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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選舉大使箴言

廉政文摘

《賄選與選舉處罰制度》（胡家偉）

廉署動態

廉潔操守講解會問題彙集（第二輯）

廉政故事廊

瞭望台

「廉潔選舉大搜查」遊戲答案

怡情集

第三屆立法會選舉已經結束。這次選舉的過程和結果，引起

了社會的熱烈討論。市民對涉嫌違法者的痛恨和聲討，對監察機

關未能一舉遏絕違規行為的嚴厲批評，廉政公署完全理解，也深

深體會到，廉政建設是何等艱鉅，公民教育是何等重要和關鍵的

工程。

自2004年成立兩個專責反賄選的小組後，廉署作出了一系

列的部署，尤其接近選舉前數月，廉署幾乎動用了上下所有的人

力資源去宣傳廉潔選舉和投入調查之中。前線調查人員不分晝夜

地工作，在目前法律賦予的職權範圍內，全力遏止賄選行為的

出現；偵破的案件迅即移交司法機關並及時發佈，以期收阻嚇作

用；廉潔義工隊也無私地奉上了大量的工餘時間，為宣揚廉潔選

舉而奔走於各大街小巷。然而，這次選舉的空前激烈，仍使個別

候選人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最後令選舉蒙上污點。

各界善意的批評，也正好體現社會的正氣和進步。正如不

少意見所指，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暴露了社會發展過程的某些不

足，例如法律的滯後，令競選手法存在灰色地帶；一些涉嫌違規

的拉票活動，令社會蒙上賄選陰影；公民素質的參差，令不法者

有機可乘；部分選民出於貪念等種種原因，而淪為犯罪者的工具

等，都在在顯示了法律的修訂刻不容緩，而公民意識亦有待提

高。作為重要監察機關的廉政公署，一方面正對特區成立後的選

舉活動進行檢討和總結，短期內針對選舉各環節的漏洞提出法律

修訂和改善建議；另一方面，對涉嫌賄選的案件正加緊調查，市

民若知悉任何涉嫌賄選情況，希望儘速向廉政公署作出舉報。

本人衷心感謝在這次選舉過程中，應邀擔任廉潔選舉大使

的社會人士、廉潔義工隊成員、傳媒朋友、和勇於挺身舉報的市

民，以至為維護廉潔選舉而犧牲無數晝夜的同事。我們深信，邪

不勝正，只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創造一個廉潔的選舉空

間。廉署在未來的工作中，也會繼續保持虛心聆聽的態度，聽取

各方的批評和建議；也會不斷總結經驗，努力爭取最佳的工作成

效。

「選舉已經結束  調查仍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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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邀請8位社會知名人士擔任「廉潔選舉大使」。

二、 印製《候選人廉潔選舉指引》，供候選團體參考；並先後印製3款《選民廉潔指引》，其中一款單張透過郵

政局的「推廣易」服務派送到全澳住戶。

三、  舉辦講座及解釋會：

1) 為民間社團、機構員工和學校

舉辦「廉潔選舉」講座，至選

舉前為止講座總數共23場，出

席者合共2,573人次。

2) 為候選人召開「廉潔選舉解釋

會」。

2005年9月25日，澳門舉行第三屆立法會選舉，廉政公署對是次選舉相當重視，為對2005年立法會選舉活動

作充份準備，2004年底廉署特別成立了「反賄選研究小組」，專責對相關工作進行部署。

廉政公署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教育計劃，務求在有限的資源下，儘可能做到最大的宣傳和教育面。有關的項

目包括：

為候選人召開的「廉潔選舉解釋會」

廉政專員張裕、選舉委員會主席馮文莊法官、行政暨公職局朱偉幹局長及民政總
署管理委員會譚偉文副主席為第一擊活動主持開幕式

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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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9月份先後在北區、中區和 仔一連4次舉辦大型綜合

表演活動「全民出擊反賄選」，內容包括綜藝表演、攤

位遊戲、展覽等，廣泛地向市民宣傳廉潔選舉訊息。

「全民出擊反賄選」活動之第三擊在議事亭前地舉行 

的士車身廣告 

在市面多個地點放置的廉潔選舉宣傳橫額

巴士車身廣告 

五、廣告及宣傳：

1) 在電視台播放2套全新廣告，及更新2套原有廣告；

2) 在電台播放廉潔選舉的多款廣告；

3) 印製5款海報；

4) 在報章刊登專題文章和廣告；

5) 租用巴士車身、巴士車廂走燈廣告牌、全澳100部電

召的士車身廣告位作宣傳；

6) 在澳門多個地點懸掛大型的廉潔選舉廣告牌；

7) 獲多個公共部門協助，借出其公眾接待處電視或熒屏

播出廉潔選舉宣傳短片。

六、特別開通廉潔選舉網頁。

廉署在選舉日之頭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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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到電台，在直播節目中解答有關選舉的問題

七、製作16輯電台節目「廉潔選舉齊齊講」；派員

到電台「phone-in」節目介紹反賄選工作；在電

視台節目「諮詢奉告」解答有關選舉的問題。

八、在大廈內張貼反賄選宣傳海報。

九、舉辦「廉潔選舉大搜查」找對錯遊戲。

十、組織義工進行「廉潔選舉」民意調查：

廉政公署派出「廉潔義工隊」成員在本澳各區進

行問卷調查，收集居民對今屆立法會選舉及對廉

署廉潔選舉宣傳工作的意見，並向受訪者派發宣

傳單張和宣傳品。

是次問卷調查連續3個星期進行，範圍包括中區、

北區及離島等多個地點，其中，新登記選民人數

最多及已登記選民人數最多的北區是重點的調查

區份。問卷具體分為「街頭問卷調查」及「住戶

問卷調查」兩類，回收問卷近8,900份。

這次問卷調查的目的，在於收集居民對廉署選舉

宣傳活動的反應，以及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向

居民傳遞維護廉潔選舉的訊息。選舉過後亦會整

理所收集到的調查資料，作系統化分析。

辦公室主任何鈺珊主持「廉潔選舉大搜查」找對錯
遊戲抽獎儀式

組織義工進行的「廉潔選舉」民意調查

在大廈張貼的反賄選宣傳海報

廉署在選舉日之頭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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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主任何鈺珊參與2005立法會選舉宣傳活動
日開幕儀式

在「選舉宣傳活動日」的廉署
攤位

多款廉潔選舉宣傳品

十一、宣傳品：

1) 製作多款廉潔選舉宣傳品，包括印有反賄選舉報熱線

電話的貼紙、書籤、膠扇、原子筆、鎖匙扣、毛巾、

記事簿等。

2) 在學校的協助下，向全澳幼稚園、小學、中學學生派

發宣傳反賄選的紀念品，以有限的資源將反賄選的工

作做得更深入、更徹底，期望學生將反賄選宣傳品帶

回家，讓家長知道廉署的反賄選舉訊息。

3) 製作廉潔選舉宣傳歌曲 C D。

發布偵破的賄選案件

廉政公署更特別設立24小時「反賄選熱線」，呼籲市民對有關賄選的任何情況作出舉報，同時亦成立「反賄選

專案調查小組」，負責跟進選舉投訴，並主動搜集情報，發展情報網絡。在選舉期間，「反賄選熱線」共接獲543宗

有關選舉的投訴和諮詢，比上屆的117宗有大幅增加。廉署亦偵破了多宗涉嫌賄選和非法留置選民證的案件，立案

14宗，先後傳訊超過數百人，其中逾600人被列為嫌犯送司法機關偵辦。

在投票當日，廉政公署共接獲93宗有關選舉不規則的投訴，包括來自選舉委員會、候選人和市民，另接獲36宗關

於選舉事務的查詢，全日共約80人被帶返廉政公署協助調查。

至10月中截稿時止，檢察機關已完成兩宗涉及是次選舉的涉嫌賄選犯罪行為的檢控工作。檢察官認為，現有證據

客觀可信，證據的收集程序合法，足以證明各嫌犯的行為已嚴重侵犯了選舉的公平性，破壞了選舉秩序，犯罪行為符

合觸犯賄選罪的法定構成要件，故正式對總共36名嫌犯提出起訴，分別控以賄選罪和留置及提供選民證罪，當中包括

一名候選人。根據法律規定，嫌犯一經被定罪，最高可處5年徒刑。案件已移交法院審理。

立法會選舉已告一段落，期間廉政公署獲得了市民、傳媒、公共部門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協助。未來廉署將繼續以

虛心聆聽的態度，聽取各方的批評和建議，總結經驗，使將來的選舉倡廉工作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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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選舉大使箴言

為了爭取各階層人士支持廉潔選舉，廉政公署曾邀請8位澳門社會知名人士擔任「2005年廉潔選舉大使」，協

助推廣廉潔選舉的工作。除出席廉政公署所主辦的「全民出擊反賄選」戶外活動外，8位廉潔大使更分別在電台節

目「廉潔選舉齊齊講」中向聽眾作出呼籲，表達自己對廉潔選舉的一些見解。本刊現刊登有關呼籲的內容摘錄。

黎鴻昇
澳門天主教教區主教

我很希望，在立法會選舉裡，每一個人都積極出來投票，以及真真正正揀

選一個你們認為適合的、能夠為我們社會公益做事的候選人，你們便向他投

票，千萬不要因為某些其他威迫利誘，而去改變你們的選擇。

藉 今次機會，我將會寫一封信給教會內的兄弟姊妹，特別指出立法會選

舉與澳門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希望每一個人都會積極地參與選舉，都能按照

自己的良心去選出一個最好、能夠為市民大眾謀幸福的一位議員。

釋健釗
澳門佛教總會理事長

佛教對於選舉是非常支持的。

在佛教立場，一向都主張以平等心對待世間上所有事物。要令自己有平等

心，對貪 於世間種種物質引誘我們都要小心處理，因為我們的貪慾會令我們

犯罪，所以在不貪之中就可以令選舉更廉潔，更公平。

如果有人用不正當的方法來參與選舉，令選舉在一面倒的方式下，令很多

有抱負的人都不能出線，而所謂有影響力的人士或大集團卻一面倒的控制，這

樣社會就不能平衡發展，就會令普羅大眾缺乏了一個表達他們聲音的渠道。

藍欽文
澳門基督教宣道堂港澳區會牧師

我希望今次的立法會選舉，當然能夠是一個最廉潔、最公正、最公開的

選舉，這是我最大的期望，我亦希望我們的選民們，都能共同走向這個目

標。

如果在不公平和不廉潔的情況下選出議員，將會是澳門的悲哀，這可以

說是惡人當道，黑暗掌權，社會一定很混亂，這證明我們市民的良知亦出了

問題，道德敗壞。

劉羨冰
資深教育工作者

投票是公民的權利，亦是公民義務，責任神聖，更是自己獨立意志及個

人人格尊嚴的表達。大家認真、嚴肅地選賢與能，就能代表市民發揮民主、

立法、監督政府的作用，這不但是為個人負責，更是為家庭、為澳門、為全

社會負責。

如果選出來的議員並不是真心想為市民發揚民主或監督政府，而只為個

人利益，不惜賄賂選民以進入議會，此人一定會為自己謀取得更多利益，以

作為賄選補償，拿一千萬買票，當然想賺回幾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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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俊
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

參選的人不要賄賂，不要「出貓」；有投票權的人切勿收受利益，做到「頂

天立地，清清白白」。

全世界都在摸索最適合人類社會的廉潔選舉文化，目前尚未有一個很好的典

範。但「修合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只要大家憑良心，不要做遺臭萬年

的事情，廉潔之風自然而生。人有人格，人有靈魂，怎能收取別人利益違背自

己良心？人生於世，難道食少一餐，就過不了日子？

李向玉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要建立一個廉潔的選舉文化，保證選舉的質量，就應該進一步提高澳門市

民的公民意識、提高整體居民的教育水平。因為只有我們公民的整體素質和教

育水平提高，才能把選舉工作進行得更加順利。

整體來說，如果能同時抓好精神文明和經濟建設的話，我們的選舉不僅可

以順利進行，更能逐漸在澳門培養及創造出一個公正、透明、公開、廉潔的選

舉文化。

姚偉彬 
澳門大學校長

大家應該盡公民的義務，踴躍投票，因為只有市民高度參與，澳門發展民主

才有意義。

要培養廉潔選舉文化，除日常的公民教育工作以外，最重要的是在每次選舉

過程中，透過政府宣傳、公眾討論來增強大眾對廉潔選舉的認識，然後透過推

動公民直接參與廉潔選舉，親身感受廉潔選舉對民主社會長遠發展的意義。我相

信，市民對選舉應該廉潔的認知，會化成公民的行動，而且代代相傳。最終，按

照自己意願投票，不受利益左右去投票，自然成為我們公民意識的一部分。

許敖敖
澳門科技大學校長

澳門的發展正處在關鍵的時刻，現在上了一個台階，我們要更上一個台

階。我們必須要有真正的、廉潔的、能幹的人主導澳門未來政治、經濟的發

展。長遠來看，如果今次選舉出現不公正、不廉潔的情況，對澳門社會的遺害

很大，直接影響澳門未來幾年的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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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摘

I - 引言

經2月17日葡國第1/76號法律核准的《澳門組織章

程》於1976年生效，規定在澳門設立立法會。立法會

屬合議立法機關，由直選、間選以及由總督委任的議員

所組成 1。

於1976年及1980年的立法會直選中，選民主要來

自葡人社群，投票人數分別為2,846人及4,195人。自第

三屆立法會選舉開始，華裔居民逐漸多參與本地的政

治活動，令1984年的投票人數急升至28,970人，而在

1988年及1992年的選舉中，投票人數仍有20,049人及

28,520人。

到了1996年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投票人數竟達

至72,502人的紀錄，與1992年相比增加了154%。

然而，此增幅代表 什麼呢?是市民的公民意識提

高了而多參與本地的政治活動，還是如市民及本地傳媒

所猛烈抨擊，賄選舞弊十分猖獗，相當部分的選民抵擋

不了賄選者的金錢誘惑，而登記成為選民，並在選舉中

按特定意向投票呢?

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市民當然心 有數。但若

問1996年賄選舞弊的規模有多大，恐怕只有參與其中

的人才可真正知道。

於1996年的選舉前夕，公眾不斷要求徹查所有賄

選疑案，在獲悉選舉結果異常時，更感到十分羞愧和憤

怒。雖然選舉委員會曾將22宗涉嫌賄選個案轉介有關

當局，但最終無人被檢控。面對此情況，公眾從未如此

強烈要求設立一個專責預防及打擊賄選舞弊的機關。

賄選與選舉處罰制度

於1997年，通過了3月31日第2/97/M號法律，

除賦予前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簡稱 

“反貪公署”）更大的權力外，還將其監察範圍擴展至

選民登記及在立法會選舉中最主要的貪污及欺詐犯罪行

為類別 2。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簡稱“澳門特區”）成立的

同時，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9條的規定

設立了廉政公署。無論在組織架構方面，又或在職能方

面，廉政公署均承襲反貪公署。

於2000年，通過了新的《廉政公署組織法》，即

第10/2000號法律。該法律第3條第1款3項規定，針對

在因應澳門特區機關選舉而進行的選民登記及有關選舉

中作出的貪污行為及欺詐行為，廉政公署有權依刑事訴

訟法進行調查及偵查，但法律就該等行為賦予其他機構

的調查或偵查權力並不因此受影響。自此，廉政公署便

有權調查所有在因應澳門特區機關選舉而進行的選民登

記及有關選舉中作出的貪污行為及欺詐行為。

於2001年9月23日，澳門特區舉行了回歸後首次

立法會選舉 3。

一般認為2001年的立法會選舉相對公平、廉潔，

但廉政公署仍揭發了多宗涉及選民登記及選舉的違法行

為。

於2005年9月25日，舉行了澳門特區第三屆立法

會選舉 4，遺憾的是賄選、舞弊依然存在。廉政公署亦

揭發了多宗以金錢留置選民證或以其他方式買賣選票的

案件，涉案嫌犯超過600人。

＊ 澳門廉政公署顧問。
1. 澳門於1999年回歸後，該等議員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
2. 經3月31日第2/97/M號法律修改的9月10日第11/90/M號法律第3條第1款c項，賦予前反貪公署調查以下犯罪行為的權力：6月6日第10/88/M號法律《澳門選民登記法》第42條（在選民登記

時的賄賂）及第45條（選民證的留置），以及4月1日第4/91/M號法律《澳門立法會選舉制度》第160條（濫用職能）、第161條（對選民使用脅迫或欺詐手段）、第162條（有關職業上的
脅迫）及第163條（賄選）。

3. 澳門特區的第一屆立法會是由澳葡時期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過渡組成。
 於2001年9月23日舉行的澳門特區第二屆立法會選舉中，投票人數為83,644人。
4. 在是次選舉中，投票人數高達128,830人。

胡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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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急需研究有關選民登記及立法會選舉的處

罰制度，堵塞漏洞，以免賄選者有機可乘。

II – 現行制度

澳門特區立法會選舉制度主要是由第12/2000號法

律《澳門選民登記法》及第3/2001號法律通過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下稱“澳門選舉法”）

所組成。上述法規雖在澳門特區成立後通過，但與回歸

時才廢止的舊法相若。

在《澳門選民登記法》中，處罰制度載於第四

章 - 選民登記的不法行為（第34條至第48條），而在

《澳門選舉法》中，處罰制度則載於第十章 - 選舉的不

法行為，共三節組成：第一節 - 一般原則（第141條至

第143條）；第二節 - 刑事的不法行為（第144條至第

180條）及第三節 - 輕微違反（第181條至第198條）。

選民登記處罰制度的特定規則載於《澳門選民登

記法》第34條至第48條，但並不排除因觸犯刑法規定

的其他犯罪而適用其他更重的處罰。

《澳門選民登記法》第40條至第48條規定的罪狀

擬保護的法益乃選舉結果的客觀性。選民登記的舞弊實

質上是選舉舞弊的前奏，基於其特有的危險性，故提升

為獨立的犯罪行為 5。

至於《澳門選舉法》所規定的處罰制度，以下兩

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首先，選舉的刑事違法行為追訴時效期間過短，

自作出可處罰的事實起計經一年完成。訂定一個較短的

追訴時效期間以確保社會、政治穩定，確實是無可厚非

的，但追訴時效期間過短的問題也必須得到解決 6,7,8。

其次，立法者擬於第149條至第180條的條文中訂

定選舉中所有的特定罪狀，該等罪狀擬保護的法益為：

自由、和平及公正地進行選舉，作為一整體，當中還包

括核算工作（及核算結果的公佈）；選舉結果的真實性

及客觀性；選民在具體情況下作出決定的自由及選舉結

果的正確性；以及投票的保密 9。

為了進一步保護這些法益，應參考外地的制度，

尤其是香港及葡國，以完善澳門的現行法律制度。有關

這方面的內容，稍後將作介紹。

III – 與香港及葡國選舉處罰制度的比較

為完善澳門的選舉處罰制度，應對外地的相關制

度作出研究。

為此，我們選擇了香港和葡國作為研究對象，因

為澳門的法律體系源於葡國，而鄰埠則是維護社會廉潔

的一個成功典範，特別在維護選舉公正方面。

A. 香港的制度

香港的選舉處罰制度載於《香港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第554章） - Elections (Corrupt 

and Illegal Conduct) Ordinance (Cap. 554)，簡

稱“ECICO”。該條例適用於下列選舉：為選出行政

長官而舉行的選舉；為選出立法會議員而舉行的換屆選

舉；為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而舉行的補選；為選出選舉

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為填補選舉委

5. 見狄亞士（Jorge de Figueiredo Dias）編著的《科英布拉學派對刑法典的評論 – 分則》，第三冊，第336條“偽造選民登記”，第2段，第290頁起，科英布拉出版社。
6. 根據1997年11月27日香港上訴庭發出的裁判指引，任何人當被控以涉及選舉的嚴重罪行，必須立即被審訊，以確保香港選舉的廉潔及公正。
 另一方面，按照《澳門選舉法》第36條及逐後條文規定，就提交候選名單而提起及處理上訴的期間均是很短的，以確保選舉的順利進行。
7. 《澳門刑法典》第113條第3款（時效之中斷）規定：“在不計算中止之時間下，自追訴時效開始進行起，經過正常之時效期間另加該期間之二分之一時，時效必須完成；但基於有特別規

定，時效期間少於兩年者，時效之最高限度為該期間之兩倍。”
8. 儘管與葡國的規定相同，但澳門的賄選舉舞弊情況遠比葡國嚴重，尤其是買賣選票方面。
9. 見狄亞士（Jorge de Figueiredo Dias）編著的《科英布拉學派對刑法典的評論 – 分則》，第三冊，第338條（對投票站的擾亂），第2段，第297頁起，科英布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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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委員席位空缺而舉行的補選；為選出區議會民選議

員而舉行的一般選舉；為填補區議會議席空缺而舉行的

補選；為選出鄉議局議員而舉行的選舉；為選出鄉事委

員會主席、副主席或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舉行的選舉；為

選出鄉村的村代表而舉行的鄉村一般選舉；以及為選出

鄉村的村代表而舉行的鄉村補選 10。

《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由7部分組

成，其中第2部分及第3部分與本文所作的分析有較大

的關聯。

第2部（舞弊行為）由第6條起至第21條止，共

16條。

第6條規定了由第7條至第21條的舞弊行為 1 1的罰

則，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500,000.00及監禁7年。

經比較《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與

澳門相關制度中有關賄選、舞弊的規定，值得注意以下

數點：

《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7條（賄

賂候選人或準候選人的舞弊行為）規定，任何人作出以

下行為，即犯有選舉舞弊罪：提供或承諾提供利益予另

一人，作為該另一人在選舉中參選或不參選的回報；（

如該另一人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作為該另一人

撤回接受提名的回報；或（如該另一人已在選舉中獲提

名為候選人）作為該另一人不盡最大努力促使其本人當

選的回報；或作為該另一人令第三者在選舉中參選或不

參選的回報；或（如該第三者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

人）作為該另一人促使該第三者撤回接受提名的回報；

或（如該第三者已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作為該另

一人促使該第三者不盡最大努力當選的回報；又或索取

或接受上述承諾或利益。

澳門的制度未對上述情況作出規定，雖然《澳門

選舉法》第151條（對候選人的脅迫及欺詐手段）12規

定：“以暴力、脅迫、欺騙、欺詐手段、假消息或任何

其他不法方式壓迫或誘導任何人不參選或放棄參選者，

處最高三年徒刑。”但這 所指的“任何其他不法方

式”應配合標題作解釋，而且有關方式本身亦須為法律

所制裁。故此，“任何其他不法方式”應解釋為“針對

候選人的其他脅迫或欺詐方式”，這樣便不包括賄賂候

選人的舞弊行為，不論是行賄，又或是受賄，因為，賄

賂候選人的舞弊行為既不觸犯一般的法律規定，又不涉

及向候選人使用暴力、威脅或欺騙的手段。因此，香港

的相關規定值得澳門參照。

同時，《澳門選舉法》第151條也無規定透過使用

暴力、脅迫、欺詐手段、假消息或任何其他不法方式壓

迫或誘導另一人不盡最大努力當選的情況。

有關賄賂選民方面，《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11條（在選舉中賄賂選民或其他人的舞

弊行為）亦就提供利益予選民，以促使其在選舉中投票

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又或提供利益予另

一人，作為該另一人促使第三者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

予某個或某些候選人等情況作出規定。然而，澳門的制

度仍未將第二種情況定為犯罪。

對澳門的制度而言，《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第12條（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茶點或娛樂

的舞弊行為）亦是一項革新的規定，明示禁止在選舉中

向他人提供食物、飲料或娛樂 13，但在選舉聚會中提供

不含酒精飲料者除外 14；選舉聚會是指任何為促使或阻

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舉行的聚會。任何人提

10. 《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4條。
11. 這 所指的舞弊行為，除本義的行賄、受賄外，尚包括其他的欺詐行為。
12. 此條文與《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8條（對候選人或準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候選人或準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的舞弊行為）及第9條（作出某些關乎候

選人或準候選人的欺騙性行為的舞弊行為）的規定部分相同。
13. 在澳門立法會的競選活動中，候選人的支持者向選民提供飲宴、膳食或旅遊的情況十分普遍，嚴重影響立法會選舉的公平性。
14. 此規範未能完全解決在選舉中提供食物、飲料及娛樂的問題。例如：香港立法會的候選人甲在參選期間出席一個其所屬社團舉辦的會慶免費晚宴；晚宴上，社團領導刻意對甲為社團作出的

貢獻予以高度讚揚，但期間沒有提及甲參加立法會選舉，亦沒有抨擊其他候選人，因此，並不能將此集會定性為甲宣傳其參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的聚會，上述行為便不受刑事處罰，儘
管在聚會中的確對甲作出了個人宣傳（甲是以社團成員身份而非候選人身份出席）。為了進一步確保選舉的公正性，是否需要限制候選人行使結社權的能力呢?對於此問題，可進行更深入
的研究，以平衡各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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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或接受上述利益，即犯有選舉舞弊罪。

《香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3部，由

第22條起至第28條止，共7條，規範了選舉中的非法行

為。

第22條規定了選舉非法行為的罰則，最高刑罰為

罰款港幣$200,000.00及監禁3年。隨後的條文則訂定了

各種選舉非法行為的罪狀。

第23條規定，非候選人或非選舉開支代理人招致

選舉開支的非法行為（只有候選人、獲同一組別其他候

選人授權並且在授權書所指明限額內招致選舉開支的候

選人、以及在授權書所指明限額內招致選舉開支的選舉

開支代理人，方有權招致選舉開支）。

上述措施可在以下兩方面產生預防賄選、舞弊的

作用：1.避免候選人暗地 委託他人或社團招致選舉開

支以規避法定上限，並且明確規定不當招致選舉開支的

責任；2.避免不誠實的候選人指使他人以競選對手名義

招致選舉開支，損害其利益，例如令其選舉開支超出上

限。

第24條規定，候選人招致超過選舉最高限額的開

支，亦屬犯罪，以配合第23條的規定；此外，法律又

明文規定，如候選人無過錯，選舉開支乃未經其同意而

作出，又或選舉開支超過第23條所指授權書中指明的

限額，則候選人可免負刑責。

這樣，候選人及其選舉開支代理人之間的責任得

以平衡。

B. 葡國的制度

葡國的選舉處罰制度主要載於以下法規：《葡國

選民登記法》（經1月8日第3/2002號法律修改的3月

22日第13/99號法律）、《共和國議會選舉法》（5月

16日第14/79號法律）及《葡國刑法典》。

在《葡國選民登記法》中，選舉處罰制度載於第

二章 - 刑事不法行為 （第79條至第94條）及第三章 - 僅

涉及社會秩序的不法行為 （第95條至第97條）。

有關選民登記的犯罪，主要是由《葡國選民登記

法》第83條至第94條所規定。

與此同時，《葡國刑法典》第336條（偽造選民登

記）及第337條（阻礙選民作出登記）亦對一些有關選

民登記的犯罪作出規定。

另一方面，《共和國議會選舉法》所規定的選舉

處罰制度載於該法第六編，由第121條起至第168條

止。

第121條至第127條規定了一般原則。值得注意

的是，第123條（犯罪未遂及實行未遂的處罰）規

定：“犯罪未遂及實行未遂的處罰與犯罪既遂相同。”

選舉違法行為則載於《共和國議會選舉法》第

128條至第168條。

此外，《葡國刑法典》也有多條條文補足了《共

和國議會選舉法》的處罰制度，包括：第338條（對投

票站的擾亂）、第339條（選舉中的欺詐）、第340條

（脅迫選民）、第341條（對選民的欺詐及賄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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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摘

第342條（違反投票保密）。

上述條文其中的一個特點是在訂定罪狀時會預留

一項開放式條款，例如第339條第1款a項所指的“或以

任何形式作出行為，以產生虛假的核算結果”；又或採

用一些概括性用語，以避免遺漏一些同類或類似而刑法

應予以規管的情況，例如第339條第1款b項的“偽造投

票結果的核算、公佈或官方紀錄”、第340條的“壓迫

選民投票、妨礙選民投票或迫使選民按某意向投票”、

第341條1款a項的“透過欺詐手段，促使選民投票、妨

礙選民投票、或促使選民按某意向投票”，以及同一款

b項的“買賣選票”。

上段加上底線的詞句與澳門所採用的不同，故應

作適當的解釋，以闡明葡國立法者的意圖。“偽造投票

結果的核算”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實施，例如故意錯誤唱

票或點算選票、將選票調包或將有效票弄成廢票等。

“壓迫選民投票”及“促使選民投票”是指脅迫

或促使某已決定不投票的人投票（不論其最終的投票意

向）；而“妨礙投票”是指阻止選民投票，即脅迫某已

決定投票的選民不投票 15。

“ 迫 使 按 某 意 向 投 票 ” 及 “ 促 使 按 某 意 向 投

票”是指脅迫或促使某已決定投票的人改變投票意

向 16,17。

“買賣選票”並不要求交易的客體必須是選民

投票的積極行為，即按某意向投票，而事實上，該規

範還適用於不投票或不按某意向投票等情況。另一方

面，我們亦不應將有關交易與合同（這 所指的當然

是不法合同）相比較，因為任何合同均需各方的合意

才能達成 18。

在《澳門選舉法》中，賄選的規定載於第167條。

然而，在該條文中卻採用了“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名

單”的表述方式，從而限制了其適用範圍，尤其是當買

票的活動是為一些僅有意參選的人士而進行，彼等最終

是否參選，則視乎能買得多少選票而定。因此，較可取

的做法是採納葡國法律所使用的“買賣選票”的表述方

式，而“買賣選票的標的”就是按某意向投票、不投

票，又或是不按某意向投票；更簡單的做法是把所有在

澳門的選舉欺詐、賄選及脅迫的法律規定中“予某候選

名單”的表述方式全以“按某意向”一詞取代。

IV. 結論

經對澳門和外地的選舉處罰制度作出簡單的比較

分析後，明顯是各有長短。目前，我們應該做的是總結

過往的經驗及參考外地的長處，以便適時完善澳門的選

舉處罰制度。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完善選舉處罰制度只能治

標，不能治本，更重要的是提高社會整體的公民意識。

因此，為糾正賄選者及受賄選民的錯誤思想，長期的公

民教育計劃必不可少。若存在 買賣選票的行為，那是

因為賄選者認為在“市場上”願意賣票的選民的數目足

以令他穩操勝券。因此，除向有意參選的人士進行宣傳

教育外，亦須加強市民的公民意識，尤其是對那些易受

賄賂的選民進行教育，使彼等能抵擋行賄者形形色色的

利誘。若在“市場上”可被賄賂的選民數目不再足以影

響任何選舉的結果，買賣選票的問題便可根除。我們相

信這絕非不可能的事！

15. 見狄亞士（Jorge de Figueiredo Dias）編著的《科英布拉學派對刑法典的評論 – 分則》，第三冊，第340條（脅迫選民），第5段，第305頁，科英布拉出版社。
16. 參閱註腳15。
17. 若消極主體的行為，即受脅迫者的行為（作為、不作為或容忍某特定行為），乃其本人自由決定作出的或因響應他人的呼籲（例如警方、親友）而作出的，並非脅迫的直接後果或結果，即

非因害怕出現恐嚇所含惡害而引致的（當消極主體決定不依從脅迫者對其在行為上的要求，便屬此情況），儘管湊巧地與脅迫者擬強加在其身上的行為一致，不屬犯罪既遂，僅屬犯罪未遂
而已。（參閱狄亞士（Jorge de Figueiredo Dias）編著的《科英布拉學派對刑法典的評論 – 分則》，第一冊，第154條（脅迫），第19段，第358及359頁，科英布拉出版社）。

18. 見狄亞士（Jorge de Figueiredo Dias）編著的《科英布拉學派對刑法典的評論 – 分則》，第三冊，第341條（對選民的欺詐及賄賂），第6段，第310頁，科英布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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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動態

廉政專員出席於北京舉行的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 (09/2005)
葡萄牙申訴專員公署顧問來訪 (09/2005)

廉政專員張裕向來訪之不丹審計長致送紀念品 (09/2005)

最高人民檢察院代表團來訪 (09/2005)

香港記者協會來訪 (09/2005)

廉署派員在「公務人員基本培訓課程」中主講
「廉潔奉公」講座 (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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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操守Q&A

廉政公署早前所舉辦之『持廉守正 端行亮節』講解會（第一階段），與會者在會上紛就公務人員多方面問題提問，

今期續刊載有關「迴避」的問題，供讀者參考。

『持廉守正 端行亮節』講解會問題彙集 (第二輯)

迴避
1. 部門公開招聘人員，往往報考人眾多，有否親人報考還可知道，但有無好友報名則未必知道，如何迴

避？  

 參與招聘程序的公務人員一經知悉好友報考，便應向上級提出“自行迴避”，因為這情況可令人有理由

懷疑公務人員的正直無私。然而，即使出現“必須迴避”的情節，法例亦容許相關公務人員參與僅涉及

單純事務處理的工作，例如負責接收報考文件或檢閱報考人所遞交的文件是否齊備等工作的人員，仍可

繼續執行相關工作。

2. 部門進行開考，在原部門以合同方式工作的員工踴躍報考，典試委員會成員發現有下屬報考，須否提出

迴避？

 單純上下級關係不屬須予迴避情節，但為免外界質疑可能存有偏袒情況及使程序得以順利進行，部門委

任典試委員及候補委員時應作出相應安排，例如委派不同附屬單位的人員出任，以便當出現某典試委員

基於工作關係與個別考生特別相熟或嚴重交惡不宜參與典試工作時，有關工作仍可繼續進行。

3. 在為入職或升職而舉辦的短期培訓中，如導師與學員間存在親友關係，須否迴避？ 

 單純傳授知識無須迴避，但如涉及對學員的評核（如擬訂考試題目、監考、批改考卷等），便容易令人

質疑導師的公正無私，應向上級提出迴避。

4. 公務人員被委任為掌管招標工作的主管，但他的家人開設了工程公司（又或在被委任後家人才開設工程

公司），應如何處理？如讓他繼續任職，是否屬不當委任？ 

 原則上，家人開設公司並不影響公務人員的工作，但須注意的是，如公務人員預見家人所開設公司的業

務範圍涵蓋部門經常向外判給的項目，日後免不了會直接或間接地與部門有業務往來，便應向上級報

告，以便上級決定是否適宜讓其擔任有關工作。尚應注意的是，在任何情況下，掌管招標的公務人員，

如發現自己家人開設的公司有份投標，均應向上級提出迴避。

5. 部門一名人員是藝術社團的骨幹份子，可否委派該人員負責跟進或監督部門與其社團合辦的活動？如須

透過採購程序揀選參演團體，評審工作可否由上述人員負責？

 為免外界質疑有關人員會偏袒其所屬社團，部門不宜委派該名人員負責相關工作或參與評審。

6. 公務人員被指派為採購程序的選標委員，但其不知道姨仔開設公司並有份投標，這情況下，如何能作出

必須迴避？

 上指人員一經知悉上述必須迴避的情節，應立即告知上級。由於處於必須迴避狀況的人員所作的行為依

法可按一般規定予以撤銷，因此，為免出現因撤銷而帶來的種種不便及障礙（例如某些行為失去效力及

一些程序須重新進行），部門宜透過建立一些如供應商資料庫的機制，方便掌握相關負責人或股東的資

料，日後如有需要時便可作出適當的人手調配。（詳見本署出版的《公務採購程序指引》）。

7. 執法人員曾對某市民作出檢控，有關個案已移送法院，待決期間，該人員發現同一市民再次違法而有必

要對其作出檢控，這情況是否屬因“打官司”而必須迴避？

 公務人員依法執法為其份內職責，即使個案已移送法院處理，亦不屬迴避制度所規定的基於私人恩怨所

產生的敵對關係（訴訟或嚴重交惡的情況），故無須作出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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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故事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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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台

「透明國際」發表2005年
全球清廉指數

「透明國際」於10月18日發表了2005年全球清

廉指數，世界上5個最廉潔的國家是冰島、芬蘭、新西

蘭、丹麥和新加坡；而5個最腐敗國家是乍得、孟加

拉、土庫曼斯坦、緬甸和海地。

以德國柏林為基地的「透明國際」指出，在清單

上的159個國家和地區有逾三分之二在10分中得分少

於5分，表明了貪污的嚴重程度，亞洲的孟加拉和非洲

的乍得位居開列的159國和地區年度貪污水平清單最

嚴重的部分，同樣只得1.7分。至於另一端即最清廉的

國家冰島，則有9.7分，而芬蘭和紐西蘭則以9.6分同

列第2位。

在亞洲各國中，僅得新加坡晉身前10位(以9.4分

排第5)，而香港則排行亞洲的第2位，以8.3分在總排

名榜上名列第15，較去年微升一位，比亞洲第3位的

日本高出6位。台灣亦由2004年的35位上升至32位，

中國名列78位。

這個全球監察組織「透明國際」主席艾根說，官

員的貪污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惡化。他說：“貪污與

貧窮互為因果，使人們陷入苦難的深淵，使民眾陷入

苦難的循環中。若援助真正能幫助人民脫貧，必須有

力地對付貪污。”

該組織在年度報告書中還表示，在接受調查的159個國家和地區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公共部門都存在嚴重的腐敗行為，

破壞了消除貧困的努力。報告還說，那些被認為腐敗嚴重的國家，海外投資就比較少。腐敗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

消除貧困的主要障礙之一。愈貧窮的地方，貪污問題愈嚴重，故貧窮國家需要推行改革。



19

怡情集

(本版由澳門楹聯學會供稿)

物謎競猜 (葉添)

頂撐綠傘迎秋風，身住水底泥濘中。
粗壯有節求清白，孔洞雖多無蛀蟲。
(猜一種植物)

（一）

生來正直能服眾，辦事公平守信用。
多是多，少是少，半點私心都不容。
(猜一種用具)

（二）

（一）謎底：藕       （二）謎底：秤

倡廉雋語

臨官莫如平，
臨財莫如廉。
簡釋：對於做官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公平；對於理財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廉潔。

語出 漢．劉向 《說苑．政理》。

蘭
在
幽
林
亦
自
香

唐
．
劉
禹
錫

簡釋：比喻有高尚情操的人，即使處於無其他人看見

的地方，仍然自覺地保持良好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