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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瀏覽立法會網站，看見一個新的法律《關於

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出台，心中納悶這是哪個

層級的內部規範。細看之下，原來這是 2007 年政府提

交立法會審議的《關於法律與行政法規的規定》文本

的升級版，而後者是筆者近年來比較關注的問題。總

體而言，政府此次提交的法律文本有了較大改觀，不

僅改變標題，增加了條文，對於爭議較多的行政法規

問題也進行了較為明確的規定，一定程度上吸納了社

會上對此問題的討論意見。然而，作為一份正式的法

律文件，這個文本也表現出立法中一些常見的問題，

本文主要從立法學、立法技術的角度對該草案進行解

讀，以就教於大家。 
 
 

一、何謂“內部規範”？ 
 
從標題上看，將《關於法律與行政法規的規定》(以

下簡稱舊草案)修改為《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

度》(以下簡稱法案)，法案做了大的修改。但是，相

對舊草案而言，立法目標反而不如之前的清晰了。 
首先，何謂“內部”規範？從法案文本中可以看

出，內部規範主要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法律

和行政長官的行政法規，強調的是本地立法。1 按照

邏輯學的規律，內部與外部是相對而言的。既然有內

部規範，那麼，哪些屬於外部規範呢？顯然這裏的參

照系是澳門地區的立法主體，換言之，澳門地區以外

的立法主體制定的規範性文件被視為外部規範。那

麼，一個顯著的難題就是如何判定《澳門基本法》屬

於“內部”規範還是“外部”規範？眾所周知，《澳門

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按照前述

標準應該屬於外部規範。但是，《澳門基本法》又是澳

門地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制性法律文件，必然要

內化為澳門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否則難以建立

和諧的法律規範體系。 
其次，即使內部規範的稱謂可以成立，內部規範

包括哪些呢？法案文本突出強調了法律與行政法規。

但是，從政府公報來看，澳門實施的規範性文件主要

是但不限於法律與行政法規，還包括行政長官的行政

命令、批示、政府主要官員的批示、規章等類型。法

案着力釐定了法律與行政法規之間的界限，對於其他

“內部規範”完全沒有涉及，顯然立法內容與法案標

題之間並不完全匹配。此外，必須考慮到行政長官發

佈行政命令的權限同樣寫在基本法第 50 條第 4 項中，

那麼，行政命令與行政法規之間關係如何，彼此有無

適用範圍之分、效力大小之別？這似乎也應屬於這部

《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的立法考量範圍，

不能等到法院作出有關判決之後才引起社會關注與立

法者的重視。 
最後，在大陸法系國家與地區的行政法學領域，

對於“內部規範”的理解有着近乎約定俗成的理解，

不應輕易打破。內部行政法律規範是指行政機關制定

的僅對行政系統內部有效的規範或規則，一般情況下

不能約束普通公民或法人。外部行政法律規範是指行

政機關制定的對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

範。這是以行政規範調控的對象為標準進行的劃分2，

大陸法系地區的行政法實踐中均有這種區分。例如，

在法國，行政長官基於層級指揮權，對機關內部的組

織和管理以及對下級公務員和機關發佈的命令和指

示，稱為內部行政措施。內部行政措施的對象不是外

界人員，分為通令和指示等措施。通令適用於行政長

官管轄下的全體公務員和機關，具有普遍性質，對公

務員具有拘束力量，不服從命令可能受到紀律處分。3 
德國行政法中調整內部行政的規則，是指上級行政機

關向下級行政機關、領導對下屬行政工作人員發佈的

一般——抽象的命令。或者針對行政機關內部秩序、

或者針對業務性的行政活動。4 日本的行政規則是指

行政機關制定的不具有法規性質的、一般抽象的規

定。行政規則的內容屬於與國民的權利義務無直接關

係的行政內部事務，因此，無需法律授權，以行政權

的當然的權能便可以制定行政規則。5

中國台灣地區，內部規範稱為行政規則，是指為

規律行政體系內部事項而下達的命令，亦即上級機關

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

範機關內部秩序或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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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的一般、抽象之規定。行政規則是行政機關基於

行政組織權限以及業務上的指揮監督權所發佈的命

令，由於其發佈行政規則是從行政權衍生出來，因此

不需要法律的授權，即可發佈。6 事實上，我們正在

討論的法案本身也是接受這種分類的，如法案第 3 條

第 3 款規定“獨立行政法規不得就法律所載的條文作

出具有對外效力的解釋、填補、變更、暫停實施或廢

除性的規定。”但是，從整體上看，法案表達的意思

是“內部規範具有對外效力”，這顯然在很大程度上

改變了大陸法系地區傳統行政法學的一般學理常識，

令人費解。 
可見，法案區分內部規範與外部規範會造成諸多

不必要的誤解與麻煩。一個值得吸取經驗教訓是，大

陸地區《行政訴訟法》中採取了類似的抽象術語表達，

將行政行為從立法上分為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

為，並試圖對其進行定義。但是，實踐表明，這種區

分給司法實務造成了極大困擾，人們不得不花費很多

精力去判斷鑒別“抽象”與“具體”，卻很難獲得實

際效果。因此，立法者應當謹慎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

事實上對於澳門地區規範性文件的類型，基本法已經

有所提示。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8 條與第 11 條的規定，

澳門的法律規範可以分為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

他規範性文件。立法者可以考慮在基本法提示的範圍

內具體解讀“其他規範性文件”包括哪些類型，從而

對澳門法律規範體系進行更為系統完整的清理與規

範。 
 
 

二、法律保留原則的理解與運用 
 
法案中比較引人矚目的條款是對必須由法律予以

規範的事項列舉。相對於舊草案，這些事項列舉得更

加詳細具體，涵蓋範圍之廣似乎有窮盡立法會立法權

限之用意。這種做法充分體現了澳門社會對法治主義

的追求，推崇民意表達機構的權威性與至上地位，展

示的是立法者對構成法治國原則核心的法律保留原則

的青睞。由此，有必要對法律保留原則的內涵從法理

上一探究竟，在甚麼意義上法律保留原則被視為法治

主義的核心，現代社會如何運用法律保留原則作為保

障基本人權重要工具與手段。 
法律保留原則首先是在德國公法學理論中產生出

來一項基本原則，後被日本、中國台灣地區所接受，

並隨着社會發展逐漸完善起來。所謂法律保留原則是

指，對於某些特定事項只能由法律加以規範約束，在

法律出現缺位時，保留原則排除任何行政活動。一般

認為，法律保留原則的實在法上的理論依據是：○1 民

主原則；○2 法治國家原則；○3 基本人權規定。7 可見，

法律保留原則比法律優先原則更嚴格，優先原則只是

消極禁止違反現行法律，而保留原則積極要求行政活

動具有法律依據，否則，行政機關的行動均為違法。 
在 19 世紀作為憲政主義的憲法工具發展起來的

法律保留，是否適用於全部或部分行政領域，一直存

有爭議。最初，法律保留原則限於侵害行政領域，也

就是確保公民個人和社會領域免受專制行政權的侵

害，並將必要的侵害置於人民代表機關法律的約束之

下。隨着國家給付行政行為意義的擴大，法律保留的

民主功能和法治國家功能也被認為可以涵蓋所有國家

領域，但是，這並沒有導致對行政活動的“完全保

留”8，而只是對於社會和個人來說重要的和基本的決

定必須由議會作出，並且由議會負責。即所謂重要性

理論。根據規則對社會和個人的意義、分量、基礎性、

深遠性及其強度不同，將法律規則形成一個階梯結

構，某一事務對社會或公民越重要，對立法機關的要

求就越高。這個理論看似簡單明確，但是在具體案件

中幾乎不能獲得任何明確的結果，仍然有賴於立法的

明確與法院的解釋。9

由此可見，法律保留原則雖然能夠控制行政肆意

侵權的行為，但是各國對法律保留適用範圍和密度問

題上都頗費躊躇。重要性理論雖然未能給出明確答

案，但是在平衡法律保留的廣度與行政活動應有的空

間上能夠起到較好的警示作用。以此觀之，可以發現，

法案幾乎將所有的立法會權限都羅列在法律保留條款

之中，這可能會造成實務中的行政被動與無能。例如，

法案第 6 條規定：下列事項須由法律予以規範：(16)
關於土地、地區整治、城市規劃和環境的法律制度。

這是否意味着澳門地區的環境法律制度只能由立法會

通過法律的方式進行規範。目前澳門地區還沒有光污

染方面的法律，如果政府希望通過制定行政法規的方

式治理世界遺產保護區內的光污染現象，就將處於既

無法可依，又不能輕易採取行政手段執法，最終放任

環境污染的尷尬狀態。在這裏，立法者似乎混淆了立

法會立法權限列舉條款與法律保留條款的功能，未必

有利於法治社會的健康發展。事實上，法律保留原則

是對法律授權原則的補充，主要是對立法模糊授權、

一攬子授權行為的干預，實現授權行政的準確與確定

性。澳門目前對於立法與行政之間能否存在授權行為

仍有爭議的情況下，單獨引入法律保留原則未必有助

於問題的解決與澄清。此外，研究表明，法律保留範

圍廣狹程度與國家的民主法治程度並無必然關係。例

如，法國對法律保留事項急劇縮減，其民主法治程度

並不遜於德、日等國。10

 
 

三、行政法規的範圍與地位 
 
行政法規是澳門基本法中賦予行政長官的職權之

一，儘管理論上對於行政法規究竟是一個集合概念還

是一種具體的法律規範形式仍然有爭議，實務中行政

法規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規範形式已經出現在澳門的

法治生活之中。法案明確的將行政法規分為獨立行政

法規與執行性行政法規兩大類型，一定程度上澄清了

人們對行政法規性質的誤解。但是，法案中依然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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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令人困擾之處： 
1. 獨立行政法規調控的事項範圍過於寬泛 
法案第 7 條列舉了獨立行政法規可以作出規定的

事項範圍，其中第 6 項規定，行政違法行為及金額不

超過 50 萬元澳門幣的罰款可以由獨立的行政法規予

以規定。這是否意味着在缺乏法律的情況下，行政機

關可以對所有的行政違法行為進行界定並予以懲罰。

如果考慮到社會生活中絕大多數的違法行為具有行政

違法性，尚不構成犯罪的客觀現實，那麼，一個極端

的場景就是，立法會不需要制定任何行政違法方面的

法律，通過行政長官制定各種懲罰性的行政法規就能

治理澳門社會。隨着而來的問題就是，行政法規的民

主正當性何在？ 
2. 獨立行政法規與法律之間的關係不清 
按照法案規定，澳門立法會是澳門惟一的立法機

關，對自治範圍內的任何事項具有立法權。可見，獨

立行政法規存在的空間僅僅在於，法律空白而又需要

對行政違法行為進行處罰時，行政長官可以制定有關

的行政規範性文件。但是，獨立行政法規調控的事項

範圍與立法會法律保留事項之間存在衝突。例如，前

述光污染行為中，按照第 6 條第 16 項的規定，可以解

讀為立法會法律保留事項，按照第 7 條第 6 項的規定，

可以視為行政違法行為由獨立行政法規進行規範。究

竟應當如何判斷，仍然面臨着抉擇。如果立法會對屬

於獨立行政法規調控的事項內容進行了規範之後，相

關的獨立行政法規的矛盾或衝突部分是否就自動喪失

法律效力，相關程序如何進行？此外，如果將法案第

6 條第 1 款第 6 項與第 7 條第 1 款第 6 項結合起來閱

讀的話，就會發現，立法會的法律保留並不妨礙對行

政違法行為制定獨立的行政法規予以規範，那麼，又

如何達到以保留立法權限的方式對行政機關可能的侵

犯公民權利的制規行為進行控制的目的呢？ 
現代社會，行政機關通過制定抽象行政規範進行

社會管理是世界各國普遍現象，也是行政擴張的必然

結果。各國都面臨着行政制規行為必要性與缺乏民主

正當性之間的問題，通過各種方式對行政制規行為進

行合法性控制，授權立法與法律保留等原則應運而

生。各國在對行政制規行為控制過程中共同的趨勢

是，不再執着於傳統的三權分立原理，強調立法職能

與行政職能的絕對分隔，卻更為關注對行政制規行為

的程序控制，通過增強制規程序的民主性與民眾參與

能力保障行政法規的合法性與正當化。由此，通過更

為民主的程序要求對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的行為形

成某種約束與控制也許是值得探索的道路。 
 

 
四、永恆的課題──立法科學化之追求 

 
法律是用文字表述的。但是，法律的文字不同於

文學著作中的文字就在於這些文字要通過國家暴力實

施到現實生活之中，如果說文學的生命在於人們不斷

的閱讀，那麼法律的生命就在於它在現實生活中被反

覆的運用。11 因此，法律文本自身的合理性就顯得格

外重要，否則，執法與司法環節就會出現諸多不必要

的麻煩與困擾。立法科學化的追求伴隨着人類對法治

社會的嚮往而同步展開。 
英國哲學家邊沁是較早提倡立法科學化的學者之

一，他認為“真理和條理是攜手並進的。前者被發現

到甚麼程度，後者才能改善到甚麼程度。在確立一定

的條理以前，可以有欠缺的表示真理，但不到一定份

額的真理被形成和揭示出來，就不可能確立條理。發

現真理導致確立條理，而確立條理決定並促進發現真

理。”12 在這裏，邊沁實際上是在強調，有條理的立

法行為是建立在對真理的認識基礎上的，科學知識的

發展程度直接影響到立法行為的合理性。邊沁在法律

問題上一直堅持科學的標準，包括術語準確、窮盡分

類、普遍統一、邏輯嚴密等。即使是今天，這些要求

對於立法行為而言也並不過時，以此來檢討我們正在

討論的法案，至少疏忽了前兩條標準。如果立法者確

實希望整頓澳門現有的法律規範位階與秩序的話，那

麼應當認真梳理現行有效的所有規範類型，分門別類

整理，用嚴格規範的法律術語給澳門社會的法治秩序

做好基礎性工作。 
對於法典，邊沁也提出了一些科學標準：○1 它必

須是完整的，必須提出十分充分的整套法律，以致無

需用註釋或判例的形式加以補充；○2 它必須使每一句

話都達到最大可能的普遍性，必須可以用最少的法則

說明全部的法律；○3 這些法則必須以嚴格的邏輯順利

敍述出來；○4 在敍述法則時，必須使用嚴格一致的術

語，給每件事物以惟一的具有一個準確界定的名詞。

任何法律的表達方式，如果能滿足這些要求，那就是

邊沁所認為的法典。13 也許邊沁給立法者樹立了一個

似乎“高不可及”的標竿，但無論如何都是對立法實

務的警醒，促使我們朝着立法科學化的方向努力。

 
 
 
註釋： 
                                                 
1 《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送立法會第五文本)，第 4 條。 
2 應松年：《行政法學新論》，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 年，第 186-187 頁。 
3 王名揚：《法國行政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 年，第 178-179 頁。 
4 [德]毛雷爾著，高家偉譯：《德國行政法學總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591 頁。 
5 楊建順：《日本行政法通論》，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 年，第 3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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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清秀：《行政法的法源》，載於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上冊)，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年，第 130 頁。 
7 同註 4，第 104 頁。 
8 完全保留認為依據民主原則，一切行政行為都應受民主立法者意思的支配、引導與規範。日本晚近學者多採此觀點。依

據該觀點，如果法律沒有規範，則行政不得為任何行為，勢必無法適應複雜多變的現代行政需要，無法滿足行政積極主

動為民謀福利的要求。參見陳清秀：《依法行政與法律的適用》，載於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上冊)，北京：中國法制

出版社，2002 年，第 180 頁。 
9 同註 4，第 109-110 頁。 
10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第九版)，台北：三民書局，2005 年，第 90 頁。 
11 強世功：《誰來解釋憲法？──從憲法文本看我國的二元違憲審查體制》，載於法律教育網：http://www.chinalawedu.com/ 

news/2004_7/21/1619204726.htm。 
12 [英]邊沁著，時殷弘譯：《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 339 頁。 
13 [英]邊沁著，沈叔平等譯：《政府片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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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瀏覽立法會網站，看見一個新的法律《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出台，心中納悶這是哪個層級的內部規範。細看之下，原來這是2007年政府提交立法會審議的《關於法律與行政法規的規定》文本的升級版，而後者是筆者近年來比較關注的問題。總體而言，政府此次提交的法律文本有了較大改觀，不僅改變標題，增加了條文，對於爭議較多的行政法規問題也進行了較為明確的規定，一定程度上吸納了社會上對此問題的討論意見。然而，作為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這個文本也表現出立法中一些常見的問題，本文主要從立法學、立法技術的角度對該草案進行解讀，以就教於大家。 
	 
	 
	一、何謂“內部規範”？ 
	 
	從標題上看，將《關於法律與行政法規的規定》(以下簡稱舊草案)修改為《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以下簡稱法案)，法案做了大的修改。但是，相對舊草案而言，立法目標反而不如之前的清晰了。 
	首先，何謂“內部”規範？從法案文本中可以看出，內部規範主要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法律和行政長官的行政法規，強調的是本地立法。  按照邏輯學的規律，內部與外部是相對而言的。既然有內部規範，那麼，哪些屬於外部規範呢？顯然這裏的參照系是澳門地區的立法主體，換言之，澳門地區以外的立法主體制定的規範性文件被視為外部規範。那麼，一個顯著的難題就是如何判定《澳門基本法》屬於“內部”規範還是“外部”規範？眾所周知，《澳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按照前述標準應該屬於外部規範。但是，《澳門基本法》又是澳門地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憲制性法律文件，必然要內化為澳門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否則難以建立和諧的法律規範體系。 
	其次，即使內部規範的稱謂可以成立，內部規範包括哪些呢？法案文本突出強調了法律與行政法規。但是，從政府公報來看，澳門實施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是但不限於法律與行政法規，還包括行政長官的行政命令、批示、政府主要官員的批示、規章等類型。法案着力釐定了法律與行政法規之間的界限，對於其他“內部規範”完全沒有涉及，顯然立法內容與法案標題之間並不完全匹配。此外，必須考慮到行政長官發佈行政命令的權限同樣寫在基本法第50條第4項中，那麼，行政命令與行政法規之間關係如何，彼此有無適用範圍之分、效力大小之別？這似乎也應屬於這部《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的立法考量範圍，不能等到法院作出有關判決之後才引起社會關注與立法者的重視。 
	最後，在大陸法系國家與地區的行政法學領域，對於“內部規範”的理解有着近乎約定俗成的理解，不應輕易打破。內部行政法律規範是指行政機關制定的僅對行政系統內部有效的規範或規則，一般情況下不能約束普通公民或法人。外部行政法律規範是指行政機關制定的對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範。這是以行政規範調控的對象為標準進行的劃分 ，大陸法系地區的行政法實踐中均有這種區分。例如，在法國，行政長官基於層級指揮權，對機關內部的組織和管理以及對下級公務員和機關發佈的命令和指示，稱為內部行政措施。內部行政措施的對象不是外界人員，分為通令和指示等措施。通令適用於行政長官管轄下的全體公務員和機關，具有普遍性質，對公務員具有拘束力量，不服從命令可能受到紀律處分。  德國行政法中調整內部行政的規則，是指上級行政機關向下級行政機關、領導對下屬行政工作人員發佈的一般——抽象的命令。或者針對行政機關內部秩序、或者針對業務性的行政活動。  日本的行政規則是指行政機關制定的不具有法規性質的、一般抽象的規定。行政規則的內容屬於與國民的權利義務無直接關係的行政內部事務，因此，無需法律授權，以行政權的當然的權能便可以制定行政規則。  
	中國台灣地區，內部規範稱為行政規則，是指為規律行政體系內部事項而下達的命令，亦即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或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的一般、抽象之規定。行政規則是行政機關基於行政組織權限以及業務上的指揮監督權所發佈的命令，由於其發佈行政規則是從行政權衍生出來，因此不需要法律的授權，即可發佈。  事實上，我們正在討論的法案本身也是接受這種分類的，如法案第3條第3款規定“獨立行政法規不得就法律所載的條文作出具有對外效力的解釋、填補、變更、暫停實施或廢除性的規定。”但是，從整體上看，法案表達的意思是“內部規範具有對外效力”，這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大陸法系地區傳統行政法學的一般學理常識，令人費解。 
	可見，法案區分內部規範與外部規範會造成諸多不必要的誤解與麻煩。一個值得吸取經驗教訓是，大陸地區《行政訴訟法》中採取了類似的抽象術語表達，將行政行為從立法上分為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並試圖對其進行定義。但是，實踐表明，這種區分給司法實務造成了極大困擾，人們不得不花費很多精力去判斷鑒別“抽象”與“具體”，卻很難獲得實際效果。因此，立法者應當謹慎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事實上對於澳門地區規範性文件的類型，基本法已經有所提示。根據澳門基本法第8條與第11條的規定，澳門的法律規範可以分為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立法者可以考慮在基本法提示的範圍內具體解讀“其他規範性文件”包括哪些類型，從而對澳門法律規範體系進行更為系統完整的清理與規範。 
	 
	 
	二、法律保留原則的理解與運用 
	 
	法案中比較引人矚目的條款是對必須由法律予以規範的事項列舉。相對於舊草案，這些事項列舉得更加詳細具體，涵蓋範圍之廣似乎有窮盡立法會立法權限之用意。這種做法充分體現了澳門社會對法治主義的追求，推崇民意表達機構的權威性與至上地位，展示的是立法者對構成法治國原則核心的法律保留原則的青睞。由此，有必要對法律保留原則的內涵從法理上一探究竟，在甚麼意義上法律保留原則被視為法治主義的核心，現代社會如何運用法律保留原則作為保障基本人權重要工具與手段。 
	法律保留原則首先是在德國公法學理論中產生出來一項基本原則，後被日本、中國台灣地區所接受，並隨着社會發展逐漸完善起來。所謂法律保留原則是指，對於某些特定事項只能由法律加以規範約束，在法律出現缺位時，保留原則排除任何行政活動。一般認為，法律保留原則的實在法上的理論依據是： 民主原則； 法治國家原則； 基本人權規定。  可見，法律保留原則比法律優先原則更嚴格，優先原則只是消極禁止違反現行法律，而保留原則積極要求行政活動具有法律依據，否則，行政機關的行動均為違法。 
	在19世紀作為憲政主義的憲法工具發展起來的法律保留，是否適用於全部或部分行政領域，一直存有爭議。最初，法律保留原則限於侵害行政領域，也就是確保公民個人和社會領域免受專制行政權的侵害，並將必要的侵害置於人民代表機關法律的約束之下。隨着國家給付行政行為意義的擴大，法律保留的民主功能和法治國家功能也被認為可以涵蓋所有國家領域，但是，這並沒有導致對行政活動的“完全保留” ，而只是對於社會和個人來說重要的和基本的決定必須由議會作出，並且由議會負責。即所謂重要性理論。根據規則對社會和個人的意義、分量、基礎性、深遠性及其強度不同，將法律規則形成一個階梯結構，某一事務對社會或公民越重要，對立法機關的要求就越高。這個理論看似簡單明確，但是在具體案件中幾乎不能獲得任何明確的結果，仍然有賴於立法的明確與法院的解釋。  
	由此可見，法律保留原則雖然能夠控制行政肆意侵權的行為，但是各國對法律保留適用範圍和密度問題上都頗費躊躇。重要性理論雖然未能給出明確答案，但是在平衡法律保留的廣度與行政活動應有的空間上能夠起到較好的警示作用。以此觀之，可以發現，法案幾乎將所有的立法會權限都羅列在法律保留條款之中，這可能會造成實務中的行政被動與無能。例如，法案第6條規定：下列事項須由法律予以規範：(16)關於土地、地區整治、城市規劃和環境的法律制度。這是否意味着澳門地區的環境法律制度只能由立法會通過法律的方式進行規範。目前澳門地區還沒有光污染方面的法律，如果政府希望通過制定行政法規的方式治理世界遺產保護區內的光污染現象，就將處於既無法可依，又不能輕易採取行政手段執法，最終放任環境污染的尷尬狀態。在這裏，立法者似乎混淆了立法會立法權限列舉條款與法律保留條款的功能，未必有利於法治社會的健康發展。事實上，法律保留原則是對法律授權原則的補充，主要是對立法模糊授權、一攬子授權行為的干預，實現授權行政的準確與確定性。澳門目前對於立法與行政之間能否存在授權行為仍有爭議的情況下，單獨引入法律保留原則未必有助於問題的解決與澄清。此外，研究表明，法律保留範圍廣狹程度與國家的民主法治程度並無必然關係。例如，法國對法律保留事項急劇縮減，其民主法治程度並不遜於德、日等國。  
	 
	 
	三、行政法規的範圍與地位 
	 
	行政法規是澳門基本法中賦予行政長官的職權之一，儘管理論上對於行政法規究竟是一個集合概念還是一種具體的法律規範形式仍然有爭議，實務中行政法規作為一種獨立的法律規範形式已經出現在澳門的法治生活之中。法案明確的將行政法規分為獨立行政法規與執行性行政法規兩大類型，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們對行政法規性質的誤解。但是，法案中依然有着以下令人困擾之處： 
	1. 獨立行政法規調控的事項範圍過於寬泛 
	法案第7條列舉了獨立行政法規可以作出規定的事項範圍，其中第6項規定，行政違法行為及金額不超過50萬元澳門幣的罰款可以由獨立的行政法規予以規定。這是否意味着在缺乏法律的情況下，行政機關可以對所有的行政違法行為進行界定並予以懲罰。如果考慮到社會生活中絕大多數的違法行為具有行政違法性，尚不構成犯罪的客觀現實，那麼，一個極端的場景就是，立法會不需要制定任何行政違法方面的法律，通過行政長官制定各種懲罰性的行政法規就能治理澳門社會。隨着而來的問題就是，行政法規的民主正當性何在？ 
	2. 獨立行政法規與法律之間的關係不清 
	按照法案規定，澳門立法會是澳門惟一的立法機關，對自治範圍內的任何事項具有立法權。可見，獨立行政法規存在的空間僅僅在於，法律空白而又需要對行政違法行為進行處罰時，行政長官可以制定有關的行政規範性文件。但是，獨立行政法規調控的事項範圍與立法會法律保留事項之間存在衝突。例如，前述光污染行為中，按照第6條第16項的規定，可以解讀為立法會法律保留事項，按照第7條第6項的規定，可以視為行政違法行為由獨立行政法規進行規範。究竟應當如何判斷，仍然面臨着抉擇。如果立法會對屬於獨立行政法規調控的事項內容進行了規範之後，相關的獨立行政法規的矛盾或衝突部分是否就自動喪失法律效力，相關程序如何進行？此外，如果將法案第6條第1款第6項與第7條第1款第6項結合起來閱讀的話，就會發現，立法會的法律保留並不妨礙對行政違法行為制定獨立的行政法規予以規範，那麼，又如何達到以保留立法權限的方式對行政機關可能的侵犯公民權利的制規行為進行控制的目的呢？ 
	現代社會，行政機關通過制定抽象行政規範進行社會管理是世界各國普遍現象，也是行政擴張的必然結果。各國都面臨着行政制規行為必要性與缺乏民主正當性之間的問題，通過各種方式對行政制規行為進行合法性控制，授權立法與法律保留等原則應運而生。各國在對行政制規行為控制過程中共同的趨勢是，不再執着於傳統的三權分立原理，強調立法職能與行政職能的絕對分隔，卻更為關注對行政制規行為的程序控制，通過增強制規程序的民主性與民眾參與能力保障行政法規的合法性與正當化。由此，通過更為民主的程序要求對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的行為形成某種約束與控制也許是值得探索的道路。 
	 
	 
	四、永恆的課題──立法科學化之追求 
	 
	法律是用文字表述的。但是，法律的文字不同於文學著作中的文字就在於這些文字要通過國家暴力實施到現實生活之中，如果說文學的生命在於人們不斷的閱讀，那麼法律的生命就在於它在現實生活中被反覆的運用。  因此，法律文本自身的合理性就顯得格外重要，否則，執法與司法環節就會出現諸多不必要的麻煩與困擾。立法科學化的追求伴隨着人類對法治社會的嚮往而同步展開。 
	英國哲學家邊沁是較早提倡立法科學化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真理和條理是攜手並進的。前者被發現到甚麼程度，後者才能改善到甚麼程度。在確立一定的條理以前，可以有欠缺的表示真理，但不到一定份額的真理被形成和揭示出來，就不可能確立條理。發現真理導致確立條理，而確立條理決定並促進發現真理。”  在這裏，邊沁實際上是在強調，有條理的立法行為是建立在對真理的認識基礎上的，科學知識的發展程度直接影響到立法行為的合理性。邊沁在法律問題上一直堅持科學的標準，包括術語準確、窮盡分類、普遍統一、邏輯嚴密等。即使是今天，這些要求對於立法行為而言也並不過時，以此來檢討我們正在討論的法案，至少疏忽了前兩條標準。如果立法者確實希望整頓澳門現有的法律規範位階與秩序的話，那麼應當認真梳理現行有效的所有規範類型，分門別類整理，用嚴格規範的法律術語給澳門社會的法治秩序做好基礎性工作。 
	對於法典，邊沁也提出了一些科學標準： 它必須是完整的，必須提出十分充分的整套法律，以致無需用註釋或判例的形式加以補充； 它必須使每一句話都達到最大可能的普遍性，必須可以用最少的法則說明全部的法律； 這些法則必須以嚴格的邏輯順利敍述出來； 在敍述法則時，必須使用嚴格一致的術語，給每件事物以惟一的具有一個準確界定的名詞。任何法律的表達方式，如果能滿足這些要求，那就是邊沁所認為的法典。  也許邊沁給立法者樹立了一個似乎“高不可及”的標竿，但無論如何都是對立法實務的警醒，促使我們朝着立法科學化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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