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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第 209 號法律公告
《2001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提名顧問委員會 (立法會))
(修訂) 規例》
(由選舉管理委員會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 章) 第 7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1 年 11 月 23 日起實施。
2. 釋義
(1) 《選舉管理委員會 (提名顧問委員會 (立法會)) 規例》(第 541 章，附屬法例) 第
1(1) 條現予修訂——
(a) 在 "候選㆟" 的定義㆗——
(i) 在 (b) 段㆗，在末處加入 "及"；
(ii)
在 (c) 段㆗——
(A) 廢除 "換屆選舉或"；
(B) 廢除 "及"；
(iii) 廢除 (d) 段；
(b) 廢除 "宗教界界別分組"、"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界別分組"、"指定團體"、"選舉"、
"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小組選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及 "獲提名㆟" 的定義；
(c) 在 "提名表格" 的定義㆗，廢除 (d) 及 (e) 段；
(d) 在 "提名期" 的定義㆗——
(i) 在所有 "選舉或" 之前加入 "換屆"；
(ii)
在英文文本㆗，在 "providing" 之後加入 "for"；
(iii)
廢除所有 "或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2) 第 1(2)(a) 條現予修訂——
(a) 在 "選舉" 之前加入 "換屆"；
(b) 廢除在 "40 條"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的規定的事宜，提供意見。"。
(3) 第 1(2)(b) 條現予廢除。
3. 顧問委員會的委任
(1) 第 2(4) 條現予修訂——
(a) 在 "選舉" 之前加入 "換屆"；
(b) 廢除 "或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2) 第 2(5)(a) 條現予修訂——
(a) 在兩度出現的 "選舉" 之前加入 "換屆"；
(b) 在兩度出現的 "elections" 之前加入 "general"；
(c) 廢除 "；或" 而代以句號。
(3) 第 2(5) 條現予修訂，廢除在 (a) 段之後的所有字句。

4.

職能
(1) 第 3(1)(a)(i)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任何擬參與選舉的" 而代以 "換屆選舉的任何"；
(b) 廢除在 "選區"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或功能界別 (視屬何情況而定) 而言，他是否
有資格獲提名為候選㆟或是否喪失該資格；及"。
(2) 第 3(1)(a)(ii) 及 (iii) 條現予廢除。
(3) 第 3(1)(b)(i) 條現予修訂——
(a) 在 "選舉或" 之前加入 "換屆"；
(b)
(i) 廢除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或小組" 而代以 "或選舉委員會"；
(ii)
廢除分號而代以句號。
(4) 第 3(1)(b)(ii) 條現予廢除。
(5) 第 3(2) 條現予修訂，廢除 "選舉或補選或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而代以 "換屆選
舉或補選"。
(6) 第 3(3)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兩度出現的 "選舉或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而代以 "換屆選舉"；
(b) 廢除 "選舉或提名" 而代以 "換屆選舉"。
(7) 第 3(4) 條現予修訂，廢除 "選舉或補選或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而代以 "換屆選
舉或補選"。
5. 顧問委員會空缺的填補及工作分配等
第 4(3) 條現予修訂，廢除 "選管會在第 (2) 款所指的公告㆗" 而代以 "在第 (2) 款
所指的公告㆗由選管會"。
6. 關於準候選㆟提出申請的程序
(1) 第 5(1)條現予修訂，廢除 "某項選舉" 而代以 "換屆選舉"。
(2) 第 5(1)(a) 條現予修訂，廢除 "如屬換屆選舉，"。
(3) 第 5(1)(a)(i) 條現予修訂，在末處加入 "或"。
(4) 第 5(1)(a)(ii) 條現予修訂，廢除 "；或" 而代以逗號。
(5) 第 5(1)(a)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第 (iii) 節；
(b) 廢除 "格；" 而代以 "格。"。
(6) 第 5(1)(b) 及 (c) 條現予廢除。
(7) 第 5(2) 及 (3) 條現予廢除。
(8) 第 5(4) 條現予修訂，廢除 "、(2) 或 (3)"。
(9) 第 5(5) 條現予修訂，廢除 "、(2) 或 (3)"。
(10)
第 5(6)(a)(i) 條現予修訂，在末處加入 "及"。
(11)
第 5(6)(a)(ii) 條現予修訂，廢除 "；及" 而代以句號。
(12)
第 5(6)(a)(iii) 條現予廢除。
(13)
第 5(6)(b) 及 (c) 條現予廢除。
(14)
第 5(7) 及 (8) 條現予廢除。

(15)
(16)
(17)

第 5(9)(a) 條現予修訂，廢除分號而代以句號。
第 5(9)(b) 及 (c) 條現予廢除。
第 5(10) 條現予修訂，廢除 "選舉或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而代以 "換屆選舉

"。
(18)
第 5(11)(a)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如申請㆟屬準候選㆟)"；
(b) 廢除在 "選區"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或功能界別 (視屬何情況而定) 而言，申請㆟
有資格或並無資格獲提名為候選㆟，或者認為申請㆟喪失或並沒有喪失該資格。"。
(19)
第 5(11)(b) 及 (c) 條現予廢除。
(20)
第 5(12)(a) 條現予修訂，廢除 "(如申請㆟屬準候選㆟或準獲提名㆟)——"。
(21)
第 5(12)(a)(i)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或擬由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視屬何情況而定)"；
(b) 廢除 "或 (b)"。
(22)
第 5(12)(a)(ii) 條現予修訂，廢除 "或 (b) 款而得出其意見而需要的協助；
及"而代以 "款而得出其意見而需要的協助。"。
(23)
第 5(12)(b) 條現予廢除。
(24)
第 5(13) 條現予修訂，廢除"或擬獲得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視屬何情況而
定)"。
(25)
第 5(14) 條現予修訂，廢除 "或(b)(i)" 及 "或(b)(ii)"。
(26)
第 5(14)(b) 條現予修訂，廢除 "將其就該申請所提供的意見告知申請㆟" 而
代以 "就該申請向申請㆟提供意見"。
(27)
第 5(14)(b)(ii) 條現予修訂，廢除 "屬準候選㆟或準獲提名㆟的" 及 "，或
屬指定團體的申請㆟沒有派代表到該顧問委員會席前"。
7. 關於選舉主任提出申請的程序
(1) 第 6(1) 條現予修訂，在 "選舉或補選，" 之前加入 "換屆"。
(2) 第 6(1)(a)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如屬換屆選舉或補選)"；
(b) 廢除分號而代以逗號。
(3) 第 6(1)(b) 及 (c) 條現予廢除。
(4) 第 6(1) 條現予修訂，廢除 "、選舉委員會、該界別分組或該小組" 而代以 "或選
舉委員會"。
(5) 第 6(2) 條現予廢除。
(6) 第 6(3) 條現予修訂，廢除 "或(2)"。
(7) 第 6(4) 條現予修訂，廢除 "或(2)"。
(8) 第 6(4)(a) 條現予修訂，廢除在 "功能界別"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或選舉委員
會 (視屬何情況而定) 而言，有關候選㆟有資格或並無資格獲提名為候選㆟，或者認為有關
候選㆟喪失或並沒有喪失該資格。"。
(9) 第 6(4) 條現予修訂，廢除在 (a) 段之後的所有字句。

(10)
第 6(5)(a)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選舉委員會、某界別分組或小組" 而代以 "或選舉委員會"；
(b) 廢除 "；或" 而代以逗號。
(11)
第 6(5)(b) 條現予廢除。
(12)
第 6(5) 條現予修訂，廢除 "或獲提名㆟"。
(13)
第 6(6) 條現予廢除，代以——
"(6) 凡有關候選㆟已就㆞方選區、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 (視屬何情況而定) 呈交提名
表格，則在本條㆗對選舉主任的提述，須解釋為對就㆖述㆞方選區、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
(視屬何情況而定) 獲委任的選舉主任的提述。"。
8. 顧問委員會須出席選管會召開的會議並提供意見
(1) 第 8(1)(a) 條現予修訂，廢除 "選舉、補選或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 而代以 "換屆
選舉或補選"。
(2) 第 8(1)(b) 條現予修訂，廢除 "或 (2) 條提述的關乎該項選舉、補選或宗教界界
別分組提名" 而代以 "條提述的關乎該項換屆選舉或補選"。
9. 所提供的意見並不阻止任何㆟尋求提名或提出選舉呈請
(1) 第 9(a) 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或任何㆟尋求根據該等規例獲提名作為獲提名㆟"；
(b) 在末處加入 "或"。
(2) 第 9(b) 條現予廢除。
於 2001 年 9 月 27 日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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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規例的目的是修訂《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名顧問委員會 (立法會)) 規例》(第 541 章，
附屬法例) ("主體規例")。鑑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 的制定，宜訂立新的規例
以委任提名顧問委員會，就原先根據主體規例處理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及小組選舉事宜以
及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事宜提供意見。新的規例訂立時亦有需要對主體規例作出相應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