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立法原意探討
王

行政長官應當如何產生，這是自《香港基本法》
起草以來就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的話題。香港回歸
後，圍繞着行政長官如何最終達致普選產生，成為《香
港基本法》實施的主要熱點和焦點，甚至成為內耗的
社會爭議。
《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以及澳門回歸以
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雖
然沒有出現香港社會那樣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論的情
況，亦屬於澳門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課題。這也是中
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不可不予以回
答的重大課題。
這裏有三個核心問題：第一，如何看待政治體制
檢討、改革和發展的問題？第二，如何看待行政長官
選舉與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關係？第三，如何看待澳
門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澳門基本
法》起草過程中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討論情況的
梳理，探討立法原意，對以上幾個問題作出初步回答。

一、《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有關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的討論情況
(一) 關於是否普選產生的討論
《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由附件一《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這裏與《香港基
本法》第 45 條略有不同。
《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第 2
款明確規定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
普選產生的目標”。那麼，
《澳門基本法》為甚麼不作
同樣的規定？《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當時又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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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考慮的？
《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進行廣泛諮詢，當時
有一種意見要求比照《香港基本法》的寫法，增加行
政長官最終達致普選產生的內容。有的意見指出理由
如下：第一，這部分內容不抵觸《中葡聯合聲明》
；第
二，能夠指出一個向着民主政制循序發展的精神；第
三，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有意見建議加上：“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
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到(致)普選產生的目
標。”有意見建議加上：“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按循
序漸進的原則規定，最終達到普選產生的目標。” 1
有的意見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全體特
區居民的行政長官，對其產生，市民應有權參與，而
附件一規定的間接選舉制度使一般市民無權過問，這
是不合理的，而且，容易產生政治特權階級和政治貴
族集團，並影響行政長官在澳門的長期威信，反對長
期由選舉委員會推選行政長官，有關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應以全面普及直選為原則重新制定。有的意見
認為選舉委員會由 300 人組成是不足夠的，希望考慮
“用漸進的方式，逐步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到二
零零九年逐步達致全民普選”，有的意見建議附件一
裏的“選舉委員會”應當改為“提名委員會”，只負
責提名行政長官給澳門市民普選，有的意見建議在附
件一裏增加“二零零二年以澳門市民全民投票的方式
決定是否普選產生第二任行政長官”，有的意見認
為，“二零零四年以後行政長官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居
民普及直接選舉產生”，等等。 2
然而，與香港不同，雖然澳門有些人士主張行政
長官由直接選舉產生，但是，大多數意見認為澳門情
況不同，行政長官應由間接選舉產生，不贊成普選，
有關是否普選產生的爭論亦遠不如香港那樣激烈。 3
當時，就有一種諮詢意見指出，贊成《澳門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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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條的寫法，指規定較為寬鬆，即使將來是普選產
生行政長官，也並沒有違反基本法。4 而且，
《澳門基
本法》附件一已包含 2009 年及以後可以修改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的內容和程序，包含了循序漸進的意思。5 因
此，
《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沒有列入《香港基本法》
第 45 條第 2 款的那樣內容。

(二) 關於任職資格的討論
《澳門基本法》第 46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二
十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
任。”這裏與《香港基本法》相比，
《香港基本法》還
要求行政長官必須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
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
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6
關於《澳門基本法》是否需要比照《香港基本法》
的做法，也寫上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澳門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進行了長期爭論。 7 一種意
見認為，外國居留權問題起源於《香港基本法》
，1989
年 12 月 20 日英國政府單方面宣佈決定給予 5 萬戶(計
22.5 萬人)香港居民以包括在聯合王國居留權在內的
完全英國公民的地位，英國還宣稱，他們在上述 5 萬
戶中保留相當數額，以便在臨近 1997 年的“稍後的年
代中”給“那些可能在香港進入關鍵崗位的人以機
會”。英國的做法違背了 1984 年中英交換的備忘錄。
因此《香港基本法》針對英國的做法，對行政長官的
資格寫上“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的限制，以免將來
產生雙重效忠問題，破壞“港人治港”。但是，澳門
沒有發生英國政府違背承諾的類似問題，因此，沒有
必要增加“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的限制。
另一種意見認為，澳門雖然沒有發生英國政府違
背承諾的類似問題，但是行政長官代表澳門特別行政
區，享有廣泛職權，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對中央
人民政府負責，因此，如果行政長官具有外國居留權，
這是不合適的，有違國家主權原則。行政長官不擁有
外國居留權，“這是當行政長官的起碼條件，也是理
所當然，決不含糊的”，行政長官“如擁有外國居留
權，對外難以解釋，對內也很難獲得居民認同和支
持”。 8 而且，中國雖然不承認雙重國籍，葡萄牙卻
承認雙重國籍，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前，兩
國交換的備忘錄對此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因此，如
果行政長官具有葡萄牙護照，也會產生雙重效忠問
題。因此，應該寫上澳門行政長官“不得具有外國居

留權”的限制。
針對上述兩種不同意見，《澳門基本法》最後將
“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寫入第 49 條，而不寫入第
46 條。這就是《澳門基本法》第 49 條：“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在任職期內不得具有外國居留權，不
得從事私人贏利活動。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澳門特別
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申報財產，記錄在案。”這是作
為行政長官任職期內的一項義務來規定的，也就是
說，行政長官在報名參加選舉時還可以允許有外國居
留權，一旦任職就不能具有外國居留權。
第 49 條規定行政長官不得從事私人贏利活動，當
時有諮詢意見提出，應當改為“不得從事或變相從事
私人贏利活動”，不過，不得從事私人贏利活動，當
然也包括了不得變相從事贏利活動的行為。
《澳門基本
法》第 49 條本身已經包含着這樣一層意思，因此沒有
作這樣的改動。 9

(三) 關於選舉委員會組成的討論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應當具有廣泛代表性，由四大界別 300 名委員組成，
其中工商、金融界 100 人，文化、教育、專業等界 80
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80 人，立法會議員的
代表、市政機關成員的代表、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
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40 人。
《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關於選舉委員會的
組成有這些諮詢意見：
關於工商、金融界，有諮詢意見指出，認為佔 100
人的比例過大，不合理，和其他界別比例懸殊，建議
適當調整，宜增加專業人士和基層代表的比重。有一
種意見認為應當將“工商、金融”改為“工商、金融、
建築、旅遊等經濟界”，有一種意見認為，工商、金
融界 100 人，佔整個選舉委員會的 1/3，又規定不少
於 50 名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這樣，實
際上是為工商、金融界中的多數派自動掌權鋪平道
路。在行政架構中，尤其是權力中心切忌官商合一，
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既然是資本家掌權，因而行政長官
必然由老闆親自擔任，是極大的誤解。” 10
關於文化、教育、專業等界，原來在 1991 年公佈
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附件一的寫法是“專
業人士(包括教育、傳媒等界)”，有諮詢意見認為在
界定及列舉“專業人士”方面，似乎比較籠統，未有
明確包括社工專業人員，應說明清楚專業的定義及包
括哪些界別。 11 1992 年基本法(草案)則改為“文化、
教育、專業等界”，正式通過的《澳門基本法》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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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寫法。
關於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
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
表，有的意見認為這部分成員佔 40 人，相對目前這些
人的總數比例過重，有的意見認為當時澳門地區全國
人大代表只有 5 人，並估計到 1999 年回歸前，充其量
不會到 10 人，因此，有 35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是從 50
名立法會議員、市政機構成員及全國政協委員中產
生，質疑比例偏高。12 有的意見建議將“立法會議員
的代表”移至“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之
後。有的意見建議公務員團體應有足夠代表參與選舉
委員會的工作。有的意見表示贊同，因立法議員、市
政機構成員等本身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再從中選出
他們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也是合理的。 13

(四) 關於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討論
《澳門基本法》第 48 條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
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與《中葡
聯合聲明》的有關規定是一致的。
《中葡聯合聲明》明
確規定，“行政長官在澳門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門基本法》第 48
條所謂的“在當地”，也就是《中葡聯合聲明》裏所
說的“在澳門”。
中央人民政府有權任命行政長官，本身沒有引起
太多的爭論。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任命”的內涵。有
一種諮詢意見提出，“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一公式說明所有這
些結果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東西，這同第 15 條第一部分
規定的全部特點是相符合的，但這卻同附件一第一點
的規定相反。”這種疑問觸及到如何理解“任命”的
內涵。
也就是說，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是形式任命，還
是實質任命？這種任命行政長官的權力是一種形式權
力，還是一種實質權力？所謂形式任命權力，是指行
政長官在澳門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以後，中央人民政
府只能任命，而不能予以拒絕，任命只是禮儀和程序
上的手續而已。所謂實質任命，是指行政長官在澳門
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以後，中央人民政府既可以任
命，也可以不任命，中央人民政府既然有權任命，也
可以免去行政長官的職務。
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應當是一種實質上的任命。
這是因為澳門回歸後，已經成為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的地方行政區域。
《澳門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必須
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這種負責就不是形式上負責，

而是具有實質內容，行政長官必須忠實地執行中央人
民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策，因此，中央人民政
府對行政長官的任命，就是保證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的一種必要權力。這必然是一種實質上的任
命權力，實質任命說得到廣泛贊同。 14
如果是形式任命，那麼，就可以不用“任命”的
字眼，而應當改為“備案”，《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
就可以改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
舉或協商產生，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15 當然，這
種寫法本身就與《中葡聯合聲明》的精神不合。
《澳門
基本法》第 15 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有關
規定任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和
檢察長。”這與《香港基本法》不同，《香港基本法》
第 15 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
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
員。” 《澳門基本法》這裏突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任
職務和免除職務的內涵，強調的是一種實質上的任命。
《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有的意見指出，
《澳門
基本法》第 15 條這裏應當再加上終審法院院長和各級
法院院長等，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6 這種意見沒有
被採納。
《澳門基本法》規定終審法院法官和終審法院
院長的人選必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17 這裏用
“備案”而不是“任命”或者“批准”這是因為全國
人大授予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使然，而全國人大授予澳門的行政管理權前沒有冠以
“獨立”的表述。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
命權是同其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授與“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內涵一致的。

(五) 其他關於文字規範的討論
《澳門基本法》第 48 條在 1991 年公佈的《基本
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裏的寫法略有不同：“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
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當
時，有的意見建議將第 2 款裏的“行政長官產生的具
體辦法”改為“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 18 1992
年公佈的《基本法》(草案)才改為現在的寫法，“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另外，
《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關文字規範
的討論包括以下幾個問題：有的建議將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改為“任免”，有的建議將第 1 款“在當地”
三字刪去，這些意見沒有被接納。
1991 年公佈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裏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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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第 7 條寫法是：“二零零九年以後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批准。”這裏的寫法與《香港基本法》是一致的，
《香港基本法》的寫法是“二零零七年以後”。當時
有諮詢意見認為，為使附件內條文更清楚明確，避免
二零零九年社會出現爭論，“二零零九年後”可改為
“二零零八年內及以後”。19 1992 年公佈的《澳門基
本法》草案改為“二零零九年及以後”，在原來的條
文裏加上一個“及”字，這即正式通過的《澳門基本
法》的寫法。
有諮詢意見認為，這裏的“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中的逗號(，)，
應改為“及”，這樣層次較為清楚。20 這種意見沒有
被接納。

則至少包括，第一，這是一種地方政治體制。第二，
這是一種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第三，這是一種行政
與立法互相制約又互相配合的政治體制。第四，政治
體制應當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
民主是當代社會評價政治和政治體制的重要指
標。但是，不能將是否民主的衡量僅僅寄託在選舉上。
選舉只是民主制度其中的重要一環，但不是民主制度
的全部。民主政治的發展應當是全面的和全方位的，
包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及其互
動，政府官員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式，市民與政府的
信任及互動，等等。民主政治的“善治”，除了選舉
制度以外，仍然需要其他的各種條件與機制與其配套
才能完成。

三、如何看待行政長官選舉與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關係
二、如何看待政治體制檢討、改革和
發展的問題
必須指出，香港和澳門許多人士喜歡用“政治體
制”或“政制”的檢討、改革和發展，來指代附件一
和附件二的修改。本文認為，這種提法並不準確。這
是因為“政治體制”的內容已經被《澳門基本法》第
四章所明確規定，現在要改的是附件一和附件二，而
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的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制
度，而不是政治體制本身。“政治體制”已經被基本
法正文明確規定，不存在檢討、改革和發展的問題。
所謂政治體制，通常是與政治體系、政權組織形
式、憲法體制和政治制度等概念相聯繫的。 21 《澳門
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地位、
職權、運作及其相互關係，這些內容應當原則上保持
不變，輕易不能予以修改。所以，
《澳門基本法》才特
別規定有關政治體制的提案，屬於政府的專屬提案權
範圍。 22
選舉制度只是政治體制的一部分，不可能也不應
該將其理解為是政治體制的全部。而且，政治體制必
須與選舉制度相“契合”才能獲得良好運作，選舉制
度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治體制的運作。因此，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的修改，不能影響到基本法第四章規定的
“政治體制”的運作，不能修改到抵觸已經隱含在基
本法正文裏的有關政治體制運作的基本原則。這些原

《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及其附件一規定的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實際上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在澳
門當地選舉產生，另一部分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所以，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就使用了“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而不是“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23 這說
明，選舉是行政長官產生的一個重要環節和內容，但
不能就此認為是行政長官產生的全部內容。這是因為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產生以後，必須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
附件一第 5 條指出選舉委員會選出的行政長官，
只能稱為行政長官候任人，只有經過中央人民政府的
任命，才可以稱為正式當選。24 中央人民政府對行政
長官的任命，不僅僅是“一道手續問題”，而是指一
種實質性的任命，是指行政長官在澳門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以後，中央人民政府既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
命，中央人民政府既然有權任命，也可以免去行政長
官的職務。
那麼，中央人民政府擁有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
權，是否就是說澳門當地對行政長官的選舉就是形式
的呢？不能作這樣的理解。行政長官的任命和行政長
官的選舉都是實質性的，而不是形式的。它們應當是
統一的。25 中央人民政府應當充分考慮行政長官選舉
產生的合法性與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的意願，不可以輕
易不予以任命，然而，如果在特定情況下，發生選舉
過程與結果與《澳門基本法》原則與具體條文相抵觸
的情況，當然有權不予以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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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看待普選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的問題
關於在澳門是否實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首先必
須指出的是，
《澳門基本法》與《香港基本法》在政治
體制方面的最大不同，在於《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
了要達至“雙普選”的發展目標，即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全體議員都必須最終達致普選產生。 26 《澳門基本
法》無此規定。 27
當然，
《澳門基本法》不作規定，不等於說《澳門
基本法》附件一所確立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就可以永
遠不變，更不能在法律上排除將來在澳門通過普選產
生行政長官的可能性。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本身就指
出了“如需修改”的程序。尤其是香港可能在 2017
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以後，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所確
立的間接選舉制度就會面臨着更大的修改壓力。
然而，考慮到澳門的情況畢竟與香港不同，最終
是否取消間接選舉，實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還有待
於社會各界形成廣泛共識。
《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
當時有一種意見提出，要求比照《香港基本法》的寫
法，增加其第 45 條中間一段的內容，即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最終達致普選產生的目標，然而，多數意見認
為澳門情況與香港不同，並指出這種意見“可以理
解，也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否切合澳門的實際，對澳
門的發展是否有利？都值得深入研究。” 28
有一種意見認為，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曾經指出
較小的國家更容易實現民主，所以，澳門地方小，人
口少，應當比香港更早實現普選。這種意見未必準確。
因為不能離開具體和特定的社會條件，抽象分析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民主政治發展。第一，
《香港基本法》明
確規定了行政長官達致普選產生的發展目標，而《澳
門基本法》無此規定；第二，
《澳門基本法》是在參考
《香港基本法》的基礎上制定的，而修改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達致普選，這是屬於“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事
關全局的重大問題，澳門沒有必要一定“搶”在香港
實現，更沒有必要“慕虛名而處實禍”也。 29 第三，
不能抽象照搬盧梭的說法，盧梭所理解的國家是建立
在古典國家理論的基礎上，而當今時代，國家的職能
已經發生重大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在盧梭的時代，
處於法國大革命前夕，為了反對王權的專橫，主要是
參照古希臘城邦政治而設想民主的，整個時代還缺乏
對民主政治運作的足夠深刻的體會和理解。 30
必須指出的是，在澳門社會就普選問題達成廣泛
共識後，仍然需要根據附件一確定的修改程序，經立
法會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將來是否實
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以及在甚麼時候實行普選產生
行政長官，擁有最後的完全決定權。
就其實質而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是否實行普選
產生行政長官，這是一個政治決斷，而非單純的法律
問題。這個政治決斷，已經超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高
度自治”的範圍，在根本上只能由中央作出。中央在
作出這麼一個政治決斷時，應當遵循以下幾個方面的
基本原則：第一，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第二，充分考慮澳門社會各界和居民的廣泛意願；第
三，充分考慮澳門社會的民主素質和社會承受能力；
第四，有利於澳門政治體制的順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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