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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優化與結果落差：回歸後澳門立法會
直接選舉制度的發展模式

林 丹 陽   霍 偉 東   何 俊 志 *

摘　要：回歸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制度以保

障選舉公平、公正和公開為主線，經歷了循序漸進的發展過

程，在參選人資格、選舉宣傳、打擊賄選以及競選經費管理等

選舉制度的程序優化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積累了豐富的經

驗，也得到了現有研究的肯定。但是，澳門立法會直選制度在

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現有研究雖然揭示

了這些問題，但缺少從選舉制度設計原理層面進行反思，沒有

看到制度目標與制度結果之間出現的落差，使得比例代表制在

實際運行中產生了社團「擬政黨化」、策略性拆分名單與「配

票」常態化等與一般性的制度設計原理不相符合的獨特現象。

選舉制度在追求公平原則的同時，也導致了一些影響選舉質量

		*	 	林丹陽，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霍偉
東，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何
俊志，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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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外」結果。此外，仍然存在的影響選舉公平的現象也是

選舉制度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按照程序優化與結果落差兩條

線索，從時間維度以及制度原理層面梳理出回歸後澳門立法會

直選制度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澳門立法會 直接選舉制度 比例代表制 選舉公平

從 2001 年第二屆立法會選舉至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選舉

實踐已經走過了將近 20 個年頭，順利產生了五屆立法會議員。在「一

國兩制」方針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範下，澳門立法會選

舉制度順利地完成了回歸前後的調適與銜接，在回歸後經歷了循序漸

進的制度發展過程，為特區立法機關的產生及有效運作提供了有力的

制度保障，成為了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典範。其中，作為澳門立法會選舉中民主程度最高以及競爭性最

強的部分，立法會直接選舉同樣經歷了回歸前後的過渡與調適，直接

選舉制度（以下簡稱「直選制度」）在回歸後也通過選舉法的歷次修

訂，循序漸進地變化與發展。

一方面，回歸後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最顯著、最直觀的變化是

直選議席數目以及直選議席所佔比例不斷增加（表 1）。到 2017 年

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時，直選議席已達 14 席，佔總議席數的 42.4%，

比回歸前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直選議席數目的增加，有利於擴大立

法會的規模，增加立法會的民主色彩，增強立法會議員的代表性和認

受性。

表 1   澳門立法機構議席構成與數目變化

																																				單位：席，%

年份 1976 1984 1988 1992 1996 2001 2005 2009 2013 2017

直接選舉 6 6 6 8 8 10 12 12 14 14

間接選舉 6 6 6 8 8 10 10 10 12 12

委任 5 7 5 7 7 7 7 7 7 7

直選議席比例（%） 35.3 31.6 35.3 34.8 34.8 37.0 41.4 41.4 42.4 42.4

總數 17 19 17 23 23 27 29 29 33 33

資料來源：澳門立法會網站。

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及其附件所確立的基本原則，澳門特別行

政區在 2001 年通過了第 3/2001 號法律，制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選舉制度》，使得回歸後的澳門立法會選舉具有了法律依據。此

後，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在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進行了三次修

訂，其中 2008 年和 2016 年的兩次修訂均對原有條文進行了較大幅度

的修改。在每次選舉之前，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2008 年以前為立

法會選舉委員會）也會發佈若干選舉指引，進一步明確選舉制度中的

相關規定。由此，澳門立法會直選制度在回歸以後按照循序漸進的原

則，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完善。

一、澳門立法會直選制度：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關於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尤其是直選制度的漸進發展這一主題，

較多研究對其有所涉及。其中，研究者集中關注的問題之一是歷次《澳

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下文簡稱《立法會選舉法》）的修改及

其成效，這方面的研究總體上肯定了立法會選舉制度在打擊賄選、保



9

當代港澳研究 2019 年第 3 ─ 4 輯8 程序優化與結果落差：回歸後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制度的發展模式

障選舉公正廉潔方面的進步。在 2001 年和 2005 年立法會選舉中，選

舉違規現象尤其是賄選現象比回歸前有所增加。a通過 2008 年第一次對

選舉法進行的較大幅度修改，在 2009 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以及 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賄選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遏制。b	而

在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法》第二次較大幅度修改後舉行的 2017 年第

六屆立法會選舉中，賄選以及其他一些選舉違規現象得到了進一步的

遏制，澳門不斷趨於良性的選舉文化也得到了絕大多數研究者的肯

定。c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指出，《立法會選舉法》的歷次修改大多都

只是小修小補，對於打擊賄選以及其他不規則的行為幫助不大，需要

配合其他一些法律的修改才能使打擊選舉違規行為的規定取得實效。d

此外，即使《立法會選舉法》針對諸多選舉違規現象進行了較為細緻

的規定和限制，但在歷次立法會直接選舉中仍然有其他選舉違規現象

或疑似違規現象，這一點也受到了澳門民主派社團的批評。e

另一些研究則重點關注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中的一些獨特的現

a	 	趙向陽：《澳門選舉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 247 頁；澳門特別
行政區廉政公署：《有關完善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分析研究》，2006 年，第 24 頁；澳門特別
行政區廉政公署：《2005 澳門廉政公署年報》，2005 年，第 33 頁。

b	 	婁勝華：《2008 年立法會選舉制度修訂與 2009 年立法會選舉實踐》，《澳門研究》（澳門）
2010 年第 2 期，第 65 ─ 74 頁；陳麗君：《第四届立法會選舉後的澳門政治生態分析》，《當
代港澳研究》2010 年第 1 輯，第 136 ─ 145 頁；莊真真：《2013 澳門立法會選舉的反思與
建議》，《當代港澳研究》2014 年第 1 輯，第 145 ─ 162 頁；陳麗君：《澳門第五届立法會選
舉述評》，《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2 期，第 5 ─ 13 頁。

c	 	婁勝華：《2016 年修訂的立法會選制與第六届立法會選舉實踐分析》，《澳門研究》（澳門）
2017 年第 4 期，第 13 ─ 24 頁；婁勝華：《競爭激烈、新老交替與力量均衡─澳門特區第
六届立法會直接選舉活動及其結果分析》，《港澳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24 ─ 32 頁。

d	 	《修訂選舉法小修小補	余永逸：無助改變選舉困局》，論盡傳媒（澳門），2016 年 05 月
19 日，https://aamacau.com/2016/05/19/。

e	 	《新澳門學社批評立法會選舉總結報告內容偏頗》，澳門電台，2016 年 1 月 4 日，http://
gb.tdm.com.mo/c_news/radio_news.php?id=280006。

象，強調選舉制度導致的這些結果容易引發爭議，研究者對此的評價

也更多是負面和批判性的。一些研究者發現，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下，

澳門的政治力量在立法會直選中呈現出「選團板塊化」	的特徵，a其中工

商界人士在立法會直選中獲得的席位比重明顯大於其在全體選民中的

比重，出現了「錯位代表性」問題，b	不利於促進社會多元群體的選舉

參與。另一方面，澳門獨具特色的社團在立法會直選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c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黨成為了立法會直選中的核心角色，

社團逐漸出現「擬政黨化」的趨勢。d	此外，澳門的傳統鄉族勢力在立

法會直選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它們在選舉中採用基於文化親和力的

庇護主義（clientelism），通過向作為被庇護者的選民提供物質利益和

服務，以爭取選票，這種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關係與選舉中的某些

違規行為存在着微妙的聯繫。e

縱觀現有的對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制度的研究可以發現，現有研

究對澳門立法會直選制度的評價並未達成一致，既有肯定性評價也有

批判性、否定性評價。問題在於，這些研究雖然指出了回歸後澳門立

a	 	王禹、沈然：《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辦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 年，第 97 頁。

b	 	婁勝華：《錯位代表性及其根源分析─以澳門特區第五届立法會選舉為中心》，《當代港
澳研究》2013 年第 3 輯，第 110 ─ 118 頁。

c	 	黎熙元：《從回歸後第一届立法會選舉看澳門參政社團的發展方向》，《當代港澳》2001 年
第 2 期，第 36 ─ 38 頁。

d	 	婁勝華：《澳門社團「擬政黨化」現象分析──以回歸後選舉參與為中心》，《澳門研究》（澳
門）2014 年第 1 期，第 31 ─ 40 頁。

e	 	Eric	King-man	Chong,	“Clientel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tongxianghui	in	Macao	SAR	Elec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3,	2016,	pp.	371 ─ 392;	Sonny	Shiu-Hing	Lo	and	Eric	King-Man	Chong,	“Casino	 Interests,	
Fujian	tongxianghui	and	Electoral	Politics	in	Maca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46,	No.	2,	2016,	pp.	286 ─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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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直選制度的進步，發現了一些有爭議的現象，但是沒有進行充分

的解釋，也沒有揭示出制度發展的基本模式。這是因為，持肯定性觀

點的研究更多地強調澳門立法會直選制度在打擊賄選、保障選舉公平

方面的程序優化，而持批判性、否定性觀點的研究雖然從描述性層面

指出了直選制度中涉及選舉制度原理的一些特殊現象和問題，但是沒

有深入制度原理層面進行分析和解釋，沒有真正認識到現行選舉制度

的一些深層次的、根本性的矛盾之處，也沒有揭示出矛盾與問題背後

的制度機理。

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設是，現有的對澳門立法會直選制度的肯定

性研究更多關注程序優化層面，而批判性、否定性研究雖然涉及制度

原理層面的問題，但更多只是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而非深入到制度原

理層面進行解釋，這就使得澳門立法會直選制度在現實中形成了一種

程序上逐步優化，但在制度原理層面上存在制度目標與制度結果之間

有落差的發展模式。基於此，本文將遵循程序層面上的制度優化與原

理層面的結果落差這兩條線索展開分析。

二、直選制度的成功經驗： 

程序優化與公平、公正、公開性保障

公平、公正、公開是民主選舉的基本原則，也是衡量選舉制度優

劣的重要標準。回歸初期，選舉的這些基本原則在澳門立法會選舉中

曾經遭遇極大的挑戰。尤其在回歸後前兩屆立法會選舉中，澳門廉政

公署接到的賄選舉報大幅增加，廉政公署在 2006 年的一份報告中更

是指出了在選舉中發現的 14 種舞弊以及其他妨礙公平選舉的行為。a

因此，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制度在修改完善時最主要的方向在於不斷

優化選舉程序，促進選舉的公平、公正與公開。2008 年和 2016 年對選

舉法所進行的兩次較大幅度的修改，都以打擊賄選以及其他妨礙公平

選舉的行為為重點。2016 年特區政府在對選舉法進行修訂時，明確將

「全面體現『公平、公正、公開和廉潔』的基本原則」b作為立法目的之

一，新修訂的法律中增加和調整幅度最大的都是與此相關的內容。在

現行的《立法會選舉法》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條文與賄選、選舉違

規行為及其刑罰相關，這也是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中的一大特色。事

實上，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在參選人資格、選舉宣傳、打擊賄選

以及競選經費管理等方面，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在回歸以來不斷進行

程序上的優化，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經走在了世界

前列，為立法機關的選舉制度改革提供了積極有益的借鑒。

（一）參選人資格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回歸初期，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參選人的年齡被限定為年滿 21 周歲，

而 2008 年修改後的《立法會選舉法》將限定年齡降低為年滿 18 周歲，

因此 18～20 歲的澳門永久性居民首次擁有了參選權。與同為「一國兩

制」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相比，澳門的這一改革無疑走在了前列，有利

a	 	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有關完善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分析研究》，2006 年，第 27 ─ 36 頁。

b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理由陳述：修改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法
務司司長陳海帆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的陳述，2016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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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吸引年輕人關注政治，參與政治，實現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一致。

在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法》修改中，因應社會中反響強烈的「雙

重效忠」問題以及香港立法會選舉中出現的「港獨」爭議，新修訂的

《立法會選舉法》明確規定立法會參選人不得出任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

職，同時必須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這一修改避免了立法會議員同

時兼任外國公職的現象，同時確保了參選人對基本法以及澳門特區的

忠誠，明確將愛國愛澳作為參選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政治標準。

（二）選舉宣傳

對選舉宣傳的規範是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的一大特色，也是與其

他國家和地區的選舉制度相比較為超前的部分。

回歸後，2001 年的第一部《立法會選舉法》就明確規定：「競選

活動期是由選舉日前第十五日開始至選舉日前第二日午夜十二時結

束。」a2005 年立法會選舉前選舉委員會作出的指引中明確規定，在競

選活動期之外尤其是之前，以任何形式進行選舉宣傳活動均與選舉法

相牴觸。b 也就是說，在選舉前一日以及選舉日當天，澳門街頭不會出

現像香港立法會選舉日前各政黨及其候選人頻頻「告急」	「配票」「退保」

等可能影響甚至干擾選民投票決定的現象，選民能夠在一個相對平靜

的環境下冷靜、理性地思考和決定自己最終的投票意向，這一點在澳

a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3/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第七十五條「競
選活動的開始與結束」，2001 年。

b	 	《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第 2/CEAL/2005 號指引》，2005 年。

門這樣的地域範圍較小、人口密集、容易受突發事件以及其他非正常

因素影響的地區尤其重要。在 2013 年立法會選舉前，選舉管理委員會

在選舉指引中明確將選舉前禁止宣傳的這段時間稱作「冷靜期」，a	在

此期間除了傳統的宣傳活動之外，候選人以及參選團體也不能利用互

聯網和移動通訊網絡進行競選宣傳活動。2016 年修訂的《立法會選舉

法》，則進一步對「競選宣傳」進行了明確界定：「『競選宣傳』是指

以任何方式舉行活動以發佈兼備下列要件的信息：第一，引起公眾注

意某一或某些候選人；第二，以明示或暗示方式，建議選民投票或不

投票予此一或此等候選人。」b

事實上，在選舉投票日前設置冷靜期的做法，即使在西方發達資

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也是不多見的，比如英國和美國均沒有類似的

制度設計。表 2 比較了澳門特區與其他採用選舉冷靜期的四個國家，

可見無論是冷靜期的長度還是冷靜期內被禁止的行為方面，澳門的規

定在全球範圍內都是相對超前的。

表 2   澳門特區設立選舉冷靜期的部分國家比較

澳門 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 新加坡

冷靜期長度
投票日前一
天以及投票
日當天

投票日前兩天至
投票日投票結束
為止

在投票日選區
內的所有投票
站關閉之前

在投票日投票結
束之前

在投票日和投票日前
一天的任何時間

冷靜期內被
禁止的行為

任何形式的
競選宣傳活
動

所有電視及電台
的政治廣告

向任何選區的
市民傳達選舉
廣告

任何促進候選人
或政黨當選的活
動（包括廣告）

發佈或展示任何選舉
廣告；拉票、探訪選
民居所及辦公地點；
舉辦選舉集會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選舉法令整理而成。

a	 	《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第 10/CAEAL/2013 號指引》，2013 年。

b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3/2001 號法律（經第 11/2008 號法律、第 12/2012 號法律及第 9/2016

號法律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第七十五─ A 條「競選宣傳」，201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