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區社團選舉權的分配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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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於《澳門基本法》第 26 條“永久性居民依
法享有選舉權”的規定，根據《澳門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以及《行政長官選舉法》(第 3/2004 號法律)、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第 3/2001 號法
律)和《選民登記法》(第 12/2000 號法律)的條文，凡
依法完成法人選民登記的社團被賦予了一定的選舉
權，且有相應的一套選舉權分配制度作為規限。
通過對澳門特區社團選舉權分配制度的研究，筆
者認為現行制度似乎存在不符《澳門基本法》設計澳
門政制之原則的嫌疑。鑒於這一想法，本文就以該分
配制度為主旨來展開討論。

二屆別(文化、教育、專業、體育屆)，以及第三屆別
中的勞工界和社會服務界而言，其中的委員須先獲所
屬屆別或屆別分組中至少 20%之具投票資格法人社
團的提名以取得參選人資格，再由該屆別或屆別分組
具有投票資格的法人社團選舉產生。這些法人社團均
享有最多 22 票的投票權。
第二，在選舉立法會間選議員的領域，首先，提
出間選議員候選人名單的提名委員會最少要由其所
屬選舉組別 20%之已依法完成選民登記的法人社團
組成；其次，立法會間選議員選舉的設計是以不同利
益界別社團為基礎的，每一具投票資格的法人社團享
有最多 22 票的投票權。

一、社團選舉權的概念

(二) 社團選舉權的誕生原因
本文要特別給以交待的是之所以澳門特區的選
舉制度要通過賦予法人社團以選舉權，從而借助它們
來產生前述的委員參選人、委員、議員提名委員會以
及議員，其中的原因是在於：
首先，澳門的選舉制度需要貫徹均衡參與、階層
利益兼顧原則。其中的原因下一部分自有詳述。正是
為了貫徹這一原則，澳門特區需要間接選舉制度。其
次，以澳門特區的人口規模，澳門現時行政長官人選
選委會委員數以及立法會間選議員數，均已算高 3 ，
確實只適合依靠具利益整合性的組織來產生代表，不
宜走增加代表人數，細化界別分組來選代表的道路。
最後，一般社團參與政治選舉在澳門已有數十年的歷
史。早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澳門立法會與諮詢會成
員選舉中的間接選舉環節就已經是靠社團參與來完
成。4 該模式一直沿用至今是因為從澳門社會的政治
現實來看，社團具有的公信力、協調力以及組織力決
定了它的確可能在短時間內協商出候選的名單、整合
出最後的代表。 5

(一) 社團選舉權是甚麼
截至 2013 年 10 月底，澳門特區的社團總數已達
6,046 個。 1 根據《結社權規範》(第 2/99/M號法律)
第 5 條的規定，澳門特區的社團在法律上大體分為兩
類，即依《民法典》規定取得法律人格的一般社團，
以及依《結社權規範》第 15 條規定取得法律人格的
政治社團。不過，在現實中的澳門，已登記的政治社
團極少且均長期未有更新資料。2 換言之，當前澳門
事實上只有一般社團，政治社團是缺位的。
在港澳基本法的語境下，選舉權即參與選舉特區
行政長官人選以及特區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在學理
上，選舉權的權能範圍主要包括了提名權、投票權以
及相應的救濟權。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法》
、
《立法會
選舉法》和《選民登記法》的相關規定，目前澳門特
區社團選舉權的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在選舉行政長官人選的領域，就選舉行政
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第一屆別(工商、金融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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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三點，立法者最後找到了法人社團，決
定借助它們來選出各界別的代表。在這裏，制度設定
的原意十分清晰：社團選舉只是一個手段，目的是要
選出能夠實際代表各階層利益的代表，畢竟社團選舉
權在本質上只是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之選舉權的一
種延伸而已。

二、分配選舉權的原則
所謂澳門政制，即澳門特區政治體制的基本制
度，其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有關中央與澳門特區
的制度安排；二是澳門特區的行政主導體制；三是特
區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的產生制度。6 不過，受到
本文論域的限制，這裏只討論國家設定特區行政長官
人選與立法會民選議員之選舉制度的原則，即在《澳
門基本法》的意義上分配選舉權所應遵循的原則。通
過對《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第 68 條以及附件一、
附件二的分析與總結，筆者認為這裏的原則主要有以
下三個：
第一，“一國”是“兩制”基礎的原則，即作為
“兩制”組成部分的選舉制度不能超越“一國”的
範疇，更不能破壞“一國”的原則。此項原則主要體
現在三個地方：一是有關《澳門基本法》附件一、附
件二之修改的決定權屬於中央；二是澳門當地選舉的
只是行政長官的人選，最終的行政長官須經中央政府
任命方才產生；三是行政長官的人選須由一個在澳門
當地具有廣泛階層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此項制
度可以避免與中央對抗傾向的極端人士被選為行政
長官人選，此點下文會有詳述)。至於此項原則的正
當性，它源自“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當性。因為首
先，“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無疑是現時代能為內地
與港澳最大多數同胞所共同接受的解決港澳回歸祖
國的政策。對此，相關論證已有很多，故不在此贅述。
其次，“兩制”的出現顯然是為了要解決港澳人心回
歸“一國”的問題，即“兩制”是因“一國”而生。
因此，“一國”自然是“兩制”的基礎。
第二，均衡參與的原則，即給與不同階層、不同
族群的社會成員以參政議政的渠道，讓其都能參與到
同一個政治架構中來。該原則主要體現如下：一是行
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
2014 年的選舉委員會共 400 人，由四個不同階層界別
人士組成；二是 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由 33 人組成，
其中 12 人為間接選舉的議員，間選議員在五個不同

階層界別中選出。很顯然，在《澳門基本法》的語境
下，均衡參與要求的是一種廣泛的階層代表性，而非
純粹的人數代表性。此原則的目的無疑是希望強勢群
體與少數群體都能有自己的代表參政，各階層的利益
都能被照顧到。至於該原則存在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以
下三個原因所決定的：一是一個社會有處於上層的政
商階層、有處在中間的專業界人士、也有社會基層人
士，他們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都希望自
己的代表在政治運作中具有話語權，都希望自己的利
益能夠為行政長官所顧及。可是，普選、直選，其實
只是講單一的人數代表性，很容易掩蓋少數人的存
在。而政治架構中無法容納少數群體的代表、無法顧
及少數群體的利益自然會給社會埋下潛在的不安定
因素。二是“一國”的原則決定了澳門當地選出的行
政長官人選不應當是一個具有與中央對抗傾向的極
端人士。雖然，大部分澳門居民在本質上都是愛國愛
澳的，但是在一個社會裏，最易被極端人士所鼓動的
群體往往也是人數佔最多的基層民眾。讓均衡的來自
不同階層界別的代表“互相牽制”地去提名、選舉行
政長官人選，無疑有利於將極端人士統統淘汰掉。否
則，摒棄“均衡參與”，採用人頭代表性的話，這種
選舉制度就很可能導致民粹主義，選出極端的政治人
物。三是雖然承認在經濟、民生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的
基礎上應當盡可能地去滿足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訴
求，但就直接選舉而言，它其實真的只是一種最能安
撫人心的形式民主。因為，起初，人類理解的理想民
主狀態其實是希望選出來的人能夠既代自己去議
政，也能代理自己去做決定，成為自己的代理人，可
這僅僅只是理想，代議制民主至多只能保證代表能夠
在形式上代表民眾去議政而已。於是，後來發現評價
民主選舉，看結果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才是最為實際
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實惠的民主原則就是
體現利益代表性的均衡參與原則。
第三，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原則，即根據澳門特
區的實際情況，逐步增加行政長官人選以及立法會議
員產生方式中的普選成分。雖然，《澳門基本法》沒
有像《香港基本法》一般明確提出要循序漸進實現雙
普選。但是，從《澳門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條
文裏，事實上是可以看到這個意思的：首先，附件一
第 7 條與附件二第 3 條，都明確表示澳門特區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以及澳門特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有
需要，是可以進行修改的。這正是惟有在“循序漸
進”的精神下，才會出現的規定。其次，上述附件一、
附件二，以及《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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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

近八成的澳門居民卻並不參與社團的活動。 10
再者，澳門的社團文化裏還暴露出這樣一種現
象：社團間在人數方面發生了“貧富懸殊”的效
應——有些社團是“巨無霸”，比如工聯總會、街坊
總會等社團，其登記會員過千；有的社團則是“十幾
個人、七八條槍”，甚至有的社團只是找來姨媽姑
姐，湊足了社團登記所要求的人數，進行社團登記豎
起招牌後，就算是在社團社會中佔據了一席“地
盤”。 11
其實，單就結社而言，存在上述現象並不會引發
甚麼問題。可是，如前所述，由於澳門特區選舉制度
的特殊設計，社團被結合進選舉制度中，加上現行具
體選舉法規的粗糙規定，一些問題確實就出現了：
《澳門基本法》所確立的分配社團選舉權的原則
是均衡參與，它強調的是廣泛的階層代表性。但是，
《行政長官選舉法》與《立法會選舉法》卻將這個“代
表性”詮釋為了社團數的多少，即無論是要提名選舉
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參選人，還是要組成
提出間選議員候選人名單的提名委員會，都只需要有
達至法定數目要求的社團支持；而最後行政長官人選
選委會委員以及間選議員的產生，其實看的也只是支
持他們的社團數目，比如根據現行澳門法律的規定，
每一個法人社團選民具有相等數量的投票權(每個社
團選民均 22 票)。
有許多社團實際上是由同一個人控制的；有許多
社團是小社團，甚至是空殼社團；也有許多社團的成
員是重疊的。因此，獲得多數目之社團的支持並不意
味着所具有的代表性就有說服力。於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均衡參與裏的“代表性”應當如何被法律詮釋。

(一) 社團數目的虛增
在“結社自由”精神的指導下，《結社權規範》
與《民法典》設置了很低的社團申辦門檻，即最少只
需兩位具有行為能力的澳門居民(《民法典》第 145
條)，且具備《民法典》第 156 條第 1 款所指的法定
形式要件，便能設立具有法律人格的社團。正是在這
樣一種低門檻的背景之下，澳門社會出現了這樣一些
類似的現象：有的人不斷地成立空殼社團 8 ；有的人
一人壟斷了幾個同質性甚高的社團。 9
此外，基於“結社自由”，加之澳門社團吸收會
員時一般都很寬鬆的事實，一個人參加多個社團的現
象在澳門是很常見的。換言之，社團間成員的重疊在
澳門很普遍。也正因如此，目前本澳社團總量為 6,046
個，大約一百個澳門居民就有一個社團，但是，有接

(二) 社團選舉權的行使問題
據調查，澳門社團的絕大部分政治資源，一般都
集中在社團領袖的身上。12 換言之，在澳門，有關社
團選舉權的行使，無論是行使提名權，還是行使投票
權，決定權事實上都是由社團領袖來把持的。對於這
樣的一種現實，澳門選舉制度還在法津層面給予了一
定的支持。
《行政長官選舉法》第 19 條第 2 款與第 20 條第
3 款分別規定：“投票人由其所屬的法人從自身領導
機關或管理機關在選舉日期公佈日的在職成員中選
出”；“由相關法人選民的領導機關或管理機關以適
當方式指定的一名……代表，以簽署提名表的方式作
出上款所指提名”。
《立法會選舉法》第 22 條第 4 款與第 43 條第 1

案》
、
《澳門特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正案》的規定本
身其實就已經體現了“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這個
意思：2014 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
委員人數從原先的 300 人增加到了 400 人；從第一屆
澳門特區立法會到現如今的第五屆，在委任議員人數
不變的情形下，民選議員從最初的 16 人已經增加到
了現在的 26 人，其中要數直選議員的增幅最大——
從最初的 8 人已經增加到了現在的 14 人。對於這項
原則的正當性，筆者認為它亦主要源於兩個理由：一
是在一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能夠基本得到保障的前
提下，假使這個社會經濟、文化等其他因素的發展水
平可以不加考慮，普及且平等式的民主制度的確相較
其他的政治制度更有利於安頓人們的自我意識。二是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脫離社會實際的民主是無意
義的。” 7 民主制度的發展狀況應當符合當時社會的
現實要求。假使盲目地推行普及且平等式的民主，民
主是很容易演變成民粹。因此，要把民主發展好，只
能“循序漸進”地發展。
總之，以上便是《澳門基本法》分配選舉權所遵
循的原則。不過，根據這裏的論述，我們發現，具體
到有關社團選舉權的分配制度，它所要遵循的原則實
際上只有一項，也即強調一種廣泛階層代表性的均衡
參與原則。因為“一國”是“兩制”基礎原則是一個
綱領性原則，並不能直接指引社團選舉權制度；而社
團選舉是一種間接選舉，與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原則的
聯繫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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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亦分別規定：“每一具投票資格的法人享有最多二
十二票投票權，由在訂定選舉日期之日在職的法人領
導機關或管理機關成員中選出的最多二十二名具有
投票資格的投票人行使”；“在有關選舉組別範圍
內，只有被……法人透過其領導機關以適當方法指定
的代表，方可代表所屬法人在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指定
有關提名委員會的受託人的文件上簽署”。
如前述，除了要強調一種在階層內的代表性以
外，均衡參與的原則重點還要強調一個參與階層的廣
泛性，即希望代表格局所反映出的一個政治框架內的
參與階層分佈能夠呈現出一種廣泛性的特徵。而這一
點自然也就要求各界別產生出的代表能夠真正代表
其所屬階層的利益。
然而，澳門特區的現實是社團決定選的人往往只
是社團領導層滿意的代表。基於《選民登記法》第 31
條的規定，現時澳門法人選民屬於甚麼界別，主要是
根據社團的章程來確認的。姑且不論依章程歸屆別的
難度之大(許多社團其宗旨所顯示出的界別成分是不
純粹的)，就假使某一社團選民已被勉強歸入某一界
別。此處真正的問題則在於：
一方面，當社團的選舉權都由其領導層控制時，
間接選舉就很可能會演變為有實力財團所主導的遊
戲。13 因為社團的經濟利益、活動經費畢竟是社團領
導層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在財團巨額的資助面前，
領導層這樣少數的幾位領袖很難不為之所動，在這樣
的背景之下，有社團甘願為一些不應屬其所在界別的
人士在選舉中抬轎自然也就不無可能了。另一方面，
對於一個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來說，其實際社會角色
可能並非一元，而是多元的。比如你可能既是一個商
人，又是一個教育家，還是一個慈善家。那麼，這就
意味着在一個社團裏，有些成員的階層屬性可能就是
多元複合的，特別是一些才能出眾的社團領袖。比如
以鏡湖醫院慈善會為例，該社團的廖澤雲主席，除了
是該慈善會的社團代表以外，尚有許多其他社會身
份，例如十多間公司董事長、商會副會長、澳門科技
大學校董會主席等等。於是，在目前澳門這樣的現實
背景之下，單由社團領導層所選出的代表，其所能具
有的階層代表性可能也就存在疑點了。
綜上，無論是澳門社團實際參與選舉的模式，還
是澳門社團選舉權分配制度的具體規定，都沒能很好
地貫徹均衡參與的原則，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
一是界別內產生之代表的代表性存在可疑；二是代表
本身所具有的階層代表性亦很可疑。

四、推動現有制度的適度改革
(一) 現有的一些建議
上面提到，社團選舉權在本質上是澳門特區永久
性居民選舉權的一種延伸。因此，設定均衡參與的原
則、賦予社團選舉權根本上都是為了要保障澳門永久
性居民的基本權利與整體利益。於是，面對當下均衡
參與原則的貫徹不力，從保障權利、關照利益出發，
給出一套相應的解決對策自然也就很有必要了。
那麼，就此處解決對策而言，由於要改變現實政
治運作模式的難度極大，改革現有法律規定的方式一
般就被認為是最簡便且最有效的解決對策。另外，也
由於將一般法人社團與地方政治性選舉結合，是澳門
獨有的政治現象，也很難從境外國家或地區獲得解決
類似問題的法律對策。鑒於這些原因，以往的相關對
策建議大都還是來自本澳的。通過對這些建議的歸納
整理，筆者發現最具感染力的觀點主要是以下這幾
個：
第一，針對社團間成員重疊的現象，有學者提出
可用“登記會員”的概念來應對。14 所謂的“登記會
員”是與“普通社員”相對的概念，專屬於某一社團
的會員，由該社團登記在冊，以備社團參選時使用。
每個自然人雖可參加多個社團，但在同一類的社團界
別內只能作為其中一個社團的“登記會員”。還有學
者更進一步地認為這個“登記會員”也不能同時成
為其他任何社團的“登記會員”。 15
第二，針對社團間會員人數的“貧富懸殊”現
象，有觀點認為可以先規定至少有一定數量之永久性
居民會員的社團才具資格申請為法人選民(這樣的社
團才有社會價值)，再按有選民資格之社團實際擁有
的永久性居民會員人數，分等級來分配具體的投票
權，比如人數少的為丙級，分配 10 票；稍多的為乙
級，分配 15 票；最多的為甲級，分配 20 票。 16
第三，針對一人壟斷多個社團以及社團中參選事
務受領導層把持的現象，有學者認為可以通過分離社
團日常事務與社團參選事務的方法來加以解決，即對
於具備資格的社團選民，無論其行使提名權也好，行
使投票權也罷，決定權均不由社團的領導層、管理層
或是具體投票人員來行使，而是先由社團中的永久性
居民成員集體來決定，再由具體投票人依此決定進行
投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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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文的觀點
就上述對策而言，雖然它們能夠解決前述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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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可都沒有回應一個問題，即如何平衡且充分發
揮社團整合階層利益之功能與保證代表能夠真正代
表其所屬界別之利益這二者之間的關係？
雖然讓每一個社團開大會、讓永久性居民社員一
起來投票決定有關參選事宜的社團意志，的確有利於
保證最終決定的界別代表性。但是，這種議會式的決
策模式，無論是在社團內部，還是在同界別的社團之
間，都非常不利於整合意見、整合利益，進一步來說，
開大會選舉很容易產生大量的游離意志，而這對於順
利實施間選制度是極為不利的。因此，理想的制度應
當是能夠將充分發揮社團整合階層利益之功能與保
證代表能夠真正代表其所屬界別之利益這二者給平
衡好。
為此，以上述的平衡理念為原則，在前述建議的
基礎上，筆者認為的最佳對策如下：
第一，採用“登記會員”的概念，登記會員為專
屬於某一法人社團選民的永久性居民會員。由每一個
社團的登記會員透過民主投票或協商的方式產生其
所在社團的“選舉事務領導小組”。社團領導層、管
理層成員進入該領導小組必須透過民主投票方式來
實現，且得票數下限應適當高於其他透過投票方式進
入該小組的社團普通成員的得票數下限。這是為了確
保領導小組的代表性。
第二，與社團參選相關的組織、協調、動員等工
作，以及向登記會員大會提案的權力均由該選舉事務
領導小組專司且獨立地來負責。如此設計是因為在通
常情形下，一個社團組織力與協調力的發揮，都得依
靠少數的幾個領袖人才來主導方能實現。
第三，包括建議支持的候選人名單、最終投票權
的行使建議案在內的選舉事務領導小組之所有提

案，必須經過由全體登記會員組成的登記會員大會以
集體議決的方式批准後，方才能夠成為社團的最終決
定。社團具體投票人須依登記會員大會的決定來進行
投票。在此處，領導小組與登記會員大會形成了一對
制約，這就有利於促成一種社團整合功能與界別利益
代表性的平衡。
第四，所有間接選舉中被提名候選人的資格取得
均應以支持其的社團所承載的登記會員人數總和達
到法定標準為依據；社團均憑藉其登記會員的人數等
級被分配合理票數的投票權。如此安排可以保證被提
名人與最終當選代表所具有的人數代表性不會失真。

五、結語
《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享有選
舉權。如果現實社會不存在其他任何因素的話，永久
性居民間的選舉權自然應當是普及且平等的。然而，
現實的社會狀況決定了要想真正保障好永久性居民
的選舉權利與整體利益，每一個階層、每一個族群的
永久性居民都應該有機會參與到同一個政治框架中
來，而這也就決定了永久性居民的部分選舉權有必要
透過間接選舉的方式來行使。然後，限於澳門特區的
人口規模，間接選舉要順利推行，各個階層利益又必
須先透過某種合適的組織來實現一次整合。於是，澳
門的法人社團就被賦予了選舉權，成了間接選舉中的
選民。與此同時，如何具體設計社團選舉權的分配制
度也隨即成了一門新學問，本文即是針對這一問題，
以均衡參與為理念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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