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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於 2011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3 日期間進行了“‘一國兩制’綜合

指標”民意調查，並於 2011 年 7 月 8 日舉行新聞發佈

會，公佈調查成果。是次調查採用了全新的“‘一國

兩制’綜合指標”問卷。問卷包括 16 項必選題，涵蓋

澳門居民對“一國兩制”及社會生活現狀的評價，對

社會核心價值觀、國家認同感的思考和反應等。是次

調查以電話訪問的形式進行，調查對象為本澳常住人

口中年滿 18 歲以上的各界人士，以隨機方法抽取訪問

對象逾 5,000 個，共有 1,193 名居民成功回應全部問

卷。問卷具有較高的科學性、代表性，未來將定期舉

行同樣調查，務求及時跟進民意狀況，是一項承前啟

後的重要學術活動。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楊允中主持是次新聞發佈會，

他表示是次所採用的“‘一國兩制’綜合指標”問

卷，題目設計全面、周詳。數據顯示，“一國兩制”

受到廣泛認同，51.72%的居民認為“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實行得“非常成功”和“成

功”，如果連同“一般”成功者，則高達 91.2%。對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表示“非常

有信心”和“有信心”的居民共佔 53.48%。對中央政

府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表示“非常有信心”和“比

較有信心”的共 72.09%。以上數據充分說明了澳門居

民對“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持相當肯定態度，對

中央政府的信心很強。關於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

61.11%的居民認為澳門的社會核心價值觀是“愛國

愛澳”，59.26%居民則認為是“一國兩制”，與 2009
年本中心進行的同類型調查中，“愛國愛澳”同為首

選，認受度增加了 12.34%，實實在在證明了它已成為

澳門社會的第一核心價值。 

是次民意調查是對“一國兩制”十多年來的有效

落實及第三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適時回顧，調查中

的各項數據對特區政府貫徹落實“一國兩制”、依法

施政並及時回應居民訴求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調查的

結果相當正面，居民對於“一國兩制”的落實和信心

程度都較高，對特區政府施政比較滿意。同時，調查

也帶出了個人發展空間相對不足等方方面面的訴求，

以及部分居民對回歸後的民主、法治進程給出了負面

評價。 
是次調查的相關數據詳見本期第 92-105 頁《“一

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結業典禮 

暨第四階段開班儀式順利舉行 
 

由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澳門理工學院一

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共同主辦的

“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結業典禮暨第四階段開班

儀式，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假世界

貿易中心五樓蓮花廳順利舉行。儀式由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法務司陳麗敏司長等主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副主任兼全國人大常委會港澳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張曉明先生專程來澳出席是次活動，並發表《為甚麼

說澳門不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為題的學

術演講，目的是推動學員及嘉賓們進一步提升對“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

定。 
2011 年為《澳門基本法》頒佈第 18 週年，也是

第三屆澳門特區政府開局第二年。為持續落實胡錦濤

主席講話精神，推動特區政府的領導及主管人員更深

入認識基本法，準確適用基本法的相關規定，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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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府依法管治的能力，確保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

定，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

兩制研究中心、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於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6 月繼續舉辦“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專業

培訓課程，每班為期一週，共 30 個課時，培訓對象主

要為特區政府中高層官員。課程內容包括講授“一國

兩制”的理論和實踐、“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基

本方針、中央與澳門的關係、澳門政治體制，以及民

權保障與公民社會建設等議題。由 2010 年下半年至

2011 年 6 月共開辦 20 個班，是次結業學員超過 200
人。 

張曉明在專題學術講座中強調澳門特別實行的行

政主導體制與西方“三權分立”體制性質上不同，並

着重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實現了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保持了決策和

執行的高效，促進了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不斷

進步，切實保障了澳門居民依法享有的各種權利和自

由，取得了較好的管治效果，“一國兩制”實踐在澳

門取得了公認的成功。只要我們堅持一切從澳門實際

情況出發的原則，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在實踐中不

斷探索，善於積累經驗，努力改進工作，就一定能使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在實際運作方面日臻完善，

並充分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報告的內容詳見本期第 1-5
頁《為甚麼說澳門不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

制？──在“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結業典禮上的

講說》。 
主辦單位定於本年 9-10 月期間，繼續開辦下一階

段的課程，力求為更多的澳門特區公務員提供有針對

性的培訓。 
 
 

“愛國精神與和平統一──紀念辛亥革命
100 週年”座談會 

 
澳門學者同盟於 2011 年 7 月 30 日上午舉行“愛

國精神與和平統一──紀念辛亥革命 100 週年”座談

會，主題為通過回顧百年前的民主革命的經驗與教

訓，探討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以求在紀念民主革命

的同時，弘揚澳門居民一直以來強烈的愛國精神。座

談會由澳門學者同盟會長、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

究中心主任楊允中主持。 
首先，楊允中指出，以孫中山為首的民主革命派

在 100 年前一舉推翻千年帝制走向共和，這是中華民

族全面覺醒、實現民族復興的開端。澳門作為辛亥革

命重要策源地之一，歷史上曾作出特殊的貢獻。當前，

作為實踐“一國兩制”的特殊地區，澳門在兩岸交往

及走向和平統一的道路上發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他

強調，作為當代學者，前辛亥革命應該有正確的認知，

單憑是推翻中國二千年封建帝制、建立遠東第一個共

和國家、徹底改寫中國近代史和中國人命運這一點，

就足以證明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另外，對孫中山亦應

該有正確的評價，他是革命先驅、改革前導，引導時

代潮流的世紀偉人、世界偉人。孫中山具有無怨無悔，

大無畏的徹底革命精神，愈拙愈奮、百折不撓；失利

時不灰心，危險時不退縮，得志時不忘本，順景時不

驕傲；不貪不佔，“民有民治民享”理念貫徹始終，

生前一心掛在事業上，死後不留個人遺產。因此，孫

中山革命家、政治家的身份素無爭議，學者、思想家

的定位也是當之無愧。楊允中又指出，辛亥革命雖然

是 100 年前的事，但其對於當代中國以及澳門特區仍

然有重要的價值。辛亥革命讓民族覺醒，但百年至今，

仍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民族奮進、

“振興中華”初見成效，已在世人面前展現出不可阻

擋之勢，國人更加應該傳及辛亥革命的精神，繼續努

力。當下，形形色色的新孔乙己、新阿 Q，貪官裸官，

同時代與潮流發展極不相稱；法治、民主與公民社會

建設，要警鐘長鳴、長抓不懈。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

當代價值所在。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博士生導師

龔剛就孫中山作為兩岸共同精神資源的議題發言。他

認為孫中山是中西兩大世界的最大公約數，承襲了中

西方的文化，也是兩岸發展中的共同定位點，在尋求

未來發展與相互關係的道路上，孫中山始終是兩岸共

同的精神資源。首先，他指出孫中山擁有中西兼得的

完璧之思，他的思想體系中儒家情結深種，但他在稱

頌中華民族傳統的同時卻反對泥古而不通今，主張在

恢得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長。孫中山這種正

確對待中西文化的思想是中國現代發展、正確處理兩

岸關係的導向。另外，龔剛亦指出，孫中山所提倡的

世界大同觀對當今兩岸關係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國

家於 2002 年提出的“和諧社會”主張，實際上就是孫

中山所謂的“大同世界，天下為公”。面對兩岸問題，

大陸和台灣都應該秉持“和諧”與“大同”的理念，

堅持理性、和平、互惠的原則，以建立更成熟穩健的

良性互動關係。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李長森教授從歷史

的角度去分析澳門在辛亥革命形成過程中的貢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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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國近代的革命家很多都生活在澳門附近，這

並非偶然，而是因為澳門在當時的確發揮了一定的作

用，但這種作用是民間的、較低層次的，所以在歷史

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掉。20 世紀初，中國人和葡萄牙人

在澳門的交往漸漸繁密，一些西方的思想通過這種交

流慢慢潛移默化到中國人的社會。辛亥革命前一年，

1910 年 10 月 5 日，葡萄牙革命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

國政府，自此，葡國的革命思潮在澳門傳播，同時葡

萄牙亦很關心中國的革命。土生葡人通過在澳門、香

港、上海等地辦外文報紙，用實際的行動支持辛亥革

命。 

澳門亥辛‧黃埔協進會林園丁理事長及澳門人文

科學學會鄧思平會長分別討論了孫中山與澳門的關

係。林園丁首先肯定了孫中山的貢獻，指出他推翻了

封建王朝，讓天下為私變成了天下為公，其歷史地位

是絕對的；共產黨稱他為“革命先行者”，國民黨稱

他為“國父”，兩岸民眾都視他為民族英雄。然後，

他指出澳門是孫中山走向世界的窗口，當時澳門政治

寬鬆，成為許多革命者的避難所，孫中山是在鏡湖醫

院的第一位華人醫生，在澳門以孫中山命名的街道和

地方也有十多處，足以證明澳門與孫中山的淵源。鄧

思平列舉了孫中山在澳門的 14 處革命足迹，包括國父

紀念館、廬廉若公園、水坑尾巷 14 號的楊四寇堂、荷

蘭園和隆街 21 號的同盟會活動據點樂群書室、白馬行

釣魚台濠鏡閱書報社舊址、白鴿巢由義巷 11 號同盟會

聯絡站、南灣大馬路 41 號同盟會澳門分會舊址、鏡湖

醫院、草堆街 80 號的中西藥局舊址、議事亭前地 14
號的孫醫館、風順堂上街 4 號孫眉寓所、鄭家大屋、

下環正街 3 號《鏡海叢報》、及鵝眉街 10 號中華革命

黨的秘密活動地點。鄧思平指出，這些都是孫中山當

年進行反封建革命的據點，可見孫中山、亥辛革命都

與澳門的密切淵源。 
鄭國強首先肯定了澳門特區政府購下中西藥局原

址的舉措，中西藥局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起點，他借

辦藥局為名，暗地裏在此為革命籌集經費。特區政府

此舉是繼成功保存了鄭家大屋後另一項讓澳門人振奮

的事情，這證明了澳門珍惜自己的文化遺產。鄭國強

指出，澳門文化起源於大航海時代全球化的第一波，

現在我們面對全球化的第二波，應該如澳門歷史偉人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所指，以“人盡其才，地盡其

利，貨暢其流，物盡其用”為努力方向。此外，他認

為孫中山思想中許多主張都有現實參考價值，如他提

倡的“五權”，當中的考試權和監察權正正是澳門應

該好好研究和學習的，另外他提出的土地政策，“節

制資本，平均地權，漲價資本歸公”，這一切都是非

常科學的。澳門應該在肯定自身擁有的文化遺產之

外，深入學習研究，努力準備迎接全球化的第三波。 

澳門學者同盟理事唐繼宗嘗試從市場營銷的角度

去思考推廣辛亥革命及愛國主義文化的方法。許多中

國的傳統故事及文化，如花本蘭、三國、熊貓等，都

被外國人(如美、日)利用了作為制作動漫的元素，外

國人從中取得商機，但同時又推廣了這些中國傳統文

化。他指出 21 世紀是資訊時代，要把辛亥革命的精神

向 90 後、00 後的新一代推廣，就要用一些可以吸引

他們的方法，如通過網絡、遊戲、動畫、漫話等媒介，

首先要讓年青人對這些中國文化產生興趣，然後才能

冀望他們會傳承和弘揚。他認為，既然孫中山與澳門

有深厚的淵源，澳門大可以考慮把孫中山樹立成為一

個標誌，英文所謂的“icon”，推出一些和孫中山及

辛亥革命有關的動漫、旅遊路綫等，以商業的手法宣

傳孫中山與澳門的點滴，讓居民和遊客一同在澳門尋

找孫中山的足迹。 
澳門辛亥‧黃埔協進會的蕭書香及馮奇均就辛亥

革命的精神與祖國的和平統發表意見。蕭書香認為，

辛亥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統一國人，振興中華，但至

今百年已過，兩岸仍然處於軍事敵對狀態，這是不應

該的，大家應該趁着辛亥百年之際，把振興中華作為

大前題，互利互惠，和諧共處。馮奇認為，辛亥革命

至今，國家尚未完全統一，就正如孫中山臨終前的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平統一是我們

的歷史責任。他認為要統一的內容和形式其實就是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和孫中山提出的“三民

主義”並不矛盾，“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其

實擁有社會主義的色彩，要讓整個民族共興共榮，我

們必須要有創新的思維，努力求同存異，通過“一國

兩制”解決統一問題。 
澳門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是以孫中山為

首的民族革命者在籌劃起義的據點，澳門學者同盟在

辛亥革命百年之際舉行這個座談會，有助推動各界關

注辛亥革命的經驗與教訓，同時弘揚澳門的愛國主義

精神。 
 
 

澳門學者同盟成功訪問重慶 
 

在國務院港澳辦和澳門中聯辦的全力支持和具體

指導下，由國務院港澳辦王金玉處長擔任領隊，澳門

中聯辦研究室徐祥生處長、劉忠鋒助理擔任顧問，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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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學者同盟楊允中會長擔任團長，楊秀玲副會長、鄭

國強副會長、麥瑞權副會長擔任副團長的澳門學者同

盟一行 23 人組成的訪問團，於 2011 年 8 月 23-27 日

成功地訪問了全國最大的直轄市重慶。訪問團受到重

慶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的熱情接待，更受到重

慶市政協副主席王孝詢的親切接見。王副主席表示渝

澳交流一向密切，特別提及由澳門投資商出資興建、

橫跨嘉陵江的渝澳大橋對當地的交通運輸及社會經濟

發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是兩地友誼的見證。重慶市

這個位於西部地區，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於一

體，且近年發展速度居全國前列的直轄市給訪問團成

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澳門學者也順便向重慶有關領

導和學術單位介紹了澳門特區成立十二年來貫徹“一

國兩制”的突出變化。 
訪問團先後拜訪了作為當地政府智庫的重慶市社

會科學院以及在全國極具影響力的西南政法大學，並

分別展開了主題為“21 世紀澳渝學術合作”座談

會。重慶市社會科學院是直屬重慶市人民政府的綜合

性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通過深入研究為當地的經濟、

社會發展和政府決策提供理論支持。重慶市自 1997
年直轄以來的法治建設及社會發展態勢喜人，重慶社

科院參與許多重要領域的論證研究，包括近年打黑，

收到良好的成效。西南政法大學是一所以法學為主，

各社會人文科學學科協調發展的多科性大學，也是中

國最早建立的高等政法學府之一。參與座談會的法學

教授紛紛表達了對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以及關

於“一國兩制”理論發展的看法與關心，從事行政法

研究的譚宗澤教授在十多年前開設關於基本法的課

程，並一直堅持至今。在兩次座談會上，楊允中團長

及澳門學者均就澳門特區回歸後十二年來的發展做了

簡單的介紹，並向對方參會人員分享澳門特區實行

“一國兩制”的寶貴經驗，對於西南政法大學重視

“一國兩制”理論發展表示欣喜，並提出兩地可以就

相關課題進行更深入的學術合作。 
重慶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建城已逾三千

年，有着悠久的歷史和革命傳統，訪問團在當地多處

歷史古迹進行實地考察，其中包括歷史名勝湖廣會

館、朝天門、重慶人民大禮堂、洪崖洞、磁器口，世

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革命與歷史文物紅岩村、特園、

三峽博物館，以及令人心情難以平靜的白公館、渣滓

洞、烈士墓等。通過實地接觸與考察，訪問團深刻感

受到重慶市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及一直傳承下來可貴

的革命精神。 
澳門學者同盟作為澳門學術界較有代表性的民間

社團，致力促進澳門與內地特別是重點地區和城市的

學術交流及發展盡，一直參與搭建澳門學術界對外交

流平台。是次訪問相信有助於推動實行“一國兩制”

的澳門與內地及相關學術單位之間的深層次合作與交

流機制的形成。 
 
 

“法律語言改革與雙語人才培養”座談會 
 

澳門學者同盟舉辦的“法律語言改革與雙語人才

培養”座談會於 2011 年 9 月 17 日假萬豪軒酒家舉

行。座談會由澳門學者同盟常務副會長、澳門大學法

學院駱偉建教授主持，出席會議的發言者包括澳門法

學界和語言學界的專家學者，以及澳門的法律工作

者，合共約 30 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律改革及國

際法事務局朱琳琳局長亦應邀出席，聽取各位專家學

者的意見。各位專家學者就澳門法律語言現況、澳門

雙語人才培養等主題展開討論。 

會議上，法學家及法律工作均指出，現今的司法

判詞仍然以葡文為主，這樣對於大部分只懂中文的澳

門居民來說是有欠公平的，這是澳門法律語言急待解

決的一個方面。此外，法學界人士也呼籲立法中文化，

認為要改變澳門法律本地化問題，就應該從立法入

手，用中文立法，因為澳門回歸之後，《澳門基本法》

第 9 條清晰規定了在行政、立法和司法領域均應使用

中文。另外，澳門現時的法律大部分都是從葡文翻譯

成中文，法律翻譯專家舉出很多例子來證明，翻譯文

本存在大量語句不通的情況，這是因為澳門缺乏高端

的中葡翻譯人才，譯者的中文水平不夠，以致法律的

翻譯質量存在很大改善空間。座談會上，語言學者指

出，澳門人普遍的語言能力均有待提高，以中文書寫

的公文經常出現語句不通的情況，能精於葡文的人員

也有限，因此，語言學者提倡澳門特區政府應當做好

語言規劃，制定長遠的語言政策，為澳門培養足夠的

中葡雙語人才，只有這樣才能正真解決澳門的法律語

言問題，徹底進行法律語言改革。(座談會具體內容，

詳見本期第 136-150 頁《“法律語言改革與雙語人才

培養”學術座談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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