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理解“一國兩制”，研究突出澳門特色 

──寫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成立五週年之際 
 

莊金鋒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簡稱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是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 2008 年 8 月 11

日第 218/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成立，原為一所屬項目

組性質的專業學術研究機構，設置在澳門理工學院架

構內。其宗旨是：“建立關於‘一國兩制’原則的策

略性資料的參考依據。”為全面落實“一國兩制”服

務、推動依法施政服務、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發展與

進步服務，是中心開展相關學術活動堅持的基本原

則。 

 

 

一、成立五年研究成果豐碩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成立 5 年來，在澳門理工學院

的領導和支持下，在研究中心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

下，尤其是在一批具有較強事業心、創新意識強、一

專多能的專業骨幹隊伍的帶領下，最大限度地進行

“一國兩制”相關的研究活動，並獲得了豐碩的研究

成果。 

2013 年 8 月 29 日，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斯喜、

文教部部長劉曉航等一行 5 人到澳門理工學院調研，

肯定學院辦學特色。陳斯喜表示，首次到訪澳門理工

學院，感受到學院有三個特點：一是發展快，形成現

有的規模及影響；二是理念新，學術發展靠前；三是

前景好，擁有良好的硬件及軟件設施。陳斯喜並讚揚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為實踐“一國兩制”及研究《澳門

基本法》所做出的貢獻。陳斯喜勉勵學院與各地保持

緊密聯繫形成良好的互動及推動，繼續為國家及澳門

培養優秀人才。1 

筆者認為，在短短幾年裏，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為

實踐“一國兩制”及研究基本法所作出的重要貢

獻，主要包括如下五個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是推出全國首份以研究“一國兩制”理論與

實踐為宗旨的專業學術期刊《“一國兩制”研究》(季

刊)，為相關領域的學術交流建立了嶄新平台。研究

中心成立以來，一直把編輯出版大型理論刊物《“一

國兩制”研究》作為中心主要工作來抓。該刊物分為

“一國兩制”與國家主權、“一國兩制”與法理研

究、“一國兩制”與其實踐模式、“一國兩制”與長

治久安以及廣濶視角等專欄。既有研究深度，又有研

究廣度。它具有主題鮮明、包容量大、學術民主、成

果集中等特點。自發行以來，每 3 個月出版一期(至

今已出版了 18 期)，為澳門以及海內外相關專家學者

與政界人士提供了一個較高層次的學術交流平台，同

時也為對“一國兩制”的深入系統研究提供一個堅

實的基礎與成果展示的窗口。還需要指出，《“一國

兩制”研究》除出版中文版季刊外，還推出英文版和

葡文版專集(均為年刊)，從而實現一個理論刊物三個

版本的多元設想。這有利向海外讀者推廣“一國兩

制”的認知。 

二是創立“一國兩制”文庫系列，為全面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與基本法的正確實施作好法理上

和思想上的必要準備。出版“一國兩制”文庫系列學

術專著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成立後一項常規工作。其

工作目標是為“一國兩制”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整

合、透過對“一國兩制”理論進行多視角、多學科的

跟進研究，增強對“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對新型特

別行政區制度，對依據基本法依法施政的認知和理

解。為此，研究中心投入了大量人力、精力、財力和

物力，從組稿、審稿到編輯出版都付出了艱辛的勞

動。至今“一國兩制”文庫系列已出版了 35 冊，其

內容豐富多彩，文件滙編具有歷史意義，專著各有特

色，專題報告各有千秋。 

三是編制《“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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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澳門史上第一部，又是中國第一部關於“一國

兩制”綜合性百科類型工具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於 2009 年中開始編撰，經一年半努力終完成《“一

國兩制”百科大辭典》。2011 年 5 月底，行政長官

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中聯辦副主任李

本鈞，外交部駐澳特派員盧樹民、《“一國兩制”

百科大辭典》編委會主任委員李成俊、澳門理工學

院院長主李向玉、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楊允中等

主持發行儀式。李向玉致辭表示，《“一國兩制”

百科大辭典》規模較大，釋義較準、體例較好，較

系統展示了“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豐富內涵及澳

門實踐的各個方面，冀為中高層官員、理論界人士

及廣大讀者正確理解基本法，系統瞭解“一國兩

制”提供便捷途徑，積極推動特區法治建設，全國

深入研究“一國兩制”及有效落實。2 

四是定期開展具科學性、針對性的民意調查，以

便更好地瞭解澳門居民對“一國兩制”綜合各項指

標的感受及評價，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取向提供重要的

參考依據。“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

已經在澳門實施了逾 13 年。作為國家一項開創性事

業，“一國兩制”已展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為了不失

時機地瞭解廣大居民在特別行政區制度下的生活感

受，適時掌握居民的意願及訴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近幾年來定期(每半年一次)開展“一國兩制”綜合指

標民意調查，初見成效，成為政府和社會瞭解民意的

方向盤。這裏僅以 2013 年 6 月新聞發佈會公佈的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V”民意調查為例簡要說

明：該次調查沿用 2011 年所創立的“‘一國兩制’

綜合指標”框架體系，是同一系列民意調查的第 5 次

調查。問卷包括 19 項必選題，調查對象為澳門常住

人口中年滿 18 歲以上各界人士，以隨機方法抽取訪

問對象逾 7,000 個；共有 1,157 名居民成功回應問卷

全部選項。其中幾項數據顯示：83.49%的居民認為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實行得“非

常成功”、“比較成功”和“尚算成功”；關於核心

價值觀方面的信息引人注目，“愛國愛澳”成為榜首

(60.93%)，與“一國兩制”(60.5%)、“尊老、愛幼、

感恩”(57.3%)同為澳門社會核心價值的首三個選

項；居民對 2013 年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期望殷切，

超過七成居民期望新一屆立法會能做到“關注草根

階層權益”(74.59%)、“充分反映民意”(72.43%)、

“認真監督政府”(70.53%)。該調查報告指出，數據

反映民意穏定，但居安思危不可放鬆。3 

五是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座談會及專題研究課

題等，務求多元化、多層次，多領域研究“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實施中的新問題、新經驗。這類學術活動每

年都舉行多次，不僅做到常態化，更注重提高學術層

次及水平。例如 2012 年 12 月舉行“‘一國兩制’高

級論壇 2012：關於‘一國兩制’理論定位”。澳門理

工學院院長李向玉出席並主持了開幕儀式。他在致辭

中指出：“一國兩制”以戰略構想形式提出至今已三

十多年，作為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即將迎來它成立

的第 13 個週年。與此同時，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

區制度經過 13 年運行，亦漸趨成熟。在這個大好前

景下，適時結合基本理論框架和特區現實，不失時機

並與時俱進地把“一國兩制”理論疏理好、研究好、

貫切好，逐步提升社會各界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內涵

及其在國家憲政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知，具有不

容低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4 因此，該次論壇邀請了

內地和澳門 6 位對“一國兩制”理論造詣極深的專

家、學者作主題發言(6 篇主題發言稿均刊登於《“一

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1 期內)。論壇表明，“一

國兩制”是當代中國的一項重大理論創新和制度創

新，是經兩個特別行政區長達 13-15 年實踐驗證，具

巨大科學性和生命力的新型發展模式。“一國兩制”

理所當然地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涵。關注“一國兩制”、

研究“一國兩制”、推動“一國兩制”正確實施，不

僅是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的莊嚴使命，而且也

成為全國人民，特別是學術界的一項重大現實課題。 

此外，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亦開辦基本法高級研討

班，先後為逾六百名政府中高層官員提供交流學習空

間等。從本地“一國兩制”的現實出發，加深官員對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深入理解。 

 

 

二、架構調整提高學術層次 
 

2012 年 9 月 3 日，澳門特區《政府公報》刊登行

政長官批示，撤銷屬項目組性質的一國兩制研究中

心，將賦予研究中心的職責轉給澳門理工學院。將研

究中心所支配的，包括檔案在內的物資及設備轉移予

理工學院。研究中心所聘用的人員可選擇轉到澳門理

工學院，並保持其原有職務上的法律狀況。為一切法

律效力，在研究中心提供的實際服務時間，視為予澳

門理工學院的服務時間。凡在法律或規章中對研究中

心的提述，為一切法律效力，均視為對澳門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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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述。但與適用法例和該學院章程及規章抵觸的情

況則例外。行政長官新批示自公佈翌日起生效，其效

力追溯至 2012 年 8 月 12 日。5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原主任楊允中教授指出，是次

項目組轉為澳門理工學院的研究單位屬架構調整，希

望能有助於提升“一國兩制”研究層次和學術力量

繼續前行。過去 4 年第一階段發展告一段落，“並相

信隨着架構調整，將為新研究單位提供新的機遇，更

能利用理工學院的各方優勢，整合資源，提升‘一國

兩制’研究層次和學術力量。相信新研究單位在現有

基礎上，以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將取得更大成果。”

他不諱言：“澳門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深層次問題不

容忽視，所以把‘一國兩制’研究好，研究到位，實

屬必要環節、必要之舉。”6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現兼任一國兩制研究

中心主任。他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後赴葡

萄牙里斯本大學文學院進修，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專業

畢業，獲博士學位。李向玉曾在澳門新華社工作，後

任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等職。去

年 5 月，他獲葡萄牙里斯本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以表彰澳門理工學院在保留澳門葡語文化，促進澳門

與葡萄牙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與發展，以及在推動中

葡關係發展方面的重大貢獻。李向玉對葡方給予的榮

譽表示感謝，並表示未來將繼續努力、竭盡所能，為

澳門的繁榮，為國家的強盛，為中葡世代友好發展作

出新的頁獻。 

由於年齡等原因，楊允中沒有在新研究單位擔任

領導職務，但會繼續從事“一國兩制”的深入研究。

他在這領域方面的研究具有良好的條件，並取得了累

累的碩果，在國內處於領先的地位。楊允中擁有法學

博士、經濟學博士的學歷。曾任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

問兼澳門研究中心代主任、《澳門研究》主編，澳門

地區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顧問教授等逾 30 種社

會職務。現為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會長、澳門地區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監事長、澳門學者同盟會長、澳

門經濟學會會長等職務。主要專著有《轉型中的澳門

經濟》、《澳門與現代經濟增長》、《微型經濟與微

型經濟學》、《澳門與澳門基本法》、《論正確實踐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

《澳門基本法釋要》、《論回歸意識》、《“一國兩

制”：實踐在澳門》、《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

式》、《我的“一國兩制”觀》、《澳門百科全書》、

《“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澳門特區常用法律

全書》等逾 40 部。 

最近，筆者赴澳拜訪楊允中時，他把自己多年研

究“一國兩制”的學術心得歸納為“八大核心理

念”。筆者很受啓發，現抄錄於後，與大家分享： 

 

(一) 八大核心理念 

1.“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的劃

時代創新； 

2.“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主要內涵； 

3. 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4. 愛國愛澳是澳門特區居民第一核心價值； 

5.“一國兩制”既是特區上下，而且也是全國人

民的共同性事業； 

6. 要堅持“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在實踐

中提高實踐水平； 

7.“一國兩制”是中華文化、東方文明的一大制

高點，最有條件形成新興獨立學科； 

8.“一國兩制”體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

社會制度的嫁接優勢。 

與此同時，楊允中還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踐“一

國兩制”及基本法提出“幾個基本判斷”。筆者也覺

得頗有新意，既有廣濶的新視野，又有持誠求真的學

習態度與方法。 

 

(二) 幾個基本判斷 

有關對實踐“一國兩制”基本經驗的理解與體

會，每個人均可做出各自不同的判斷，但以下八點恐

怕尤其值得重視。 

1. 尊重中央管治權威，要發自內心，並感恩戴

德、知恩圖報，沒有國家的強大，港澳就不能回歸，

回歸之後也難以保持長期繁榮穏定； 

2. 倡導愛國愛澳新型價值觀，認真宣傳推介並

認真實踐“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而且有條件人士

應主動投入對其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3. 堅持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公權力機關要相

互支持合作，相互監督制衡，全面建設廉潔政府、

法治政府、民本政府； 

4. 量入為出，全力改善民生，急民生所急，憂

民生所憂，這既是驗證“一國兩制”優越性所需，

也是“以人為本”施政理念所需； 

5. 循序漸進，積極推廣民主，力求抓住民意、

啓迪民智、維護民眾尊嚴，民主不是表面化工程而

是居民實實在在的權利行使； 

6. 力求寬鬆包容，認真求同存異，但不能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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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創新，不能靠依賴思維過日子，探索求真永無

止境； 

7. 維持多元多維，擴大開放度，但政府與民間

都需把握核心價值觀導向，當仁不讓，當機立斷； 

8. 廣結善緣，兼愛平等，主動拓寬對外聯繫渠

道，主動維護特區健康形象。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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