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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國兩制’高級論壇”特稿 

深入研究特別行政區制度，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一國兩制”高級論壇上的講

話 (李飛，11) 

“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例 

(梁愛詩，11) 

特別行政區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和作用(李林，11) 

憲法‧憲政‧“一國兩制”創新 (楊允中，11) 

論“一國兩制”理論科學定位的必要性、迫切性 (楊允

中，15) 

論“一國兩制”理論的定位 (周葉中，15) 

論“一國兩制”之“一國”的憲法體現 (胡錦光，15) 

論“一國兩制”理論的創新發展進程 (莫紀宏，15) 

論“一國兩制”理論的基礎和邏輯 (駱偉建，15) 

論“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目標 (董立坤，15) 

論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中的“國家意識”(韓大元，1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中的行政與立法機關 (陳弘毅，

19)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與新型公權力機關建設 (楊允中，

19) 

“一國兩制”實踐與法治中國建設 (黃進，23) 

從法律史看“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 (何勤華，23) 

論“一國”框架下的“兩制”關係──共存還是對抗？ 

(駱偉建，23) 

主持人語：兩項基本認知 (楊允中，23) 

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問題 (韓大元，27) 

論構建憲法認同和憲法共識 (鄒平學，27) 

憲法和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憲制的法律基礎 (駱偉建，27) 

論“一國兩制”實踐新常態 (楊允中，27) 

基本法審查權及其界限 (胡錦光，31) 

一次釋法，兩種反應 (林峰，31) 

論“一國”的永久性與“兩制”的可選擇性 (趙國強，31) 

論民法典合同法編總則的修改 (王利明，35) 

香港特區法院與“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維護 (朱國斌，

35) 

基本法與中央全面管治權淺析 (莫世健，35) 

 

 

II. 學術研討會特稿 

歷史的回顧──台灣問題：1949-2008 (王今翔，5) 

新形勢下的依法施政──主持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專

題講座時的發言 (許崇德，5) 

深入學習研討基本法，努力提高公務員素質──在“澳門

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結業典禮上的講話 (喬曉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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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張曉明，10) 

“一國兩制”開啟的特別行政區發展模式 (楊允中，11) 

從公民權利角度看西班牙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憲法原則 

(哈維爾‧噶爾西亞‧洛卡，11) 

澳門居民社會權利的規範及其實現的途徑 (駱偉建，11) 

秘魯憲法判例法下的社會保障權利 (賽沙爾‧蘭達，11) 

“一國兩制”的倫理精神 (黎曉平，11) 

對社會權的法律保護的思考 (王禎軍，11) 

論行政立法關係中的監督權 (駱偉建，19)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體制的法理基礎 (李清偉，19) 

特別行政區行政與立法關係再探討 (莊金鋒、傅泉勝，19) 

法治視野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權力的建設問題 

(李燕萍，19) 

澳門立法會表決制度研究 (王禹，19) 

關於完善澳門立法會辯論制度的思考 (冷鐵勛，20) 

論澳門特區的行政監督及其實施 (程維榮，20) 

論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控權機制 (蔣曉偉，20) 

論“一國兩制”下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適度制衡 (王薇，20) 

《香港基本法》立法解釋制度及其完善 (姬朝遠，20) 

香港立法會特權及其限制 (朱孔武，20) 

多邊國際條約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 (張濶，21) 

論法治一體化與《澳門基本法》的正確實施 (張銳智、高

丙雪，21) 

基本法與澳門特區的法制建設 (趙向陽，21) 

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基礎 (冷

鐵勛，38) 

中央管治權的行使與特區憲制秩序的重塑 (李曉兵，38) 

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

澳門實踐 (蔣朝陽，38) 

試論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 (江

華，38) 

新時代確保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健康發展的幾

點思考 (李燕萍，38) 

新時代與“一國兩制”實踐新征程 (魏淑君，38) 

中央全面管治權範圍與界限初探 (李略，38) 

“一國兩制”下有效保障澳門特區高度自治權的若干思

考 (李洪江，38) 

“全面管治權”理論探析 (葉海波，38) 

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澳門對外事務的實踐

表達 (彭艷崇，38) 

試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進程中的區際法治 (姬朝

遠，38) 

基本法解釋權的正確行使與溝通協調機制完善 (庄真真，

38) 

論“港獨”思潮的應對策略 (祝捷，38) 

“一國兩制”文化與國家文化安全 (梁淑雯，38) 

加強澳門青年國情教育的思考 (陳慧丹，38) 

香港、澳門推行憲法與基本法宣傳教育比較初探 (何建

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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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一國兩制”與國家主權 

“一國兩制”──中國憲政發展的重大創新 (楊允中，1) 

論基本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法律地位 (蔣朝陽，1) 

關於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效力和適用問題的思考 

(孫同鵬，1) 

論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中的信任基礎、條件和機制 (駱

偉建，1) 

論“一國兩制”下國家安全的維護 (姬朝遠，1) 

略論《維護國家安全法》中法人的刑事責任 (趙國強，1)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中的“一國兩制”原則 (方泉，

1) 

《維護國家安全法》立法中的若干要點回顧 (李寒霖，1) 

論《維護國家安全法》煽動叛亂罪對言論自由的保護 (郭

晶，1) 

憲政進步與“一國兩制”文明 (楊允中，2) 

“一國兩制”：中國憲政實踐的一個里程碑 (王長斌，2) 

走出國家結構形式的理論誤區 (上官丕亮，2) 

“一國兩制”下的外交實踐 (何興強，2) 

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協調發展是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

核心課題 (楊允中，3) 

是“剩餘權力”還是“保留性的本源權力”？ (張定淮、

孟東，3) 

從《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制定看澳門模式的基本特徵 (莊

金鋒，3) 

調整思路，統一觀念──再論中國內地與澳門相互移交逃

犯機制的建立 (趙國強，3) 

淺議維護主權與授權治理 (楊允中，5) 

論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的國家行為 (王鍇，5) 

主權與自治：中央與香港特區權限維度探析 (高鵬，5) 

回歸以來澳門政治生態的基本特點與發展趨勢 (馮邦彥、

何曉靜，5) 

協商民主：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種路徑選擇 (張忠山、

戴玉琴，5) 

“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理論體系 (楊允中，6) 

契約精神下的基本法及中央與港澳的關係 (甘超英，6) 

“一個國家”與政治權威之重建 (周偉，6) 

“一國兩制”法治化論綱 (張式軍、畢青華，6) 

淺議“澳人治澳”與“國人建澳”相結合的積極意義 

(李嘉曾，6) 

關於“一國兩制”理論的幾個問題 (楊允中，7)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適用性問題再探討 (莊金鋒，7) 

論海峽兩岸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 (祝捷，7) 

“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制”價值觀 (楊允中，8) 

“一國兩制”基本國策論略 (李燕萍，8) 

論“一國兩制”方針的基本特徵 (冷鐵勛，8) 

抗日時期國共合作中的“一國兩制”(榮開明，8) 

“一國兩制”構想的形成、發展及其實踐 (王禹，8) 

香港回歸前夕的中英外交較量 (黃鴻釗，8) 

對獨特行政主導型政治體制設計的基本認知 (楊允中，9) 

論國家對特別行政區授權的意義、依據、形式及其體系 

(王禹，9) 

“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國家權力結構模式初探 (姬朝遠，

9) 

論“一國兩制”下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槪念與特點 (莊

金鋒，9) 

關於中國古代兩種地方政制的初步研究 (孫關龍、孫華，

9) 

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再認識 (楊允中，10)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立法原意探討 (王禹，10) 

對香港外籍家傭居留權問題的思考 (姬朝遠，10) 

中國參與人權國際合作：歷程、問題與建議 (毛俊响，10) 

論台灣地區參加國際組織的策略 (祝捷，10) 

主權問題不能談判與“一個中國”原則 (王禹，11) 

試論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的地位 (姬

朝遠，11) 

論繼續保持澳門立法會現行組成結構的必要性 (冷鐵勛，

11) 

展現當代東方智慧的“一國兩制”理論與特別行政區制

度 (楊允中，12) 

主權的概念及其在中國政府收回香港和澳門過程中的運

用 (王禹，12) 

關於“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深層次思考 (榮開明，12) 

在“一國”基礎上正確處理“兩制”之間的關係 (江華，

12) 

“一國兩制”邏輯起點研究 (周挺，12) 

關於推動“一國兩制”理論系統化成熟化的思考 (楊允

中，13) 

不同時代中央政府處理澳門問題簡析 (姬朝遠，13) 

論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最終權威性 (龐嘉穎，13) 

關於葡文作為正式語文問題的研究 (許昌，13) 

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正式語文 (梁淑雯，13) 

“一國兩制”的優勢及其發揮 (謝四德，13) 

“一國兩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的成熟化 (楊允

中，14) 

“一國兩制”：亞洲立憲主義的一個新發展 (王禹，14) 

論特別行政區對國家的憲制性義務 (冷鐵勛，14) 

中國憲政軟實力的“一國兩制”因素 (姬朝遠，14) 

論選舉制度對行政立法關係的影響 (駱偉建，14) 

略論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制度 (王禹，15) 

特別行政區制度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具鮮明特色 

(冷鐵勛，15) 

美國立國經驗對中國統一國家建構的啟示 (姬朝遠，15) 

港澳回歸後“一國兩制”理論的實踐、創新與發展 (顧相

偉，15) 

論現代憲政與“一國兩制”文明的創新價值 (楊允中，16) 

中國國家結構形式在港澳基本法裏的體現 (王禹，16) 

關於堅定“一國兩制”自信的四點思考 (榮開明，16) 

“一國兩制”對國家結構的影響及其憲政意義 (李燕萍，

16) 

從“堅決反對”到“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

務”(莊金鋒，16) 

論行政長官對中央和特區負 (江華，16) 

論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科學認定 (楊允中，17) 

論“一國兩制”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王禹，17) 

“一國兩制”與中國憲政的時代創新 (求是、唯真，17) 

中央對澳政策的歷史演進與實施成效探析 (冷鐵勛，17) 

“一國兩制”方針科學內涵的深化 (莊金鋒，17) 

“一國兩制”理論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 (楊允中，18) 

高度自治的概念、組成要素和象徵探討 (王禹，18) 

試論“一國兩制”下的港澳意識形態建構 (姬朝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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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的關係 (江華，18) 

“一國兩制”視角下“中華民國憲法”的定位 (杜力夫，

18) 

奠基、拓展、攀登──澳門特區第一個十五年“一國兩

制”實踐(楊允中，22) 

“一國兩制”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常樂，

22) 

關於國家主席制度的修憲建議 (馬嶺，22) 

競爭性與認受性辨析 (婁勝華，22) 

夯實良政，實現善治 (鄞益奮，22) 

行政長官人選的普選：一個槪念的展開 (張強，22) 

關於正確理解基本法修改與修改權的幾點思考 (楊允中，

23) 

單一制和平統一需要大融合 (朱顯龍，23) 

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研究 (庄真真，23) 

論憲政意識與“一國兩制”實踐的相關性 (楊允中，25) 

關於基本法序言的法律思考 (冷鐵勛，25) 

試論澳門愛國傳統及其時代弘揚 (姬朝遠，25) 

試論“一國兩制”的近代起源 (常樂，25) 

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初步基礎  (毛磊，

25) 

“一國兩制”與現代國家觀 (楊允中，26) 

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正當性危機及其應對 (周葉

中、段磊，26) 

論港澳回歸前後政治體制的根本性轉變 (王禹，26) 

《三藩市和約》與“台灣地位未定論”辨析 (羅國強，26) 

“一國兩制”與政治制度創新 (楊允中，28) 

憲法與基本法關係的多維思考 (冷鐵勛，28) 

《香港基本法》第 19 條研究 (王禹，28) 

論基本法共識與基本法實施 (魏健馨、李素美，28) 

“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常樂，28) 

在“兩個正確”軌道上濶步前行 (楊允中，29) 

論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框架的法理內涵與構建方

向 (周葉中、段磊，29) 

試論民主集中制原則對特別行政區的效力 (姬朝遠，29) 

“一國兩制”的正確演繹 (莊金鋒，29)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研究：近期回顧與未來展望 (陳雲

云，29) 

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與“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楊允中，30) 

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權力 (張小

帥，30)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涉港重大事項決定權的省思和

建議 (苗泳、邢玲，30) 

“九二共識”與台灣法律定位 (段磊，30) 

行政主導過時了嗎？ (田飛龍，30) 

“一國兩制”──兩個主義對話對接、對壘對決的智慧選

擇 (楊允中，32) 

論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統一性 (冷鐵勛，32) 

國家統合理論視野下“港獨”現象法律剖析 (魏健馨、李

素美，32)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釋法的內容特徵與意義 (莊金鋒，

32) 

台灣民主鞏固、轉型正義與兩岸憲制危機 (田飛龍，32) 

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原則、基本理念不動搖 (楊允中，

33) 

論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的正當性 (冷鐵勛，33) 

因俗而治與邊疆經略：古代世界的統合方式以及對港澳的

啟示 (胡榮榮，33) 

“一國兩制”納入國家治理理論體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殷旭東，33) 

憲法與基本法中強制性導向規範研究 (楊允中，34) 

“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底綫思維 (冷鐵勛，34) 

中央與特別行政區互動機制規範分析 (葉正國，34) 

中央全面管治與特區高度自治的政治學解讀 (李嘉曾，34) 

“一國”堅守落實，“兩制”互利共進 (許昌，34) 

總結歷史經驗，提升“一國兩制”實踐自覺性自信性 (楊

允中，35) 

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認識偏差及其矯正對策 (冷鐵勛，35) 

國家憲法與港澳基本法關係再研究 (許昌，35) 

論特別行政區制度在國家管理體制中的定位 (葉正國，35) 

“一國兩制”實踐與新時代十大關係 (楊允中，36)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四題 (榮開明，36) 

“一國兩制”要與國家新時代新征程同行 (莊金鋒，36) 

當前“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幾個重大理論問題 (常樂，36) 

新型歷史觀，新型實踐模式 (楊允中，37) 

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國兩制”治理新模式 (常樂，37) 

論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的根源、原理和特點 (金

欣，37) 

特區國家安全立法與“一國兩制”實踐的發展 (李曉兵、

何天文，37) 

論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中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貫徹 

(姬朝遠，37) 

成功實踐 vs.認知深化──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升級

的基本要求 (楊允中，40) 

論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解釋權的正當性 (黃潔貞、

一言，40) 

論憲法在香港適用的法理分析 (鄧達奇，40)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央經略和治理港澳的基本經驗 (常

樂，40) 

論香港政黨對政治體制的影響 (章小杉，40) 

 

 

IV.“一國兩制”與法理研究 

回溯“一國兩制”方針的政策淵源 (常滸，1) 

論全國性法律的槪念、實施及其解釋 (王禹，1) 

《澳門基本法》解釋問題研究 (胡錦光、朱世海，1) 

試論《澳門基本法》的解釋機制 (鄭偉，1) 

試論《澳門基本法》的修改 (米萬英，1) 

法學教育與司法准入關係探討 (米健，1) 

《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範探析 (鄒平學，1) 

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王禹，2) 

“一國兩制”方針的新解讀 (甘超英、吳一塵，2) 

《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度》的立法反思 (李燕萍，

2)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對台灣的啟示 (李曉兵、

張帆，2) 

中國區際法治衝突及進路 (姬朝遠，2) 

論全國性法律的槪念和分類 (王禹，3) 

“一國兩制”與制度創新 (鄭偉，3) 

聯邦制的神話：加拿大魁北克案例研究 (王長斌，3) 



《“一國兩制”研究》2019年第 2期(總第 40期) 

 

- 198 - 

論適用法律的空間及司法獨立 (范劍虹，3) 

所有權的起源及其制度存續的正當性 (唐曉晴，4) 

澳門特區政制之立憲主義思考 (姬朝遠，4) 

國際條約適用澳門的問題再探討 (王思遠，4) 

澳門與內地環境法律制度比較研究 (謝偉，4) 

中國商法統一的可選方案 (蔣軍洲，4) 

淺議“民主”一詞的淵源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流變 (孔德

超，4) 

略論澳門的司法獨立 (李燕萍，5) 

“一國兩制”下澳門社團演進之憲政解析 (姬朝遠，5) 

澳門與內地保安處分制度的比較研究 (樊建民，5)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法學思考 (左權，5) 

從“憲法修改”到“憲政改造” (李曉兵，5) 

香港與內地海洋環境保護法制若干問題比較研究 (謝偉，

5) 

澳門特區行政法規制定權限爭議及其解決 (常滸，6) 

論政府施政中的“科學決策”理念 (譚濤，6) 

論保持多樣性的私法統一 (婁愛華，6) 

澳門、香港與內地食品安全法制比較研究 (謝偉，6) 

中國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中受賄罪之比較研究 (樊建民，

6) 

建構澳門特色法律文化探析 (鄧偉平、王曉波，7) 

中國內地與澳門資格刑比較研究 (詹紅星，7) 

論《澳門民法典》中的隱私權及其對內地相關立法的啟示 

(汪琴，7) 

澳門與內地飲用水法律制度比較研究 (謝偉，7) 

契約精神對“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啟示 (姬朝遠，8) 

關於特區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思考 (劉德學，8) 

從《大清律例》看沙紙契的效力 (鄭錦耀，8) 

論中國區際贓款贓物跨境的追繳與移交 (時延安，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初論 (左權，8) 

香港與內地環境法律手段比較研究 (謝偉，8) 

再論香港特區立法會及其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權 (許昌，9) 

從“梁展文事件”看香港特區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調查權 

(王曉聰，9) 

意思主義在民法上的擴張 (唐曉晴，9) 

從民主理論到民主治理理論 (劉倩，9) 

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研究 (石蕊，9) 

論《澳門基本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冷鐵勛，10) 

2008 年以來“一國兩制”前沿熱點問題研究述評 (陳雲

云，10) 

中國內地與澳門假釋制度比較研究 (張亞平，10) 

國際貨物買賣中所有權與風險移轉的比較研究 (范劍虹、

劉耀強、陳科汝，10) 

“將人民幣作為香港法定貨幣”的法理分析 (吳天昊，10)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基本制度

安排探析 (冷鐵勛，12) 

對澳門特區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改的思考 (姬

朝遠，12) 

從細節做起：澳門民主政制發展路向分析 (李燕萍，12) 

淺議澳門立法會間接選舉制度的改進 (庄真真、陳慧丹，

12) 

論澳門政制發展中的行政主導保障 (冷鐵勛，13) 

《澳門基本法》解釋制度的法哲學思考 (李燕萍，13)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法理分析 (張衛華 ，13) 

海峽兩岸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比較研究 (謝偉，13) 

民國法統的發展軌跡及其對台灣地區的影響 (穆中杰，13) 

基本法確立的人格尊嚴和民法典的人格權 (劉怡，14) 

關於違反基本法審查問題的若干思考 (庄真真，14) 

澳門刑事強制措施於大陸之借鑑與反思 (楊宗輝，14) 

論特別行政區刑事司法管轄權的獨立性 (李樂鵬，14) 

粵港澳區域合作的法理分析 (李燕萍，14) 

略析澳門法學理論發展方向 (陳轅，14) 

論澳門立法技術標準 (范劍虹，15)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技術反思 (李燕萍，15) 

立法技術標準與澳門立法技術之審視 (王凌光，15) 

重視法學知識對立法的可能貢獻 (張青波，15) 

內地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文書送達現狀及其完善思考 

(宋錫祥，15) 

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授權立法的法理初探 (姬朝遠，16) 

適當性原則在反收購措施合法性審查中的適用研究 (姜

哲、范劍虹，16) 

《澳門基本法》第 7 條背景下的土地取得時效探略 (錢釗

強，16) 

“一國兩制”視角下澳門填海造地法律問題芻議 (張強，

16) 

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行政訴訟發展趨向之比較 (譚波、李

慶祥，16) 

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制的價值目標研究 (朱世海，17) 

略談法律體系理論在澳門立法中的運用 (李燕萍，17) 

港澳基本法解釋問題探討 (庄真真，17) 

澳門特區發展相關三方主要對策淺析 (姬朝遠，17) 

生命權在民法中的體現 (梁靜姮，17) 

從《澳門刑法典》第 37 條看內地被害人同意制度的完善 

(張強，17) 

行政主導制運作模式比較研究 (朱世海，18) 

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央對台工作的理論創新 (祝捷，18) 

《澳門基本法》語境下“外交事務”與“對外事務”的邊

界研究 (周挺，18) 

論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中司法體制的影響與作用 (伍華

軍，18) 

淺議香港特區民主發展的進程 (陳沭岸，18) 

CISG 在澳門適用的假設以及適用順序研究 (范劍虹、陳

科汝，19) 

論自由裁量權和不確定槪念的定義和異同 (鄭錦耀，19) 

內地與澳門刑事訴訟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比較研究 (陳石、

趙璇，19) 

內地與澳門法定繼承制度比較研究  (李素雅，19) 

上市公司反收購中目標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問題芻議 (姜

哲，19) 

試論中國區際法院判決承認與執行的特點 (于志宏、于

澤，19) 

澳門特區法制建設中的正式語文問題 (王千華，20) 

關於澳門立法技術規範化的若干思考 (姜燕，20) 

《行政訴訟法典》第 113 條研究 (周挺，20) 

從權利濫用的認定看民法基本原則的適用 (王榮國，20) 

淺析國家主權豁免的發展趨勢 (張強，20) 

中國內地與澳門刑法中保安處分制度比較研究 (李梁，20) 

兩岸四地關於多次受賄行為的罪數認定問題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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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20) 

海峽兩岸環境權性質比較研究 (謝偉，21) 

澳門與內地保險活動行政管制法律比較研究 (謝小弓，21) 

淺談澳門刑法理論關於“危險犯未遂”的誤區 (周挺，21) 

徵收華僑祖宅所涉土地使用權補償的法律思考 (彭春蓮，

21) 

論國家對受害人親屬的精神損害賠償 (陳石、趙璇，21) 

內地《繼承法》“遺贈扶養協議”研究 (鍾聰聰，21) 

單程證申請程序中有關問題的法律分析 (毛俊响、杜倩，

22) 

澳門特區社團選舉權的分配制度研究 (周挺，22) 

行政自制理論視野下的澳門行政主導體制完善 (李江峰，

22) 

論海峽兩岸司法互助制度的實施及其對港澳的啟示 (宋

錫祥，22) 

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直轄關係初探 (蕭晗題，22) 

民法解釋方法運用的實證分析 (鍾小凱，22) 

港澳基本法中的備案制度及其完善探析 (浦海龍、冷鐵

勛，23) 

澳門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若干思考 (王禹，23)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形成標準探析 (李燕萍，23) 

“一國兩制”語境下的法治標準 (周挺，23)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 (趙文

靜、陳石，23) 

日韓台港橫向權力結構的比較和借鑑 (尤樂，24) 

論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中的法官職業化建設 (鍾小凱，

24) 

律師執業尊嚴保障研究 (邱小飛，24) 

中國內地與澳門非監禁刑罰執行制度比較研究 (曾志濱，

24) 

澳門與內地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研究 (李猛，24) 

試論現代監護理念的演變為 (馬潔娜，24) 

兩岸法律實務與對離婚自由權的保護 (國熙，24) 

通訊監察之港台經驗及啟示 (包美霞，24) 

修改《澳門刑事訴訟法典》強制措施的可行性 (霍嘉誠，

25)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司法過程中的法律思維差異研究 

(鍾小凱，25) 

橫琴新區成立土地銀行的可行性 (胡守鑫，25) 

土地確權與農民土地權益保障研究 (邱小飛，25) 

南海“九段綫”法律意義淺論 (許昌，26) 

淺議涉外民事案件中港澳台地區法律的查明 (魏簡康凱，

26) 

“拉布”戰與“剪布”權 (王博聞，26) 

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改方案的司法覆核性 (張小帥，26) 

舊制度與新常態：內地法院審判權與司法行政權相分離改

革研究 (鍾小凱，26) 

澳門殘疾人士權益保障研究 (何志輝，27) 

法治視野下的網絡社會管理 (李燕萍，27) 

刑事和解於澳門青少年司法範疇的應用及其對內地的啟

示 (文立彬，27) 

港澳與內地地方政府之間關係與合作法治化研究 (周盛

盈，27) 

論台灣地區大法官“釋憲”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李曉兵，

27) 

國家話語之外的法律規範？ (鄭昊、祝捷，28) 

中國內地與港澳民商事判決相互認可與執行若干問題探

討 (宋錫祥，28) 

“雙普選”視角下對香港立法備案審查權研究 (葉遠濤，

28) 

兩岸海洋事務合作的政治困境及其突破 (葉正國，28)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數額探析 (鍾小凱，28) 

論立憲主義下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制度“提名－確認

制”方案 (尤樂，29) 

論中央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與履職的合基本法監督 

(張小帥，29) 

中央對行政長官免職權的行使及其界限 (苗泳、邢玲，29) 

淺析行政長官超然地位論 (何曼盈，29) 

香港“普選”與保留功能組別的政治視角 (陳咏華，29) 

澳門法實證研究簡析 (賴冠儒，30) 

回歸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本位 (陳雪玉、張健一，30) 

兩岸國際海洋事務合作的法律難題及破解 (葉正國，30) 

未列舉基本權利的憲法保護 (金成波，30) 

刑法典在澳門：從殖民適用到“去殖民化”的變遷 (何志

輝，31) 

澳門民生建設與法治思考 (李燕萍，31) 

社會保障權實現中的特區公權力機關義務探析 (陳慧丹，

31) 

澳門私校教師法律制度之回顧與前瞻 (陳志峰，31) 

內地與澳門簽署區際移交逃犯協議的困局及其解決 (鄭

錦耀，31) 

關於“一帶一路”戰略下內地與香港法院判決承認與執

行解決的思考 (于澤、于志宏，31) 

芻議《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的法律性質和

效力狀況 (許昌，32) 

對改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一些思考 (李燕萍，32) 

澳門特區憲制規範與國家憲法秩序 (姬朝遠，32) 

香港政黨政治發展歷程淺議 (曹強、曹晟，32) 

“中華民國憲法”法理定位問題意識論 (段磊，32) 

澳門法制史所涉文獻的整理及意義 (何志輝，33) 

根據總體國家安全觀思考澳門特區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建

設 (許昌，33) 

澳門“逐步”拋棄特別權力關係的過程分析 (張駿，33) 

養子女能否直接取得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初探 (梁曉漫，

33) 

從普通法訴訟程序看香港法院對全國人大解釋的適用 

(黃亞熙，33) 

大陸涉台研究學術熱點追蹤(2014-2016) (游志強，33) 

《澳門基本法》實施的立法之維 (李燕萍，34) 

“一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制度之槪念辨析 (姬朝遠，34) 

論《香港基本法》關於認同的塑造及強化 (章小杉，34) 

推進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有效施政展望 (常樂，34) 

國際視野下的香港立法會普選之道 (王理萬，34) 

“港獨”勢力發展的最新特點及其應對策略 (宋錫祥，34) 

“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制度性摩擦及其調適

和解決 (蔣曉偉，35) 

“一國兩制”視野下國家治理理論譜系淺議 (李燕萍，35) 

近年英國涉港政策評估 (李環，35) 

香港“五十年不變”的科學含義及其法律影響 (陳雪玉、

張健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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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定位的認知 (冷鐵勛，

36) 

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地方性屬性研究 (江華，36) 

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一點思考 (曹強、曹晟，36) 

公共秩序保留在港澳認可與執行內地民商事判決中的運

用 (宋錫祥 ，36) 

《澳門基本法》社會福利條款分析：歷史、規範與結構 (陳

慧丹，36) 

“一國兩制”下澳門土生葡人的權益保障 (冷鐵勛，37) 

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內涵及良性運行解析 (庄真

真，37) 

澳門法律中葡文本歧義的法律解釋論分析 (姜鐘鳴，37) 

澳門和葡萄牙法律秩序中的違約金條款 (霍嘉誠，37) 

正確理解“一地兩檢”及其“三步走”安排的法律意義 

(陳雪玉、張健一，37)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合格載體誰屬 (楊允中，38)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社會網絡優勢淺析 (何曼盈，

38) 

從“九二共識”到“統一共識” (田飛龍，38) 

憲法第三十一條體現的創新 (黃潔貞，39) 

論《香港基本法》中的表達自由及其行使界限 (黎沛文、

黃雅詩，39) 

論《反分裂國家法》的規範構造 (段磊、路忠彥，39) 

澳門專業制度的法治基石 (李燕萍，39) 

淺析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 (陳怡，39) 

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律信息共享機制研究 (李燕萍，40) 

論粵港澳大灣區區際行政法律衝突 (馮澤華，40) 

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就業勞動者權益保護法治化研究 (周

盛盈，40) 

從逐條表決看《澳門基本法》起草的民主開放特徵 (許昌，

40) 

對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幾點實地觀察 (莊金鋒，40) 

“香港民族黨”禁令與“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發展 (何

天文，40) 

 

 

V.“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模式 

澳門特區立法十年述評 (趙向陽，1) 

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 (饒戈平，1) 

從基本法的設計看“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 (莊金

鋒，1) 

港澳特區政治制度相同點分析 (李略，1) 

行政主導與治理的民主性 (劉倩，1) 

論行政主導體制下立法會的監督制約職能 (劉德學，1) 

基本法與澳門法律文化中的衝突問題 (吳新平，1) 

澳門行政法規的法律控制問題研究 (李燕萍，1) 

中國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民商事區際司法協助的現狀

與展望 (范劍虹、陳捷、邵長富，1) 

論中國內地與港澳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及其完善 (宋錫

祥，1) 

競爭與均衡：第四屆立法會直選活動及其結果透析 (婁勝

華，2) 

關於橫琴澳大校區相關法律事務的初步研究 (常滸，2) 

“橫琴模式”：實踐“一國兩制”的新創舉 (莊金鋒，2) 

澳門法困局與出路：葡萄牙化或本地化 (謝耿亮，2) 

澳門特區的行政機關與內地地方行政機關的區別和聯繫 

(蔣曉偉，2) 

探索“一國兩制”的實踐模式 (姜姍姍，2) 

澳門特別行政區十年法治建設情況綜述 (常滸，3) 

論《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的“整體利益” (吳天昊，

3) 

澳門憲政體制中的立法行政關係 (鄞益奮，3) 

略論“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的粵澳關係 (李嘉曾，3) 

特別行政區與特別行政區制度 (楊允中，4) 

論“恢復行使主權”的內涵 (王禹，4) 

論“一國兩制”下港澳特區的對外事務處理權：一個比較

憲法的視角 (王長斌，4) 

關於法律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 (趙國強，4) 

五點重要啟示：澳門特區第一個十年發展的全面總結 (莊

金鋒，4) 

《澳門基本法》司法適用十年歷程評述 (李燕萍，4) 

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澳門管轄橫琴島澳大校區的法理分

析 (朱世海，5) 

橫琴“一島兩制”之法律問題探析 (鄧偉平、王曉波，5) 

論內地與澳門 CEPA 的法律性質 (蘇寧，5) 

CEPA 對澳門與中國內地經貿合作的影響及其效應 (黨

璽，5)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遇到新的挑戰 (莊金鋒，

5) 

香港問題的提出與“一國兩制”的定型 (黃鴻釗，5) 

後金融危機時期澳門特區政府管治挑戰與應對思考 (謝

四德，6) 

積極參與橫琴開發，推進粵澳緊密合作 (陳慧丹，6) 

知己知彼，因勢利導──對推進粵澳合作和澳門特區參與

橫琴開發的建議 (何曼盈，6) 

從澳門社團的特殊性看“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 (莊金

鋒，6) 

論中國的地方性公民投票 (王東青，6) 

香港廉政制度體系建設：基本框架及經驗 (段龍飛、任建

明，6) 

區域合作下專業認證制度的發展 (施遠鴻、柯麗香、陳建

新，6) 

澳門公共政策諮詢中公眾參與的困境及對策分析 (冷鐵

勛，7) 

“一國兩制”澳門模式下的行政立法關係 (宋小莊、何曼

盈，7) 

試論“一國兩制”下中國區際司法協助範式建構 (劉京

蓮，7) 

後危機時期的特區政府作用與政策選擇 (謝四德，7)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Legitimacy Problem and 

Democracy Deficit in Macau (Sonny Shui-Hing LO, 7) 

中葡論壇：“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一大特色 (莊金鋒，

8) 

論港澳兩部基本法的修改 (寧立成，8) 

有效減少法院刑事積案的認罪協商制度初探 (鄭成昌，8) 

論香港政黨體制與政制的關係 (朱世海，8) 

論香港立法會對附屬法規的否決權 (顧敏康、王書成，8) 

關於破解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若干問題的思考 (庄

真真，9) 

“一國兩制”下的澳門通貨膨脹及其治理 (趙世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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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內地的職業安全權利保障制度比較 (周佩，9) 

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與“一國兩制” (莊金鋒，10) 

澳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問題研究 (謝小弓、劉義忠，10) 

香港刑事檢控權的獨立性及其邊界 (王玄瑋，10) 

“一國兩制”下香港、澳門人權保障述評 (左權，10) 

澳門公共行政在廉政制度建設中穩步推進 (許昌，11) 

中國內地與港澳區際取證制度的成效、問題及其改進建議 

(宋錫祥、王紅燕，11) 

澳門民法的給付障礙體系研究 (童建森，11) 

“一國兩制”下《香港基本法》解釋衝突起因及其解決 

(申思琦，11) 

澳門行政法學的新天地 (何志遠，11) 

論行政主導的合憲性 (葉勇，11) 

2012 年台灣大選簡評 (許昌，12) 

“一國兩制”之“台灣模式”的建構：概念與框架 (孫代

堯，12) 

論兩岸區域合作中的“共同管理” (杜力夫，12) 

澳門法治水準綜合評估 (趙琳琳，12) 

授權與限權的複調變奏：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憲法解讀 

(汪江連，12) 

《澳門刑法典》及其犯罪評價體系 (潘星丞，12) 

中國內地與澳門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張亞平，12) 

論絕對豁免原則在香港特區的適用 (廖濟貞，12) 

香港政黨發展開始步入第三個催生期 (莊金鋒，12) 

澳門民主政制發展的地方特質 (鄞益奮，13) 

“碎步走”抑或“大步走”？ (劉倩，13) 

居民基本權利與澳門民主政制發展 (江華，13) 

珠海經濟特區發展過程中的港澳台因素 (綦佳，13) 

中國內地與澳門保安處分基本原則之比較研究 (張亞平，

13) 

香港的國民教育與“一國兩制”遇到的新挑戰 (莊金鋒，

14) 

有關內地與澳門法院相互認可與執行民商事判決 (宋錫

祥，14) 

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行政組織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譚波，

14) 

內地與澳門行政強制立法比較研究 (謝小弓，14) 

“一國兩制”下中國區際法律衝突解決路徑辨析 (劉京

蓮，14) 

論南部台灣在兩岸交往中的地位與作用 (許川，14) 

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簡評 (李飛，14) 

論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制的科學內涵 (朱世海，15) 

香港立法會罕見的“拉布”戰評析 (莊金鋒，15) 

“一國兩制”的梯度效應及澳珠區域一體化路徑 (殷旭

東，15) 

“港人港地”、“澳人澳地”政策表述商榷 (李嘉曾，15) 

從澳門地區保安處分制度看內地精神病人強制醫療體系

之完善  (劉思佳，15) 

政府績效管理制度芻議 (陳慧丹，16) 

論澳門的假期制度及勞動者休息權的保障 (梁淑雯，16) 

從澳門立法會的利益代表看回歸後的社會運動 (蔡永君，

16) 

法律殖民、法律文化與法律融合 (李梁，16) 

論澳門中小學生在學校內的宗教自由 (鄭錦耀，16) 

對香港國民教育問題的幾點思考 (魏健馨，17) 

國家話語權的滲透與回歸前澳門的社團地位 (何曼盈，17) 

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民族因素 (許川，17) 

區域價值鏈視域下的澳珠一體化構建 (殷旭東，17) 

澳門居民政治參與及其完善途徑 (鄞益奮，17) 

從涉台司法政策的變遷看台胞權益保障的完善 (冷鐵勛，

18) 

論澳門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則 (李燕萍，18) 

語言矛盾與對基本法的正確理解 (梁淑雯，18) 

《澳門基本法》規範下的社會保障發展 (陳慧丹，18) 

從多元主義的角度略析立法會間接選舉制度 (何曼盈，18) 

“一國兩制”槪念完整性的多維解析 (冷鐵勛，1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十四年施政述評 (姬朝遠，19) 

港澳特區行政與立法、司法關係之比較與改進 (宋錫祥，

19) 

港澳特區政治宣誓制度研究 (周挺，19) 

論“一國兩制”與澳門原有行政法規的延續性基礎 (張

強，19) 

論行政長官與行政長官制 (楊允中，20)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淵源探討 (王禹，20)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理論初探 (李燕萍，20) 

論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憲制基礎 (庄真真，20) 

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制的制約因素分析 (朱世海，20) 

論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權力來源 (楊允中，21)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部門法構成 (冷鐵勛，21) 

新型政治體制的設計與運作 (王禹，21) 

論“一國兩制”的科學內涵及其在實踐中的豐富 (榮開

明，21) 

試論中央對港政制發展決定權 (常樂，21) 

香港普選行政長官諮詢中涉及憲制理論的幾個問題 (莊

金鋒，21) 

澳門居民基本權利保障的全面性與充分性 (冷鐵勛，22) 

《澳門基本法》設定的基本權利及其保障 (李燕萍，22) 

澳門混合法律體系特徵考察 (王瑩瑩，22) 

澳門刑事司法之變革：對陪審制度的探討與借鑑 (劉思

佳，22) 

香港法院適用內地經濟管制法的路徑分析 (董金鑫，22) 

港澳與台灣之間區際民商事司法協助若干問題研究 (王

紅燕，22) 

對香港“佔中”引起的民主與法治的反思 (莫世健、王榮

國，23) 

有關深化“一國兩制”認知問題評析 (常樂，23)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若干問

題研究 (莊金鋒，23) 

國族化與民主化在香港問題上的展開 (王理萬，23) 

“一國兩制”思維與家國情懷培育 (楊允中，24) 

《海峽兩岸交往綜合性框架協議》(建議稿) (周葉中、段磊，

24) 

“依憲治國”若干重大憲制理論問題研究 (莊金鋒，24) 

兩岸合作維護南海權益研究 (宋杰，24) 

澳門回歸十五年來政制發展的回顧與前瞻 (王禹，24) 

循序漸進的香港政改：後佔中博弈觀察與反思 (田飛龍，

25) 

基本法對外事務規範及港澳兩地實施現狀 (許昌，25) 

簡議行政登記行為的法律效力 (李燕萍，25) 

特別行政區制度在澳門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 (蔣曉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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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勢下澳門反恐怖主義立法的發展 (魏健馨、馬子雲，

25) 

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和諧發展的理性思考與實踐探索 (李

嘉曾，26) 

論澳門法官的不可移調原則及其對內地的啟示 (冷鐵勛，

26) 

“一國兩制”與澳門居民國家觀念的培育 (李燕萍，26) 

CEPA 實施的成效與現存的主要法律問題 (宋錫祥，26) 

探析橫琴自貿試驗區邁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體制創新路

徑 (李英，26) 

論《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地位 

(冷鐵勛，27) 

放眼“一帶一路”戰略，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莊金

鋒，27) 

論香港立法會主席的政治中立取向 (梁淑雯，27) 

香港泛民陣營新動向 (常樂，27) 

人權視角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實踐 (陳雪玉、張健

一、陳瑞林，27) 

簡評澳門終審法院有關平等原則的兩個判例 (李雲舒，27) 

《澳門基本法》研究槪覽 (鄒平學、黎沛文，28) 

澳門行政主導體制的特性簡析 (朱世海、高海園，28) 

澳門特區政府職能設置的原則與標準 (李燕萍，28) 

試論特別行政區中國公民的憲法義務 (姬朝遠，28) 

論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刑事特別程序 (謝志強，28) 

善用法治思維，不斷提高澳門特區政府依法管治水平 (冷

鐵勛，29) 

法律實用主義視野下的澳門法治建設問題 (李燕萍，29) 

葡萄牙商法在澳門的延伸適用及其影響 (何志輝，29) 

論“一國兩制”實踐的三個統一 (興國，30) 

《澳門基本法》之法院解釋權研究 (冷鐵勛，30) 

澳門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功能和使命探討 (王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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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權利、公共秩序與香港法治的再平衡 (田飛龍，36) 

香港雙語法制：現有問題及其解決 (王玄瑋，36) 

“法理台獨”新動向及其外在原因 (游志強，36) 

“一帶一路”：歷史積澱與現實價值 (高勝文，36) 

新時代習近平僑務思想的科學內涵 (陳雲云，36) 

壓縮公權力邊界：澳門對內地自貿區的啟示 (李晨，37)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制度設想的幾點思考 (許昌，37)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嶺南文化創意轉化研究 (馮澤華、詹

鵬瑋，37) 

澳門養老保障制度的比較優勢及其借鑑 (魏健馨，37) 

祖國強大與澳門回歸的歷史必然性 (吳躍農，39) 

關於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發展的幾點建議 (盛力、

高婕，39) 

關於大灣區警務建設的若干思考 (姬朝遠，39) 

澳門特區民間社團現狀淺析 (何曼盈，39) 

關於澳門海水環境治理的行政架構優化和公共參與 (盛

力、高婕，40) 

論中美貿易戰對澳門博彩業的影響 (梁淑雯，40) 

選民結構、社團參政與社會訴求 (楊佳寧、何寧宇，40) 

澳門特區外事管理法律實施情況淺析 (林震宇，40) 

行政法學基礎理論真理性研究 (黃清華，40) 

 

 

VII. 廣濶視角 

The Tale of Two Mega-Cities: Hong Kong in the Face of 

Shanghai’s Re-rise (GU Xinhua, SHENG Li, 2) 

關於“牢騷太盛”與“當代完人”的哲學思考 (劉景松，

2) 

“土地法改革的新趨勢”國際研討會摘要 (王秋儀，4) 

愛國華僑陳嘉庚國家統一思想及其當代意蘊 (陳雲云、周

其衛，4)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有效途徑 (李嘉曾，

4) 

問魯迅，漢字何罪？ (張東寶，4) 

民族魂──胡秋原 (張東寶，5) 

和合文化‧“一國兩制”‧兩岸三地 (魏靜，5) 

The Great Wall of Chinese Economy: Capital Controls (GU 

Xinhua, SHENG Li, 5) 

葡萄牙人的早期東方之旅 (黃鴻釗，6) 

唐德剛與情繫統一的李宗仁 (張東寶，6) 

一個耄耋研究人員的殷切期盼 (施漢榮，6) 

澳門海洋文化的若干問題 (黃鴻釗，7) 

華僑支持辛亥革命原因的多維透視 (陳雲云，7) 

林語堂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 (張東寶，8) 

北魏胡漢雜糅的原因與效果 (楊值珍、孔定芳，9) 

元朝以來中國對西藏的管轄 (黃鴻釗，9) 

辛亥革命萬歲！──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紀念辛亥革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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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決定的體會  (毛磊，9) 

“一生為故國招魂”的錢穆 (張東寶，9) 

緣由‧優勢‧貢獻‧啟示──華僑華人與中國統一大業關

係的四維解讀 (陳雲云，9) 

大膽的嘗試，有益的探索──記《“一國兩制”百科大辭

典》出版發行 (常談，9) 

沈志亮抗葡事件評述 (黃鴻釗，10) 

情繫大陸的于右任 (張東寶，10) 

浙閩海患與抗葡名將朱紈之死 (黃鴻釗，11) 

禮法結合的發展過程 (王秋儀，11) 

僑務資源是中國和平統一的積極因素 (陳雲云，13) 

英國侵略西藏的最初動機及其後果 (黃鴻釗，13) 

羅素的中國情懷 (張東寶，13) 

新時期對美國對華人權策略之應對 (左權，14) 

19 世紀晚期英俄在西藏的爭奪 (黃鴻釗，14) 

衛禮賢、愛默生與美國人眼中的孔子 (張東寶，14) 

16-19 世紀果阿與澳門的關係 (黃鴻釗，15) 

嚴復──傳播西學的重要代表 (張東寶，15) 

為嶄新的“一國兩制”事業不懈追求 (冷鐵勛，16) 

論批判何以可能 (周挺，16) 

英俄關於西藏問題的妥協 (黃鴻釗，16) 

老子的“和諧”思想 (張東寶，16) 

深入理解“一國兩制”，研究突出澳門特色 (莊金鋒，18) 

達賴集團的叛國活動評析 (黃鴻釗，18) 

王薌齋與國學 (張東寶，18)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視野下的“一個中國”原則 (楊寬情，

20) 

論澳門通往國際貿易港之路 (黃鴻釗，20) 

略述方東美的哲學思想 (張東寶，20) 

論毛澤東治黨治國的一條思想主綫 (楊波、吳偉佳，21) 

清初禁海政策與澳門 (黃鴻釗，21) 

甲午威海之戰中方戰略戰術評析 (李嘉曾、李文馨，22) 

中國古代司法文化窺探 (王迪，23) 

劉思復對儒學的批判 (黃鴻釗，23)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綜合優勢與實踐經驗 (李嘉曾，24) 

汪柏私許葡人通市 (黃鴻釗，24) 

日據時期台灣意識探析 (黃繼朝，24) 

法律社會學視野中的苗族理詞的法律效力研究 (王迪，24) 

辛亥時期香山一樁華僑冤案 (黃鴻釗，25) 

中國民法未成年人權益保障制度的現代修正 (任江，26)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 (胡守鑫，26) 

林鳳拓殖馮嘉施蘭國遺跡踏勘 (徐作生，26) 

淺析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的界限 (鍾小凱，27) 

香山社會變革的號角 (黃鴻釗，27)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文化意義與中華文化的時代價值 

(李嘉曾，28) 

生產性服務業與高端製造業在珠海：協同發展前景分析 

(殷旭東，28) 

Legal Analysis of Wynn v. Okada (Wesley Jiankangkai WEI, 

29) 

珠海經濟特區授權立法質量問題研究女 (鍾小凱，29) 

當代兩岸利益集團比較分析 (黃繼朝，29) 

孫中山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 (毛磊，30) 

清末香山地區的涉外事件 (黃鴻釗，30) 

論建設公共治理型執法機制 (黃清華，30) 

正當程序原則核心內涵與屬性 (唐文，30) 

論特殊時代政府承認語境下不承認原則對台灣的適用 

(羅國強，31) 

澳門《土地法》中公產與私產概念之辨析 (高峰，31) 

邁向公民權利時代的地方立法 (鍾小凱，31) 

論互聯網與患者安全的主要法律問題 (黃清華，31) 

武漢國民政府曾是一度存在過的國共聯合政府 (毛磊，32) 

澳門雙言制研究 (閻喜，32) 

文物閃亮，憶記成章──《澳門憶記》評述 (劉景松，32) 

試論《民法總則》體現的立法為民本質 (李嘉曾，33) 

論內地群體性事件的法治防範 (鍾小凱，33) 

比較法視野下第三國國際強制規範適用的衝突法方法 

(董金鑫，33) 

國際海運中禁止濫用優勢地位的制度重構 (陳石，33) 

理學鼻祖與湘學宗主周敦頤簡論 (周秋光、黃召鳳，33) 

珠海生態環境保護地方立法路徑研究 (鍾小凱，34) 

論良法善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係 (黃清華，34) 

中國契約行政的法治保障評述與建議 (姬朝遠，35) 

略論形成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文化學動力源泉 (李嘉曾，35) 

FATF 評估機制在中國實踐中存在的相關問題及其應對 

(盧頌馨，35) 

地方各級人大討論決定重大事項範圍探析 (鍾小凱，36)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權的刑法保護 (文立彬，36) 

醫療行為中患者宗教信仰權問題研究 (聶政宇，36) 

關於構建中國兼職法官制度的思考 (崔拓寰，37) 

對就讀特區高校內地生開展德育的思考 (李嘉曾，37) 

探索醫調“廣東模式”，力促和諧醫患關係建設 (黃清

華，37) 

異質區域社會治理問題：多元組織與協同機制 (殷旭東，

37) 

制度倫理與信念倫理：內地行政倫理建設的途徑 (婁勝

華，39) 

《實踐論》、《矛盾論》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導向 

(馮澤華，39) 

金融開放背景下的國際金融仲裁發展路徑 (蘇偉康，39) 

直接適用的法及其對可仲裁性、裁決承認與執行的影響 

(董金鑫，39) 

甲午戰爭期間戴宗騫與丁汝昌關係論析 (李嘉曾、李文

馨，39) 

 

 

VIII. 民意調查 

澳門特區十年發展進步大型民意調查報告 (2) 

澳門特區第二個十年發展路向選擇大型民意調查報告 (3) 

“陽光政府與陽光社會”大型民意調查報告 (7)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10)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II (11)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III (13)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IV (15)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V (17)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2015 年 5 月) (25)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2016 年 5 月) (29)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2017 年 5 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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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會議紀要 

“責任政府與責任社會──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與重

點”學術研討會紀要 (2) 

“澳門選舉與政治文化的變遷與發展方向”座談會紀要 

(3) 

“邁向第二個十年的澳門特區依法施政”學術座談會紀

要 (3) 

“期待與支持──談行政長官崔世安首份施政報告的亮

點”學術座談會紀要 (4) 

務實與進取──對 2011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同名

學術座談會紀要) (7) 

“一國兩制”綜合指標民意調查報告 (10) 

“法律語言改革與雙語人才培養”學術座談會紀要 (10) 

積極進取──對 2012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同名學

術座談會紀要) (11) 

“澳門政制發展與社會進步”學術座談會(紀要) (12) 

“對《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座談會紀要 

(15) 

“對《201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學術座談會紀

要 (19) 

“澳門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學術座談會紀要 (20)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學術座談會紀

要 (22) 

“‘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總結──慶祝澳門回歸十五

週年”學術座談會紀要 (23) 

“2014 年財政年度政府工作總結”學術座談會紀要 (23) 

“《2015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綜合評議”學術座談會

紀要 (24) 

“《高等教育制度》立法與澳門高等教育建設”學術座談

會紀要 (24) 

“基本法第 95 條的正確理解與民政總署職能的再定位”

學術座談會紀要 (25) 

紀念蕭蔚雲教授逝世十週年專題研討會發言選遍 (26) 

“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學術座談會紀要 

(26) 

“對《2016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學術座談會紀

要 (27) 

“《立法會選舉法》修訂與澳門的民主實踐”學術座談會

紀要 (29) 

《2017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學術座談會紀要 (31) 

“‘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總結──香港回歸 20 週年成就

回顧及其對澳門的啟示”學術座談會紀要 (33) 

“對《2018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學術座談會紀

要 (35) 

十年成長路，未來更期待──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

中心成立十週年座談會紀要 (38) 

“對《2019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評議”學術座談會紀

要 (39) 

“港珠澳大橋通車──澳門的受益及優勢拓展”學術座

談會紀要 (39) 

 

 

X. 人物專訪 

“十二五”規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長期繁榮穩定(人物專

訪) (8) 

2012 年兩會精神與澳門政制發展(人物專訪) (12) 

201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評議(人物專訪一組) (15) 

不忘初心，堅持正確導向──澳門中聯辦陳斯喜副主任探

訪並勉勵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32) 

創新思維方式 多出好成果大成果──澳門中聯辦副主

任薛曉峰探訪並勉勵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人員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