦言，選民力量的做法

有如“落井下石”。民主黨內部分析，諸如選民力量

的團體，表面上是報復民主黨，讓民主黨選舉失利，

暗中是在替社民連、公民黨服務。通過打擊民主黨來

為公、社兩黨獲利。選民力量希望其成員能夠奏足 210
名“死士”，如果成事的話，就可以很壯觀，遍地開

花。但事與願違，夢想落空。 

 
(五) 激進的非理性的“人民力量”聯盟 

社民連創黨主席黃毓民、成員陳偉業 1 月 23 日

在荔枝角社區會堂舉行“非當權派”集思會，有逾

600 名會員及支持者出席。會上，黃毓民向支持者道

歉，聲稱當初信錯了人，交錯了棒給陶君行，是自己

有眼無珠。然後宣佈“我們在此分手”，正式與社民

連一刀兩斷。 

退出社民連的黃毓民，已火速聯同多個組織，包

括選民力量、前綫和香港神州青年服務社等組成“人

民力量”聯盟，呼籲市民支持，在區議會選舉中追擊

“偽民主黨”。6 社民連另一個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則仍在考慮去留問題。不過，梁國雄強調，即使退黨

亦不會加入人民力量，但他仍然把黃毓民、陳偉業視

為朋友。 

黃毓民宣佈，今年 4 月將舉行造勢大會，正式成

立“人民力量”聯盟。該聯盟發言人之一甄燊港表

示，組織目前約有 600 名成員，他們計劃派出 200 人

大軍參加區選，務求做到“一對一”狙擊民主黨與民

協所有區選候選人，至今已有近 70 人表示有意加入。

至於會否組織新黨，黃毓民說，組黨需要從長計議，

要特別小心。也就是說。短期內黃毓民暫無組織新政

黨的計劃。 

 

(六) 強調非“航空母艦”的“工商專業聯盟” 

包括自由黨、經濟動力、專業會議及獨立議員黃

宜弘共 12 名立法會議員，於 8 月 21 日正式宣佈組成

“工商專業聯盟”，成為香港立法會第一大黨。聯盟

召集人林健鋒表示，組成工商專業聯盟是基於多項因

素，例如近年民粹主義抬頭、歐美市場不穩等，加上

工商界政團分散，他們覺得有需要重組工商力量，加

強代議聲音。他又表示，不排除將來組黨等可能性。

林健鋒還強調，聯盟會與特區政府“定期和非定期緊

密溝通”，但強調聯盟並非“航空母艦”，處處為政

府護航。7 聯盟將互相協調，11 月的區議會選舉，計

劃派出不少於 50 人出選，並會盡快復建居屋、競爭

法和遞補機制等議題討論，謀求達成聯合政綱，但將

不會在議會內捆綁式投票。 

據悉，是次成立的工商專業聯盟，其牽頭人是當

年離開自由黨另起爐灶的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自由

黨主席劉健儀表示，自由黨於上屆立法會選舉分裂

後，林健鋒、梁君彥、梁劉柔芬與劉皇發退黨另組經

濟動力，兩營關係緊張。不過，劉健儀表明該黨願摒

棄“榮辱”加入聯盟，冀能借此團結“各據山頭”的

工商政團，增加與政府議價籌碼。為捍衛香港經濟核

心價值，為香港做事，與個人榮辱無關。“團結為重，

無關面子”。因此，她又認同作為總商會立法會代表

的林健鋒是擔任聯盟召集人的合適代表。 

至於合作模式，作為聯盟副召集人劉健儀表示，

各黨派以個人身份參與聯盟，由於須顧及各自的政團

和業界，將不會在議會內捆綁式投票，萬一出現衝

突，會盡量謀求共識，並視乎情況豁免，她強調“聯

盟手握 12 票是很大的聲音，政府不容忽視，也不應

期望聯盟為政府護航”。 

但學者蔡子強認為，工商專業聯盟除了專業會議

梁美勞外，全為功能界別議員，直選壓力較民建聯和

工聯會小，聯盟勢將成為政府的“頭號盟友”，在議

會內提供更可靠和更穩定的票源。 

僅工商專業聯盟中的自由黨 2011 年區選一共派

出 24 人參選，連自動當選的 3 人，該黨共有 9 名候

選人當選，當選比率為 37.5%，較上屆 25%高。該黨

中西區山頂選區候選人陳浩濂以大比數擊敗了反對

派的明星，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南區海灣選區

候選人馮仕耕亦以大比數擊敗公民黨副主席黎廣

德。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該黨在是次選舉中所採

取的“精兵制”和“服務地區為本”的策略成功，更

反映自由黨的溫和務實路綫得到中產的支持。 

 

(七) 遲到的“工黨”實職工盟借屍還魂之術 

2011 年初，香港職工會聯盟(簡稱職工盟)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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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身兼支聯會代主席李卓人透露，計劃半年內籌組

新工黨，並淡出職工盟領導層。並與街工梁耀忠、社

工總會張國柱、公民起動何秀蘭及退出公民黨的前社

福界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等，商討組黨各項具體事宜。

有消息稱，當時李卓人之所以主動對外提及組黨之

事，可能是想暫時緩和職工盟內要求他退位的壓力。

李卓人控制職工盟多年，近年內部要求新人上場的聲

音愈來愈大。 

據悉，在香港，新工黨概念最早由張超雄提出，

希望在 2012 年選戰中打着維護工人權益、維護長者

福利、維護新移民、少數族裔利益和環保等議題參

選。不過，知情人士透露，背後扯綫的主導者，其實

是李卓人。李卓人四處奔走拉綫籌組新工黨，第一個

目標自然是立法會議席。其實，“香港需要一個工

黨，不是始於今天，在過渡期之前就已經大談要搞工

黨，不知為甚麼一直沒有成果。1995 年最後一屆立法

局時，4 名親勞工的議員劉千石、李卓人、梁耀忠和

曾建成就曾經搞了個聯合辦事處，為工黨的成立工作

準備，結果還是不了了之。” 

經過近一年的醞釀，由職工盟，公民起動及個別

工會組成的新政黨工黨，2011 年 12 月 18 日舉行創黨

大會，職工盟屬下的新巴公司職工會、九巴員工協會

和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以及公民起動則以團體

形式加入新的工黨。由 131 名創黨成員選出 20 名執

行委員會成員。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在無競爭下當選

主席；副主席由公民起動何秀蘭(政策)、理工大學應

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張超雄(外務)、從事慈善基金工作

的“80 後”楊可欣(黨務)分別擔任。另一退出民協的

立法會議員張國柱(社福界)則出任紀律委員會主席。

秘書長是譚駿賢。 

工黨黨徽以橙色玫圖案及呈 L 狀的綠色花萼組

成，橙色象徵左翼政治思想，希望及活力，綠色則代

表“永續”，突顯工黨着重的城規及保育等環保議

題。據悉漢字“工黨”兩字，出自香港“工運元老”

劉千石手筆。但劉目前暫無意加入工黨，會維持獨立

身分。 

工黨的口號是“全民起動，天下為工”。李卓人

直言，現時社會的資源被 1%的財團壟斷，工黨成立

旨在團結其餘的 99%市民，打破壟斷制度，改變社

會。他強調，工黨不止代表打工基層，亦代表弱勢、

青年、婦女及中小企業等受制度壓迫的群組，希望工

黨能成為民間團體發聲的平台，未來將努力落區宣傳

理念。筆者認為，工黨這個“口號”雖然很動聽，幾

乎叫得無所不能，無所不包，但要爭取“99%市民支

持”，只不過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眾所周知，今

年數次民調顯示，李卓人民望逐步下降，在不久前舉

行的區議會選中，以“政治明星”身份空降天水圍，

卻被年輕幹實事的工聯會“小花”劉桂容打敗，當眾

落淚。何秀蘭以孤身一人就稱“全民起動”更是不真

不實，嘩眾取寵。至於“天下為工”既蹈襲孫中山

“天下為公”的名言，又有“絕對的平均主義”之

嫌，英國工黨也曾提出“致力消除不平等，將社會資

源重新分配，讓人民當家作主”的絕對平均主義極

“左”綱領。 

工黨的路綫是“崇尚社會民主主義，走抗爭路

綫，但不用暴力。”李卓人表示，只要能動員群眾，

並結合議會內外力量，爭取公義、民主、政府都要“跪

低”。張超雄也承認，工黨與社民連的路綫相對接

近，但強調該黨會採取溫和與非暴力的社運模式抗

爭，“我們不是要革誰的命”。針對下屆行政長官選

舉，工黨的選委成員將提名泛民候選人入局，但在選

舉時會投下廢票，以示對“小圈子選舉”不滿。總

之，工黨雖然主張溫和路綫，不會使用暴力，但也會

作街頭抗爭。因此有些人擔心，工黨今後必將走“天

下圍攻”激進路綫。 

工黨的政策總綱共有超過 3 萬字，包括四大主張

和七大綱領。四大主張是：民主、公義、永續和團結。

七大政綱如下： 

“政治：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平反六

四，反對就 23 條立法 

經濟：設立股息稅、豪宅物業稅及累進利得稅；

制訂《競爭法》 

勞工：確立工人集體談判制；立法規管標準工

時；設立失業保障制度 

福利：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及滅貧政策；增建

復康及長者院舍和宿位 

房屋：增建公屋；恢復租務管制 

教育：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提倡平等教育機會；

增加資助大學學位 

發展與生態資源：應對氣候變化、規管空氣質

素；重整市區交通網絡。” 

為了進一步認清工黨的廬山真面目，有兩個問題

必須指出：一是職工盟借工黨還魂。有評論指出，李

卓人之所以將自己一手經營多年職工盟改名工黨，實

乃借屍還魂之術，李自己也感覺到職工盟這塊招牌再

不能騙到勞工大眾，再也騙不到多少勞工階層的選票

和支持，如果要奪取下屆立法會議席，惟有改招牌。

這大概是李卓人成立工黨的由來(目的)。  8 因為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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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近 10 年來的發展，似乎原地踏步，其人數和 10 年

前差不多，只有 3 萬多人。而工聯會 10 年前的會員

人數 25 萬人，如今會員人數發展到 35 萬人之多。實

際上職工盟已被勞工拋棄，現在成立的工黨是換湯不

換藥。 

二是工黨是個雜燴黨和烏托邦黨。金劍先生深刻

指出：首先，工黨的湊合是政治沉渣泛起的苟合集

結。主要人物是一批叛離反對派原政團的成員。李卓

人、何秀蘭、梁耀宗是前“前綫”成員，前綫解體，

劉慧卿投靠民主黨甘屈副職，何秀蘭 1 人另立山頭為

“公民起動”，梁耀宗則滄為“街工”以博街坊同

情。至於另一主要成員張超雄，乃公民黨稅黨者，張

國柱也從民協轉投至此。其次，觀以李卓人為首的工

黨，冠以“工”字，其主要成員卻沒有一個與“工”

字沾得上邊。工者，指從事各種手工技藝的勞動者，

如工人、技工、紡織工、清潔工、車工、銑工等等。

但李卓人、何秀蘭等人是工人嗎？憑三寸不爛之舌到

處鼓吹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對抗，煽動勞資對立，

月領政府薪津近 10 萬，他們是“工人”嗎？不，這

是一些冒充工人階級、不從事做工的小資產階級極左

的狂熱人物而被推入立法會領取高薪的新貴。9

 

(八) 其他政黨、政團 

1. 梁美芬等擬組新的政黨 
據可靠消息說，“西九新動力”立法會議員、城

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梁美芬與立法會內 3 位專業界

別議員何鐘泰(工程界)、劉秀成(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

界)、石禮謙(地產及建造界)，4 人一起早以鬆散合作

模式組成“專業會議”。前些時候，循九龍西選區直

選入局的梁美芬透露，目前，西九新動力內部正探討

與“專業會議”合組新的政黨的可行性。此事在政界

被傳得十分逼真。港人拭目以待。 

2. 陳偉業擬組新的聯盟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陳偉業不理會社民連前任主

席陶君行的多次反對，謀劃另起爐灶組織新的“聯

盟”，其主要目的是在年底區議會選舉中狙擊民主

黨。陳聲稱組織聯盟初步已有架構，名稱待定，中委

會轄下有 5 個部門，包括宣傳和秘書處等。聯盟預計

維持一年，待區議會選舉後視情況再決定是否延續至

2012 年立法會選舉。 

據說，陳偉業組織聯盟是其“老戰友”、社民連

原主席黃毓民剷除“新幫主”陶君行的手段把戲，企

圖使陶君行執掌的社民連逐漸走向泡沫化，最後玩

完。 

二、近期香港出現“組黨潮”的原因與特點 

 

從上可以看出，我們在本文所講的“組黨潮”，

不僅包括已經成立的新民黨、新工黨等，還包括近年

來新成立的各種各樣的新的政治團體，還應包括今後

幾年內可能出現的新政黨或新政團。 

近期香港之所以出現新的“組黨潮”，其主要原

因，從根本上說，是 2010 年 6 月特區政府提出的政

改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令 2012 年香港行政長官

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增加民主因素。從而導致香港政治

版圖的新變化，一些政黨出現“退黨潮”和隨之而來

的重組。 

有觀察家指出：“近期香港政黨的湧現，相信與

今年 11 月第四屆區議會選舉和明年 9 月第五屆立法

會選舉有很大關係。香港政制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對

征戰選舉的政黨來說，有兩點很重要：  

第一、今年 11 月進行的區議會選舉，將會是各

新老政黨、政團‘兵家必爭之地’。在政改方案框架

下，區議員議席的‘含金量’大增。2012 年 9 月立法

會將新增 5 席由全港 220 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的區議

會功能組別議席，這個議席的意義，是它產生辦法接

近普選，充分顯示了當選人在香港社會受支持擁戴的

程度；2012 年 3 月行政長官選舉，在 1,200 名選舉委

員會中，區議員佔了 117 人，任何一個參選人都不敢

小視這支力量。 

第二、2012 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有利於小黨勝

出。2012 年立法會地區直選名額由原來的 30 名增加

到 35 名。其中新增 5 個地區直選議席，據傳議席分

配方案，有可能是新界東、新界西選區各加 1 席至 9
席，九龍東、九龍西選區各增 1 席至 5 席，港島選區

加 1 席至 7 席。在比例代表制下，議席愈多，候選人

當選所需的得票數門檻愈低。這樣的選舉安排，有利

動員力量薄弱的小黨、小政團爆冷勝出。” 

與上述主要原因密切相關，在這次“組黨潮”中

湧現的政黨、政團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各政黨、政團第一個目標是爭奪第四屆區

議會選舉的議席或增加 2012 年立法會席位。 

首先最受矚目的是建制派三支新生力量正密鑼

緊鼓籌備加入選戰。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民

黨計劃派 8-10 人出戰今年的區議會選舉，主要是九

龍東及港島區，而在港島區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她，

2012 年將再披戰甲參選；田北辰副主席則出戰新界區

選區，希望能夠在立法會內打破目前“一人黨”的局

限，增加新議席(如前所述，新民黨實際上派出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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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區議會，最終取得 4 席，成績不錯)。C18 將派出

逾 30 人出戰來屆區選。林大輝說，以前的區議員被

認為是“大打雜”，現在的區議員比政府官員更前

綫，地位、形象都有所提升，預料選舉將競爭激烈(最
終 C18 在區選中得 2 席)。擬組新政黨的西九新動力

擬派 20 人首仗戰區會。 

坊間盛傳，“新民主同盟”這班缺乏財力的散兵

游勇，竟然甘於冒險，脫離民主黨而自立門戶，背後

是李柱銘透過前民主黨議員鄭家富穿針引綫促成

的，目的是削弱民主黨的政治實力，讓公民黨有機可

趁。如果日後能安排“新民主同盟”轉移到公民黨麾

下更好，公民黨更有資本從民主黨手中奪回主導地

位。 在反對派陣營中，原社民連“太上黃”黃毓民退

黨後另組人民力量，是次派出 63 名成員參選區議會，

僅得競逐連任的麥業成 1 人當選。曾聲言要在今年區

選以至明年立法會選舉派員狙擊民主黨及民協。其中

黃毓民似乎和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有“不共戴天

之仇”，不但計劃在對方“地盤”開設辦事處，更安

排自己的愛將錢偉洛等作為“狙擊手”，還揚言自己

會與對方“單挑”。馮檢基則用“三無”(無悔、無

怕，無謂)來應對此等行為。李卓人等人擬組新工黨

也把第一個目標鎖定在 2011 年區選和 2012 年的立法

會選舉。 

其三、反對派中有些人拆舊黨組新黨，和過去的

“戰友”過不去，耐人尋味。 

如上所述，在反對派中另立山頭的選民力量公開

表明，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狙擊支持政府政改方案的民

主黨。他們擬派至少 20 人參加區議會選舉，並相信

在 20 個選區中，最少能讓 5-10 名民主黨候選人“墜

馬”，足以讓民主黨吃到支持政改的苦果。從民主黨

分裂出來的新民主同盟，雖然口頭上表示“三不

做”，實際上經常批評指斥民主黨。社民連立法會議

員陳偉業另組聯盟，目的亦是在區議會選舉中狙擊民

主黨。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擬組新工黨，也並非為職

工盟服務，相反，他是想離開職工盟領導層。所有這

些舉動，不能不說是這次“組黨潮”中出現的怪現

象。說怪也不怪，它再次證明，反對派內部矛盾多多，

四分五裂，社民連瀕臨瓦解。它從一個側面說明，香

港政黨政治的確還不成熟。  

其二，各政黨、政團大部分缺少較為完整的政

綱，規模小、數目多，情況又複雜。 

除了新民黨提出一個較為完整的政綱外，其他各

政黨、政團都沒有提出一個說得過去的政綱。八個政

黨、政團的會員(黨員)人數較少，新民黨及人民力量

有幾百個人，其他組織一般只有幾十個人，甚至不到

10 人，而且情況較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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