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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香港歷史學習計劃」由嶺南大學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致力
推廣本地歷史，增強中小學生對香港的認識，及保存香港的公共文化資源。計劃內容
包括實地考察、口述歷史工作坊、專題講座、流動展覽及提供學習教材套等多元化的
教學活動。

殖民管治
1842年，清廷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香港自此成為英國
的殖民地。當時英國殖民地制度有直轄殖民地及自治殖民地等模式。由於華人
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加上鄰近中國，因此採用了權力集中、控制嚴密的直轄
殖民地制度，讓少數的英國人能夠管治多數的華人。
英國在香港設立的政治制度是以其首長總督、為總
督決策的諮詢機構的行政局、協助立法的立法局、
從事管治的行政體系和引用法例從事審判的司法機
構所形成。

圖中由藍圈圈起的是政府山，是政府在殖
民地時期的政治權力中心。

除了上述的機構外，香港政府的行政架構還包括若
干個專責處理特定事項的半官方諮詢機構，當中最
具代表性的是專責市政衛生的潔淨局。潔淨局後來
改制成財政及行政獨立的法定機構。
開埠初期，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議席皆被政府官員壟
斷，就連居港英商都被拒於門外。

清朝分別在1860年和1898年被迫割讓九
龍半島和讓英國租借新界。擴大了香港殖
民地的範圍，亦令華人人口大增。為了鞏
固統治，港英政府作出了各項政府機構的
改革。

隨著時代的變遷，香港的社會和經濟走上軌道，本
地精英陸續被政府吸納入管治機構，以鞏固在港的
統治。居港英商先在1850年得以被委任入立法局，
後來在1896年得以被委任入行政局；而居港華人則
得以在1884年和1925年分別被委任入立法局和行
政局。

在香港逐步發展，加上華人不斷南下香港的情況
下，政府須處理的事務更為繁重。為了提高政府處
理事務的效率和鞏固在港的統治，香港政府在各機
關的運作和架構上作出不少改變。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雖然作出不少改
變，但特區政府管治機構的架構與運作方
式繼承了殖民地時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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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督
權力來源和職務
1843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頒佈了《香港憲章》，宣佈
設置香港殖民地，以英皇為殖民地的最高統治者，港督為
英皇在當地的代表，是當地政府的首長。
港督同時擔任行政局和立法局的當然主席，兼任香港三軍
司令。
香港第一任總督，砵甸乍爵
士 (Henry Pottinger)

港督被授予了指導殖民地政務的最高權力，包括：
• 諮詢立法局後制定香港法律和法例的權力
• 召開行政會議，向行政局諮詢以制定政策
• 執掌和有全權使用香港殖民地公章
• 代表英皇授予私人或團體土地

《英皇制誥》(或「香港憲
章」)是香港在英國殖民時
期的重要憲制性法律檔，內
容主要確立了香港總督的職
權，授權設立行政局與立法
局等。

• 委任按察司（法官）及太平紳士
• 委任和罷免官員
（布政司、財政司、英軍司令、首席法官除外）
• 赦免罪犯或減刑

處理中國事務
英國佔領香港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管治香港華人，而是為了
擴大對華在商業貿易、外交，以至在軍事層面的利益。
開埠初期，港督身兼駐華全權使臣和商貿總監之職務，負責
處理與中國境內的貿易、與政商人物接觸和談判，同時協助
在中國境內的英人。此時港督受殖民部和外交部雙重管轄。
由於港督需要來往香港、澳門和中國，因此港英政府設有副
總督一職。但此職位在香港殖民地政府中只屬於虛位，並沒
有任何權力，在1902年不再設置。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 (上) 和第
三任督(Samuel George
Bonham) 般含 (下) 都曾
親自由香港率兵到中國，
企圖以軍事力量擴大英國
在中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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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香港
港督被授予極大權力管治香港，但英國政府亦對其權力
有所制約。
主要制約
• 英國政府有權刪改廢除和制定香港法律
• 港督所任命的官員必須得到英國政府的認可
• 英國政府保留任命主要官員的權力
第四任港督寶靈(John
Bowring)意圖通過一項
法例，迫令中環海濱的大
業主接受港府在中區海濱
進行填海的計畫。由於他
無法得到英商支持，因此
在呈交法例至立法局審議
時被官守和非官守議員
否決，計劃無疾而終。

• 港督須向監督單位（殖民地部）匯報和請示才能行事
不過，由於香港是英國第一個在海外主要由華人組成的
直轄殖民地，因此殖民地部的指示不一定符合當地情
況。若殖民地部的指示有問題時，港督會採取對策應
對。
港督應對制約的對策
• 先施行有需要的措施，之後才向殖民地部報告
• 由於掌控行政立法兩局，因此能以兩局或當地民眾反
對為理由拒絕施行殖民地部的命令
• 私自決定實行措施，完全不匯報，因為沒有港督的報
告，殖民地部也無從得知

雖然華人當時政治影響力不如
英人，但由於佔香港人口的大
多數，因此其領袖的聯名上
稟對港督亦造成一定壓力。
第六任港督麥當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的賭博
合法化政策就因華人領袖的強
烈反對而最終被迫取消。

殖民地部除了涉及立法、財政或與英國基本國策相違背
的事情外，其他事項都願意全權交予港督執行。因此在
實際運作上，港督所受的權力限制有限。
但若港督所推行的措施不受多數民眾支持，可能會因輿
論壓力而被迫改變初衷，故這也成為港督施政的制約。

權力和職務的變遷
香港早期港督是從英國本土派遣或其他殖民地高官中調任。
自第25任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起由
外交官出身人士出任，而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為例
外，是英國下議院議員出身。
隨著時代轉變，港督的職務也有改變，自1859年起，港督無
須再兼任駐華全權使臣和商務總督。
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對港督的權力和職務作出許
多修改，包括：

自第五任港督羅便臣
(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
起，港督專任港
英政府首長，只
受殖民部監管。

• 港督不再兼任立法局主席。
• 港督放棄委任立法局、行政局、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議員
的權力。
雖然如此，但港督仍保有最後決定權，依然是香港最高統
治者。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後
在港督制度上作出不少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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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局
來源、職務和架構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1843年頒佈的《香港憲章》的內容
包括了行政局（初期稱為議政局）的成立、權力以及委
任議員的體制等。行政局是協助港督決策的高級諮詢機
構。
行政局職務
直至2011年，行政局會在港督府
（上）或位於政府山的中區政府合
署（下）進行會議。

• 就各種決策向港督提供意見，讓他作出決定
（極為緊急、微不足道或高度機密的事項為例外）
• 審查所有新法令，批准後草案才能交立法局討論
最初行政局只有3名成員，由駐華商務總監、輔政司以及
總巡理府擔任，全為官守（擁有官職）議員。
為了方便港督控制行政局，其議員數目一直沒有很大的
變化。自成立至1896年間，行政局議員數目只從3人增
加到6人，成員以英軍司令、輔政司（後稱布政司）、律
政司、總登記官兼撫華道、工務司和庫務司（後稱財政
司）組成。

行政局的運作
行政局通常每週舉行一次會議，但必要時港督能召開臨
時會議討論事宜。會議禁止旁聽，商討事項也須保密，
只有一些決定能向外公佈。若港督因故無法出席會議，
則由他所擬定的官守議員代為主持。
在會議內，只有港督有權直接提出議題，一般議員則須
事前向港督提出書面向行政局請求才能提出議題。
雖然港督必須諮詢行政局，但他保留著最終決定權，能
在行政局與己持相反意見時按照自己的主張行事。不
過，他必須將該次會議的詳細記錄在會議記事錄，每隔
半年須遞交給英國國務大臣審閱。

現時，行政會議在位於添
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總部舉行。

《皇室訓令》規定若港督否定行
政局議員意見，必須將會議詳細
記錄在會議記事錄中，儘快遞交
給英國國務大臣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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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局架構的變遷
非官守議員的設立
居港英商透過雄厚的財富與在英國的人脈在香港形成一股新
興勢力。他們對行政局只由官守議員組成，自己被排拒在外
感到不滿。早於1849年，他們已上書英國國會，要求在行政
局設立非官守（沒有官職）議員議席，但不獲接納。

在第11任港督羅便臣
(William Robinson) (上
圖) 任內委任了首兩名行
政局非官守議員。

1894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懷德海、遮打和何啟聯名上書請
願，認為兩局受官守議員控制，所通過的財政支出和稅額政
策未能考慮到納稅人的意見，提出多項改革。雖然請願只獲
得363人響應，但大多是繳納差餉最多的英籍商人，對英國政
府和港英政府造成頗大的輿論壓力。
雖然請願書的要求大部分被駁回，但作為妥協，英國政府同
意在行政局設立兩個非官守議員議席。
1896年，英籍亞美尼亞裔殷商遮打和怡和洋行的貝爾·艾溫
(Bell Irving)獲政府委任，從此打破了行政局由官守議員壟斷
的局面。

吉席·保羅·遮打(Catchick
Paul Chater)是首批行政
局非官守議員之一。

華人非官守議員的設立
自行政局成立以來，華人一直被拒於行政局門外，但
1925年爆發的省港大罷工改變了此情況。
由於省港大罷工對香港造成沉重的打擊，港英政府決定
採取措施緩和佔香港人口多數的華人的反英情緒，同時
爭取更多華人效忠以鞏固統治。

歷時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令香港
社會陷入動盪不安，癱瘓了公用
事業，對香港經濟造成嚴重的打
擊。

1926年，時任港督金文泰破例提名英籍華人周壽臣擔任
首名華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周壽臣的委任打破了行政
局多年以來不許華人參與的封閉傳統，在港英統治的制
度上可算是一大改變。

華人領袖周壽臣在省港大罷
工期間積極地協助調停，獲
港府欣賞，被委任為第一位
華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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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關：立法局
成立與初期職能
殖民地時期立法機關的
立法權來自《英皇制
誥》，成立目的是協助
港督制定法律及管理政
府的財政開支。立法局
的職能及對立法局的制
衡見右表：

職能

制衡

• 審閱、修改和通過法案

• 立法局會議由港督主持

• 立法局議員可就政府負
責的政策事務提出詢問
以得知詳情

• 立法局制定的法案須經
港督同意才成為正式生
效的法律

初期組成
為了穩定管治，最初立法局（初期稱為定例局） 由副港督、
輔政司及總巡理府三名官守成員組成。
隨著英商在港的利益愈來愈多，加上不滿政府開徵人頭
稅，1849年，他們上書英國國會，表達對港督及政府獨攬
大權的不滿。為平息怨憤，在1850年，立法局增設兩個非
官守議席。
華人議席的出現
自1850年代以後，香港華人急速增
長，華商逐漸崛起，到了1870年代末
期，政府收入中逾九成是來自華人。

位於中環皇后像廣場的昃臣
爵士銅像。昃臣爵士是匯豐
銀行第三任總經理，曾透過
總商會提名出任立法局非官
守議員。

華人對香港經濟貢獻重大，但政治上卻被拒於門外，故向
港督軒尼詩爵士提出抗議。軒尼詩為人較為通情達理，在
1880年1月，他趁非官守議員暨仁記洋行大班吉普休假，委
任華人伍廷芳暫代其位。

伍廷芳，香港第一位華人執
業華人律師。

1883年寶雲爵士赴任，決意改組立法局。1884年，華人在
立法局的議席正式確立，黃勝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此外，非官守議員不能再由政府官員以個人身份出任，改為
從工商企業及社團人物中委任，以及由香港總商會及太平紳
士提名，以吸納社會精英。
港督寶雲 (George Ferguson
Bowen)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在工潮結束後，金文泰港督決定在
立法局內各增設兩個官守及非官守議席。在所有非官守議席
中，三席為華人專設，一席由葡人擔任。非官守議員的任期
由六年減為四年。
黃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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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關：立法局
戰後非官守議員的增長
戰後立法局非官守成員的數目繼續增加，到了1964年，立
法局由12個官守議員和13個非官守議員組成。自此非官守
議員在議會上一直佔多數。
1967年六七暴動發生，社會陷入紛亂的局面，港督麥理浩
為了鞏固管治，自1973年起開始委任各行各業如工業界、
社工界、教育界等代表，令不同階層的人士可以藉立法局平
台發聲，擴大民意基礎。

王霖出身草根，本來任職
九龍巴士售票員，後來升
任公關經理，於1978年委
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開放選舉

港督尤德 (Edward Youde) (左) 及港督衛奕
信 (David Wilson) (右)

繼任的港督尤德及衞奕信爵士繼續推行立法局改
革，在1985年9月26日舉行首次立法局選舉，由
九個功能組別和12個選舉團共選出24名非官守議
員進入立法局。 1991年9月，立法局歷史性出現
18個直選議席，讓民眾有權選出心目中的代議士
進入立法局為他們發聲。

選舉方式

功能組別

選舉團

地方直選

選民基礎

區議會、市政局
所屬行業的 及臨時區域議局 全港各區登
人士
(後稱區域市政 記選民
局) 的成員

舊立法會大樓 (1983年-2011年)

彭定康方案與臨時立法會
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改革方案中，有以下各點：
• 立法局主席改由全體非官守議員互選產生
• 取消港督委任議員的制度
• 最後一屆的立法局議席全部透過選舉產生。當中30席由功能組別選舉產生，
20席由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10席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由於中國政府認為其改革幅度巨大，故取消原來立法局
可順利過渡至回歸後的「直通車」安排，在1996年命香
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臨時立法會 (下稱臨立會)。
在香港回歸前臨立會都在深圳開會。
香港回歸後，立法局被臨立會取代，直到1998年，第一
屆立法會選舉舉行，臨立會的歷史任務也圓滿結束。自
2004年起，立法會只有循功能組別及地方直選產生的議
席，且兩者所佔議席均等。

港督彭定康 (右) 在立法局上發言，
左一為首位經全體非官守議員互選
產生的立法局主席施偉賢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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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事務：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市政局前身──潔淨局
香港開埠初期衛生情況惡劣，尤其在華人密集的太平山區。殖民地總醫官丹
士達曾指出香港衛生的問題，如垃圾桶和公廁嚴重不足，但政府沒有積極跟
進。1881年，前任英軍工程師查維克來港視察，建議改革本地衛生組織，由社
會上有聲望的人士擔任衛生官，統領更練隊，讓他們執行衛生指令。
在1883年4月，政府成立了潔淨局，但核心成員全屬政府官員，包括身為主席
的總測量官、華民政務司、殖民地總醫官及衛生督察。此外，衛生督察只是負
責執行局方的指示，沒有實權，其下屬包括負責執行維多利亞城各區衛生事務
的消除不潔督察。潔淨局首任衛生督察是麥哥林（Hugh McCallum）。
潔淨局的功能
• 處理香港的衛生事務
• 制訂有關保障衛生的附例
華人參與及選舉
幾經波折，立法局在1887年通過了經華人
何啟等修訂的《公眾衛生條例》，條例增
設六名潔淨局非官守成員，兩席指定由華
人出任，兩席分別由商會及太平紳士以選
舉方式選出，開創香港選舉之先河。

1882年由查維克撰寫的報告書。內容包括改善香港的
排水及排污系統。

鼠疫爆發：潔淨局職權之轉變
儘管經歷改組，但潔淨局仍因為爭議眾多
的關係，在改建香港排水系統及清理垃圾
污垢的工作上成效差強人意。潔淨局和政
府的不力，最終在1894年爆發了一場死傷
者眾的鼠疫。經此一疫，政府和香港社會
明白到香港衛生行政系統的不足，必須推
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英軍在街市街執行消毒工作。

改革措施舉隅
• 潔淨局改由一個全職官員統籌。該官員須
為受過衛生事務訓練的醫療人員，確保其
有專業知識執行任務。
• 潔淨局負責大規模清洗樓宇及街道（俗稱
「洗太平地」），至1954年才終結。

洗太平地（太平地即太平山區一帶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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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事務：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由潔淨局到市政局
為加強監管潔淨局官員，1908年政府成立潔淨署，作為潔淨
局的行政部門；又委任政務官為潔淨署總辦及潔淨局主席。
翌年，潔淨局改名為清淨局，以示新氣象。
1935年，為應對清淨局服務範圍逐漸擴大的問題，政府將清
淨局改組成市政局，釐清市政局的職責。局內工作改以專責
委員會的形式處理，各項計劃經相關的委員會研究後再提交
全局會議討論及表決。

市政局標誌

戰後市政局職能的擴大
1973年市政局重組，成為一個行政和財政自主的法定機構，
由各12名的委任及民選議員組成，不再有官守成員。民選議
員由納稅人及具中學以上學歷的人士選出。
1983年市政局選舉的海報

自此，市政局加強在文娛康樂上的工作。

市政局管理維多利亞公園 (左) 及香港太空館 (右)。

兩局在90年代聯手舉辦「清潔香
港運動」，圖為活動主角「清潔
龍」。

成立區域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標誌

市政局的服務只涵蓋港九地區。隨著新界人口急增，新界居
民對市政服務需求殷切。1986年，政府成立區域市政局，其
服務內容、架構及成員組成與市政局相若，並設有九個地區
委員會，委任熟悉地方事務的人士加入。

回歸後兩局的解散
末代港督彭定康改革兩局，在1995年換屆中取消委任議席，
全由直選產生，令中方拒絕兩局過渡至回歸後香港憲政架構
的安排。
由於未有取代兩局的機構，回歸後兩局以臨時性質運作，成
員改以委任方式組成。其間兩局雖提出不少改良建議，但立
法局還是在1999年底通過解散兩局，兩局的歷史任務亦告
完結。

踏入21世紀，兩局職務改由食
物及環境衛生署 (左) 及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 (右)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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