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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局代副局長張涵
法務局法制研究處高級技術員Nuno Fernando Correia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Neves Pereira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高級技術員馮銘恩

結束時間：下午六時五十分

行政公職局局長高炳坤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張少雄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行政公職局副局長馮若儀
行政公職局副局長曹錦俊
行政公職局公務人員培訓中心主任陳玉玲

主席：賀一誠

行政公職局公務人員規劃及招聘廳廳長曾慶彬
副主席：林香生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
警察總局局長辦公室協調員趙汝民

第一秘書：崔世昌

警察總局顧問吳麗珍
法務局法律翻譯廳廳長吳志強

第二秘書：高開賢

海關關長黃有力
海關助理關長吳國慶

出席議員：賀一誠、林香生、崔世昌、高開賢、馮志強、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António Carlos Dias de Jesus

關翠杏、歐安利、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

Pedro

陳澤武、鄭志強、區錦新、黃顯輝、高天賜、

海關顧問黃志強

崔世平、梁安琪、劉永誠、麥瑞權、蕭志偉、
何潤生、陳美儀、唐曉晴、梁榮仔、陳亦立、
陳

虹、鄭安庭、施家倫、李靜儀、黃潔貞、

宋碧琪。

議程：一、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刑法典〉》法案；
二、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第 14/2009 號法
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法案；
三 、 引 介 、 一 般 性 討 論 及 表 決 《 修 改 第 1/2001 號 法

缺席議員：陳明金、馬志成。

律〈澳門特別行政區警察總局〉及第 9/2002 號法
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法案；

列席者：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
法務局局長劉德學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沈振耀

四、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監管攜帶現金和無記名
可轉讓票據出入境》法案；
五、討論及表決關於吳國昌議員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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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提交的要求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召開全體會議

少。這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批評變相支持居民購買大排

的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

量的豪華汽車，這本身就不環保。

六、討論及表決關於宋碧琪議員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
日提交的要求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召開全體會議
的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

簡要：宋碧琪議員、施家倫議員、梁安琪議員、蕭志偉議
員、麥瑞權議員、鄭安庭議員、李靜儀議員、關翠杏議
員、陳美儀議員、何潤生議員、黃潔貞議員、高天賜議

優惠政策，僅以不同重量汽車的耗油量為標準，這只能說
明在同重量的前提下相對環保，而非絕對環保。香港已於 2015
年 3 月 31 日起全面取消相關政策，澳門實行 4 年多，原本出於
好意，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當局對環保車的定義，標準是否
過時，政府不斷出招控車，環保車稅務優惠政策，是否藉此鼓
勵居民多購車代步，當局有必要適時檢討。

員、梁榮仔議員、劉永誠議員、吳國昌議員、區錦新議
員 、 陳 虹 議 員 、 徐 偉 坤 議 員 作 了 議 程 前 發 言 。《 修
改〈刑法典〉》法案、《修改第 14/2009 號法律〈公務人
員職程制度〉
》法案、《修改第 1/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
行政區警察總局〉及第 9/2002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

就通過加稅，各種費用加價等行政手段控車，本人回想起
前特首多年前在回答議員提問時講過，年輕人踏入社會工
作，一時買不起樓，先買架車，重稅，可能令他們的小小夢想
都難以實現。一系列的控車辣招，難免引起一部分居民的不
滿。

內部保安綱要法〉》法案及《監管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
轉讓票據出入境》法案均獲得一般性通過。關於吳國昌

縮短驗車年期，當然也是控車的手段之一。當今汽車科技

議員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提交的要求專為辯論公共

不斷進步，2014 年，內地放寬新車首 6 年免檢。2010 年，台灣

利益問題召開全體會議的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不獲通

基於車輛發動機技術提高、排放下降，也延長車輛檢驗年

過。關於宋碧琪議員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提交的要

限。目前，澳門縮短後的 8 年驗車期，雖然仍然長過一些國家

求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召開全體會議的全體會議簡單

或地區，但不等於居民完全認同持續一路縮短。

議決案獲得通過。
停車位貴，各種用車成本大幅加價，不少居民埋怨，養一
會議內容：

架車貴過租個床位。如果好似香港等城市，出門有地鐵、輕
軌，公交不會好似逼沙甸魚，不買車、賣了車，會慳番好

主席：各位議員：

多。但澳門的現實是，地鐵只是夢。輕軌 10 幾年，澳門半島影
都冇，巴士逼到爆，上下班飛站，等車等到無人生自由和尊

現在開會。

嚴。
澳門的機動車輛密度之高，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城市道

今日有十八位議員報了議程前發言。現在請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

路、停車場的增長空間，遠追不上車輛的增長速度。因此，政
府出招控車無可厚非。但是，古往今來，治亂世用重典，無論
是刑罰又者是治理社會問題，各種批評與反思，以及忽略社會

交通問題日益嚴峻，已成為居民最為關心的話題之一。政
府有見及此，推行環保優惠，加稅、加價，縮短驗車年期等多

結構問題的弊端，應該引以為鑑。公交未能優先，不斷出辣招
控車，最受傷的還是居民。

項措施，目的是增加用車成本，加快淘汰舊車，鼓勵居民節約
環保，公交出行，達到控車的目的。
澳門的交通問題，政府有識之士，並不是今天才看到，早
在 2012 年 4 月就開始實行環保車稅務優惠政策：符合環保標準
的，豁免 50%首次登記稅，最高減免 6 萬元。以當今汽車製造

多謝。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的科技以及車廠的環保意識，絕大多數的歐洲、日本大排量豪

氹仔中央公園造價超過四億四千萬。自 2012 年啓用以

華汽車，均能夠滿足當局的要求，因此，貴價的豪華車往往都

來，園內不少設施出現老化、故障、殘缺等問題，雖然當局進

可以滿額減稅，相反，經濟型、小排量的汽車，相對免稅卻較

行過多次修補工程，但是問題依舊存在。近日，當局決定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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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萬，改善公園兒童休憩區環境及設施，再次引發社會的關

療事故法》涉及醫患雙方，醫院、保險、委員會等等。這一系

注。市民擔憂的不止是公帑開支的問題，更加關心的是公共建

列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和執行，是今年對特區政府執政能力提

設質量問題，甚至是整個工務範疇的缺陷。

出的第一份考核清單。本人建議，特區政府的執政團隊必須更
協力、更協調做好以下一系列的工作。

事實上，近年本澳公共工程超支、超時的情況，屢見不
鮮，完工後又不時出現各種甩漏問題，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及公

首先，做好相關法律實施後的軟硬件配套，避免因為配套

帑開展修補工作。當中，公屋可說是工程質量問題的重災

不足而造成法律實施成效大打折扣，例如涉及的執法部門要有

區。例如，居雅大廈出現漏水，業興大廈出現天花牆灰剝

足夠人力資源配合執行，而執法人員亦需要清晰法律的要求和

落，青怡大廈出現水浸，而湖畔大廈則出現爆磚及地下停車場

規定，以便對執法時產生的各種預想不到的情景能夠合法、合

地裂。

理和高效地拆解，也就是做好事前對執法人員的培訓和事後的
各種評估和總結，以便吸收經驗，不斷地完善法律的執行，從

質量問題全面開花，無人需要問責。對此問題，政府的解
讀是，人手不足，無法實施嚴密的監控，無法確保公共工程質

而可鞏固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量。正如司長所講，咁多工程要跟，唔出問題我先覺得奇。但

其次，有規劃、有秩序和有目標地做好各項新法律生效前

是，人手不足，是公共工程質量差的主要原因嗎？為甚麼公共

後的教育工作，使受影響的團體、機構和個人等清楚明白法律

工程總會差人一等、慢人一拍？如果連政府官員都認為這是理
所當然的事情，又怎麼可能做好質量監督工作，改變這種不合
理的情況？
人手不足不能成為公共工程質量問題的擋箭牌。官員的施
政理念、公共工程競投和監管機制，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社
會質疑，為何政府不盡快建立補償性違約金制度，提高承建商
的違約責任？為何工程延誤，監理公司不用負責任，反而可以
增加服務費用？面對這些有違常理的情況，政府是不是應該有

生效後對其自身權益和行為的影響，使他們能夠有所因應和準
備，在各個方面作出調整以便配合法律的生效，避免出現混亂
和擾民的情況。
第三，除了採用傳統的電視、電台和報章等進行新法生效
前後的宣傳工作外，建議利用各種新媒體，例如網絡展開更廣
泛及更針對性的宣傳工作，使各階層市民更深入和全面地掌握
新法律生效後必須如何調整自身的行為，避免因資訊不足而出
現未能配合規定所引起的違法行為。

所作為呢？
故此，除了立法過程需要細緻和嚴緊外，完成立法程序之
期望當局能夠深入檢討，改變不正確的觀念，正視問

後，法律法規正式生效前要考慮完善籌劃及推行配套工作，生

題，解決問題，完善公共工程競投和監管制度，糾正習以為常
的、不合理的工程亂象，做好公共工程的守門員。

效後亦必須要做到配套周全、宣傳到位、準備充分、執行清晰
和有力。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序執法；執法必

多謝。

嚴、違法必究的穩健施政。

主席：梁安琪議員。

多謝。

梁安琪：多謝主席。

主席：蕭志偉議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接見上京述職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蕭志偉：多謝主席。

時，叮囑特區政府要“迎難而上、穩健施政”。本人認
各位同事：

為，“穩健施政”是特區政府今年首要的重心工作。事實
上，踏入 2017 年，多項法律法規將陸續生效，包括上月通過
的《禁毒法》修訂案，2016 通過的《醫療事故法》，關於公務

今日發言的主題是：適時檢討政策成效，切實優化區域合
作。

員的《調整房屋津貼的金額》法案等。此外，今年中亦將生
效《核准輕型及重型摩托車駕駛員及乘客防護頭盔的型號》行

澳門單牌車進出橫琴的政策由 2009 年國務院公佈的《橫琴

政法規及新的車輛規格、檢驗及駕駛資格規定。這些法律法規

總體發展規劃》中提出，後來又作為《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裏

涉及多方面，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群眾及不同專業。例如《醫

的一項交通政策，經過多年醞釀，最終拍案落實，於去年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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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事：

策，更是深化珠澳口岸的突破性舉措。但措施推出後，由於初
期申請門檻較高，與大眾期望存有較大落差。
回顧 2014 年 12 月 20 日橫琴口岸開始實行 24 小時通
關，至今已有兩年，但口岸的使用情況仍不理想，對減低拱北
口岸、關閘的通關壓力，分流旅客的作用、成效並不大。
縱觀上述兩項政策本身對促進粵澳經濟發展、便利珠澳兩
地的往來與交流等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吸取以上政策的經
驗，政策在落實的時候需要得到市民的認同和支持才能更具成

下午好。
我今日的題目是：民生無小事，官員領導千祈唔好“大雞
唔食細米”。
在雞年即將到來之際，首先恭祝大家：新年大吉大利、身
體健康。
市民希望雞年特區政府能夠持續提高生活素質和持續提升
管治水平，千萬唔好再有“大雞唔食細米”的現象。

效，因此，在區域合作制定相關政策時有以下幾點建議：
所謂“民生無小事”，凡事都應該由自身做起。例如環
一，政策需要更細化，訊息應該更透明。
當所有居民都滿懷期待單牌車政策落地的時候，迎來的卻
是事事設限，讓市民一時難以接受。澳門單牌車入橫琴，作為
一個創新政策，本身就存在執行和管理的難度，需要透過踐行
摸索出合適的運作方式。應該事前透露更多清晰的訊息給社
會，譬如政策將會分階段性推行等，否則，政策本身就會出現
好多負面的結果。反過來說，透過政策的優化，更可以得到居
民對政策的支持，制定出真正利民的政策及推動政策的穩步執
行，才能鼓勵居民參與區域合作。

保，近期聽到市民和公務員反映，運輸工務司轄下各部門近來
在回覆市民的個案及訴求信函內容特別簡潔、清晰、明瞭，並
且已通告轄下各個部門外出開同一會議時，如果是同一區的部
門官員最好就坐一輛車前往，減少公務車輛的使用，帶頭節能
減排。又例如在派送信函方面，如工務局有需要送信到司長辦
公室，則會協調附近的其他部門，例如環保局和交通局，由一
個部門統一收集信函後才送去司長辦公室，而不是各部門各自
派人送信。咁樣既從自己開始帶頭推行環保，又合乎特區政府
一直以來推行“精兵簡政”的施政理念，是個好的榜樣。但反
觀其他四個司其他部門，請問有多少個部門可以做到呢？市民

二，追蹤和檢討政策的成效，及時進行調整。

都好想知道。

任何政策的試行都可能產生積極或消極的情況。澳門單牌

雖然特區政府過去一直強調“精兵簡政”的重點是提高服

車入橫琴需要循序漸進的推進，更需要適時檢討成效，不斷對

務質素和施政效率，但根據政府財政年度預算資料顯示，政府

政策進行更新、優化，才能最終推演出符合現狀及未來發展的

在人員開支方面卻續年上升，由 2010 年 92 億上升至 2017 年的

政策。區域合作政策的成效不理想時，面對的難度更大，需要

預算為 208 億。市民話人員開支增加卻感受不到“精兵簡

兩地共同協商，另謀發展路徑，從而保持政策的活力。

政”帶來的成效。換句說話講就是政府依然未能“接地
氣”，基層市民的訴求還未得以正視，質疑“精兵簡政”的真

三，政府更應主動積極參與，共謀區域合作的發展戰略。
粵澳合作不僅可以為兩地經貿發展創造更多機遇，同時有
利於提升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和空間。當為區域合作制定相關
政策時，會面對各種挑戰，政府應該以創新思維，同時需要堅
持理念和積極有為，切實反映居民的訴求，主動反饋意見，爭
取得到中央政府支持，並利用好區域合作機制，共謀兩地發展
大計，為澳門社會真正帶來機會和實際效益。
多謝。

正意義到底在哪些方面能夠體現。
根據從 CCTV 的抗日戰爭記錄片《太行山上》和相關歷史
資料指出：為解決“魚大水小”的矛盾……鄧小平和劉伯
承、楊秀峰雷厲風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把精兵簡政作
為晉冀魯豫邊區 1942 年度的中心任務之一。而記錄片中亦強
調：精兵，就是減少機關中不必要的事務人員，減少部隊的機
關、單位，整理、調整地方的機關……簡政，例如：送文
件，一個人送一份文件，叫正常，三個人送一份文件，叫複
雜、浪費，如果一個人送三份文件，叫效率，這就是簡政。

主席：麥瑞權議員。
上述精兵簡政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好人員的質素和能力，繼
麥瑞權：多謝主席。

而縮減職能重疊的行政程序，盡量將人手分配至人資緊缺的部

N.º V-105 — 4-1-2017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 Série

5

門，達到人力資源的最大化利用。但現實中有不少官員只是將

型，不少工業用地需要配合發展改變用途，而更改土地用途需

其誤解為縮減人員或凍結人手，這是否會對社會的發展造成無

要耗費較長時間重新規劃、入則、審批。加之政府陸續出台的

形的障礙和制約發展的機遇？政府對此有否清晰的認知？

城市規劃，環評，申報世遺及宜居政策，土地利用亦要配合以
上政策做出協調、評估、更改。也就是說，政府部門客觀上一

社會期望在新的一年，“精兵簡政”不應只是一個司或一

次又一次地拖慢了土地發展的速度導致土地不能如期完成利

個部門的努力目標，而是應將上述真正的“精兵簡政”全面展

用。而並非承批人的過失導致，不能歸責於承批人。但即使存

開，致使整個政府隊伍的能力和素質隨之提高，做到“加強戰

在這種不可歸責的因素，政府仍要一刀切收地，令三千多海一

鬥力，以兵皆能戰”，逐步完善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最後都

居小業主無辜受到牽連，失去家園，令居者不能有其屋，民怨

係個句：民生無小事，各位領導官員不要“大雞唔食細

積累，進而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米”，咁我地啲小市民就可以過一個真正快樂的新年喇。
因此，本人再次促請政府盡快成立跨部門小組，聯合著手
多謝。

調查新《土地法》的立法原意，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

主席：鄭安庭議員。

多謝主席。

鄭安庭：多謝主席。

主席：李靜儀議員。

各位同事：

李靜儀：多謝主席。

新年好。

政府每年都要動用大筆公帑租用私人物業作辦公大樓或服
務點、供居民使用的公共設施、貨倉或車位，由於開支極為龐

海一居發展用地臨時利用期屆滿，政府表示要按照新《土
地法》將土地收回，令三千多海一居小業主的家園瞬間人間蒸
發，讓他們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經濟損失。
然而，在小業主處於水深火熱之時，卻有聲音指出，支持
政府按照新《土地法》收地。認為 25 年前土地批給之時，政府
是濫用職權賤價批地，是貪腐，是利益輸送，是官商勾結。本
人不能認同這種有罪推論。物價都會有通脹，無可能以現時的

大且不斷增加，近年社會強烈要求當局要減少租用大樓的支
出。為此，當局除了要適當規劃興建政府大樓供部門辦公之
外，亦有必要全面檢視目前租用物業的必要性，並善用政府屬
下物業或公共設施的空間，避免公帑和資源的浪費。
亞馬喇地下停車場就是空間浪費的一個典型例子。亞馬喇
地下一層原規劃作商業用途及小型電單車停車場，多年前因應
社會對電單車泊位的需求急切，加上當時的地下商場生意淡薄

土地價格標準為 25 年前的土地標價。就好比高士德的車位，時

難以經營，當局於是將商業空間全部改為電單車泊位。但其後

光倒流至 25 年前，5 萬元買返嚟嘅車位，現在可以買到 300

一直以原有電單車停車場仍未爆滿為由，從未將改建後逾千個

萬，一翻翻咗 60 倍，難道呢個情況都屬於官商勾結嗎？

泊位的電單車停車場區域開放給公眾使用。該停車場改建完成

另外，某些言論認為，土地批給後的 25 年内，承批人無法

至今逾七年仍一直空置，當局亦沒有落實其他用途，實在是資
源的極大浪費。

完成發展土地，是承批人有意為之，是為了霸地炒賣。本人認
為，在未釐清事情前因後果之前，對承批人的這種指責有欠公
平。

本人曾建議當局須善用亞馬喇圓形地的地下層空間，二○
一六年一月獲交通事務局回覆指該局就電單車泊車區改造為輕

回望過往政府網頁及各大新聞報紙上的歷史事實，許多土
地在 25 年的臨時發展期内，政府並未有足夠的時間給承批人發
展。因自本澳開埠以來，經歷了數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地少人
多之時，需要以開山填海方式增加土地利用，比如黑沙環、新

型車輛泊車位的可行性進行研究，但因受到出入口轉向及內部
結構客觀環境所限，暫不具備條件故維持現有的佈局。對於亞
馬喇地下層空間的閒置情況，坊間多年來提出了一些善用的建
議，但當局基於各種理由而沒有接納，但與此同時，當局卻並
無透露會否改作其他用途，有關停車場就繼續閒置。

口岸等就是由政府批給，承批人投資填海造地開發的。據過往
經驗，大型填海工程要 3 至 10 年不等，而石排灣區的開山爆石

應使則使，物盡其用，是公共財政管理的準則和要求。本

工程更是歷時近 20 年。同時，回歸前後，由於本澳經濟轉

人再次促請當局積極研究和盡快善用亞馬喇地下一層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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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更有必要充分發掘和利用目前政府屬下物業或空置的公共

特區政府在 12 月 31 日刊登批示，以新的《交通事務局費

空間，以供政府部門使用、商業運作、居民活動以至解決泊車

用及價金表》取替原來的價金表，並迅即於翌日生效，大幅調

空間不足等問題，以確保公共資源的善用。

整了包括牌照收費、車輛檢驗，移走及存放車輛收費等多項收
費，引起市民大眾嘩然。

多謝。
特區政府在新聞稿中表示，新價金表是基於有關收費已十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多年沒有調整，與市場形成很大差距，且配合以經濟手段控制
車輛增長及引導車輛合理使用的目標方向，故調整幅度較
大，由 50%至 1233%不等，即最高加幅超過十二倍。無疑近年
特區政府推出各項措施，例如大幅增加公共停車場收費，縮短
驗車年期及提升新車的驗車費用等，都是為了調控車輛數

輕軌車廠上蓋工程已於二○一六年第三季重啓，延誤多年

量。我認同特區政府需要控制本澳車輛增加速度，但只採取拿

的工程項目總算復工，而當局近期亦多次表示爭取輕軌氹仔段

市民開刀的不斷加價方式，是否能達到成效，當局有否考慮過

於二○一九年通車。而全自動化操作的輕軌系統，在日常營

市民的接受程度，值得官員們深思。

運、管理、保養維修等方面，均會涉及特定的專業操作和技術
要求，可以預期，未來本澳將會產生相當數量的相關專業技術

在新價金表中，將會對違例車輛予以金額重罰。事實

工種和職位，當中不少人員更是需要提前作出針對性培訓，以

上，目前澳門半島，尤其是北區、下環區、新橋區等舊城區內

便輕軌投入營運前已有相關的人員配備。

的停車位不足，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巿民實在難以找到合法停
泊位，試問有頭髮邊個想做癩痢。當然，我並不認同違例泊

回顧在輕軌籌建之初，當局已多次表明輕軌系統在施工期
間，以至未來營運，可造就不同的就業職位。當中更包括一些
具專業技術要求的職位，可讓本地居民特別是青年人有更多就
業選擇。
可是，隨著輕軌項目的嚴重延誤，到目前為此，仍未見當
局公佈針對輕軌項目專業人員的培訓計劃和安排。甚至在二○

車，但政府在增加違泊成本的同時，有否想方設法增加停車位
呢？加上政府採取鎖車、吊車等措施，受罰的車輛又應如何置
放？是否有足夠的地方存放未被領回的車輛呢？當中羅立文司
長在之前的施政辯論上，都提及過在處理廢置車輛時面對的種
種困難。
另一方面，有些大幅調整的收費項目與控車關係不大，例

一七年度施政方針中，仍未見當局對相關人員培訓有任何著

如電單車配件登記費（如安裝頭盔箱），就由 300 元提升至

墨。

1200 元。費用的升幅既高又無任何控車效果，受影響的只會是
為推動本地應用型人才的成長，配合多元經濟的發展方

向，特區政府在就業政策上，須有具體措施可以推動企業重用
和培養本地人才，作為政府更要起帶頭作用。
本人認為，社會和當局除要繼續關注輕軌的工程進度、走
線的研究和全資公司籌建等工作的同時，亦應關注及著手培養
輕軌營運、管理、保養維護的本地專業人員，及早規劃輕軌系
統的人力需求，並展開相關招募及培訓工作，從而為本地人提
供一條具專業及技術的就業出路，亦為本地專業人才的多元發
展創設條件和空間。
多謝。

一些需要送貨的中小企及有載物需要的巿民，難免造成民怨。
其實，控車是為疏導本澳交通擠擁的問題，然而路面情
況，公交服務，例如巴士、的士、校巴等未能配合社會發
展，只依靠經濟手段，大幅增加私人車輛的相關費用，根本未
能實際解決到巿民的出行需要，只會令巿民的生活百上加
斤，難以真正和徹底解決交通問題。特區政府可以做甚麼更積
極和容易令市民逐步接受的控車方法，實在值得思考。
我認為政府應多加關注民生所需，從實際需要出發考
慮，例如增設校巴服務，幫助家長接送子女上學；提升巴
士、的士服務，便利長者及有障礙人士乘搭，鼓勵善用公
交；以及更好地協調道路工程，完善行車環境，從多方面配

主席：陳美儀議員。
陳美儀：多謝主席。

合，才能切實改善交通問題。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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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立與問責法律相配套的制度，實現問責法律的規範性與
嚴謹性。同時，切實增加施政透明度，保障公民知情權，令問

何潤生：多謝主席。

責步向常態化，以實際行動建設陽光政府、責任政府。

各位同事：

多謝。

回歸以來，隨著本澳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居民的法治意

主席：黃潔貞議員。

識與權力意識逐漸增強，社會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及權力運行公
黃潔貞：多謝主席。

開透明的要求日增，同時也加強了對政府問責的訴求。然
而，由於長期以來，行政當局責任追究制度的缺位，問責制至

各位同事：

今仍未形成常態化發展，令問責難以有效落實。因此，社會普
遍質疑官員有權無責。
事實上，為回應社會對政府加強問責建設的訴求，政府在
近年集中出台並實施了多項與問責制度有關的法規。此外，當
局亦曾多次強調，已逐步形成權責統一、獎罰分明、依法有序
的官員問責制度。但遺憾的是，相關問責法規只規定了官員的
法定義務，卻缺乏違反職責或義務行為的相應調查及處罰機
制。加之固有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官僚心態，導
致問責制度形同虛設，根本未能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

早前本人在經財司辯論時要求政府在修改《勞動關係
法》一事上要“討論有期、修訂有期、落實有期”，並建議政
府將有共識的男士侍產假等內容斬件先立法。而梁司長回應
稱，政府建議將社會比較關注的七項目先討論，如果優先表中
不斷增加優先，就變成冇優先，並四字承諾“心中有期，行動
有序”。就此，日前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舉行會議，就政府早
前公佈將《勞動關係法》的其中七項優先修法進行討論。透過
媒體報導得知會上引介《勞動關係法》優先修訂的七項內
容，當中包括討論較受社會關注的侍產假、產假、疊假的處理

需要強調的是，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建設的首要要求。當

方法。然而，會後只知道有關的修法階段仍處於修改內容的引

局在近年的施政報告一再強調，持續加強對各級公務人員進行

介，以及報導了勞資雙方代表的少少意見，至於何時完成討論

法律知識培訓，提升依法行政意識與專業的能力。但是，透過

及修法期限等內容卻沒有對外公佈。對此，本人感到十分失

歷次廉署報告和及審計報告所揭露出的問題可見，部份行政官

望。

員或公務人員在作出行政行為或處理各行政事務時，出現嚴重
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雖然，部份涉事官員或公務員是由於對
法律規定認識不足，但更為關鍵的是，部份公務人員是在明知
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故意規避法律，以達致方便自身工作的做
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往往事發後有關部門也僅以認同
接受、認真檢討、查找不足、日後改善等作回應，卻鮮有官員
因決策不當或失誤而被問責，難以發揮問責的震懾警示作
用，使得有損公共利益的問題再三發生。

失望是因為涉及勞資權益問題，需交由社會協調常設委員
會進行討論，當勞資雙方取共識後，才能送交立法會進行立
法，但過往交付社協討論的法規，往往需時甚久仍無法取得共
識，以至有關修法和改革工作停滯不前。令社會質疑社協未能
有效發揮應有的協調作用，拖延社會政策的制訂工作。如事關
全澳居民退休保障的社會保障供款提升問題，由二○一三年延
至去年十月都無法取得共識，政府才主導作出定案。有鑑於
此，本人擔心不知討論到何時，才對所謂優先的七項內容有共

需要指出的是，責任政府既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

識，政府的優先是甚麼概念。

念，亦是一種對政府公共管理進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為
民主政治的一種基本價值理念，政府必須回應社會和居民的合
理訴求，必須切實履行職責，承擔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法律
責任和道德責任。換言之，問責制度應是對政府一切行為及其
後果都必須和能夠追究責任的制度。

因此，針對修改《勞動關係法》事宜，本人再次促請政
府要增加會議透明度，對外交代有關的討論結果，適時讓
社會了解情況；明確完成討論及修法日期，落實施政承
諾，讓已有共識的有薪男士侍產假落實有期。若勞資雙方
對於修法內容持不同意見，特區政府應致力收窄當中分

發揮問責的教育和警示作用，以防患於未然。因此，本人

歧，必要時主導作出決定，盡快完成討論，早日完成有關

認為，特區政府亟需進一步構建針對官員決策失誤或不當、施

修法工作。而長遠而言，政府應檢視社協的職能及制

政延誤等導致公共利益損失的公開調查程序，完善問責追究機

度，對交社協討論的問題設立期限，提高討論效率，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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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法規及制度回應社會及居民的需要。

os problemas do trânsito rodoviário, escolheu a via mais fácil
de “atemorizar” e “afectar” a qualidade de vida dos cidadãos

多謝。

elevando centenas de vezes o valor das multas tais como o reboque

主席：高天賜議員。

de automóveis ligeiros que passa de 300 patacas para 1500 patacas.

José Maria Pereira Coutinh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Caros

realidade social e não condizem minimamente com os aumentos dos

Colegas.
No Primeiro dia de Janeiro de 2017, os cidadãos ficaram
chocados por terem sido “brindados” com uma prenda de aumento
substancial e exorbitante das multas constantes da Tabela de Taxas e

Estes aumentos das multas são desproporcionais e desmedidos da
salários dos trabalhadores. Estas situações são agravadas ainda mais
com a carestia de vida e subida substancial dos principais bens, na
maioria importados, sem contar com os elevados valores das rendas
e dos preços da habitação.

Preços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para os Assuntos de Tráfego.

4. Diversos sectores sociais têm criticado fortemente à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525/2016 de 7 de Dezembro

ineficácia do Governo nos últimos 17 anos da RAEM em não

com entrada em vigor a partir de 1 de Janeiro.)
De imediato, surgiram muitas reacções espontâneas de cidadãos
oriundos de todas as camadas sociais que recorrem a viaturas,
motociclos ou outros meios de transportes próprios, nomeadamente
os que lutam diariamente para chegar a tempo e horas aos seus locais
de trabalho e às escolas, bem como outras deslocações urgentes aos

aumentar a rede viária em consonância com o aumento de veículos e
falta de silos para estacionamento originando uma rede rodoviária
cada

públicos, quer os autocarros quer os táxis não conseguem dar “conta
do recado”.
As razões do descontentamento geral dos cidadãos são as
seguintes:
1. Em primeiro lugar, muitos cidadãos foram apanhados
desprevenidos com a imediata mega operação de “caça às

vida e os direitos fundamentais de todos os cidadãos.
2. O Governo “não pode estar fechado” dentro dum gabinete
e “inventar” a bel-prazer multas sem prévia consulta pública e sem
haver fundamento das razões destes aumentos exagerados (sem
dados científicos criando um impacto social tão negativo!) por
exemplo, sem levar em consideração com as dificuldades que uma
grande maioria dos cidadãos luta quase todos os dias para manter a
níveis mínimos de subsistência.

congestionada

e

mais

problemática.

Os

disponível são problemas diários para quem tenha de deslocar dentro
da cidade.
5. O Governo viola o princípio de igualdade e concede um
tratamento mais favorável ao permitir que as seis concessionárias
disponham

livremente

estacionamento

dos

de

escolher

autocarros

locais

para

públicos

transporte

para

gratuito

de

passageiros, prejudicando o interesse público, a rede rodoviária dos
autocarros, táxis e todas outras viaturas que pagam anualmente as
respectivas taxas de circulação e que são impedidos de circular e
estacionar por uso abusivo desses autocarros que têm o privilégio de
serem mais iguais que os outros cidadãos.

multas” sem que tivessem sido previamente avisados e devidamente
consultados num assunto que afecta gravemente a sua qualidade de

mais

autocarros “ensardinhados” e os problemas em encontrar um táxi

hospitais e consultórios médicos. A recorrência a transportes
próprios tem sido indispensável e necessária porque os transportes

vez

6. O Governo só pensa em agravar as multas sem resolver o
problema da falta de silos e parques de estacionamento, da situação
caótica do congestionamento do trânsito, obras de manutenção
intermináveis e sem o planeamento das estradas e ruas, muitas vezes
sem prévio aviso.
7. E o ultimo, o mais grave, é o facto de existirem ainda
dezenas e dezenas de reboques de contentores estacionados
impunemente em linhas amareladas na zona de Cotai, Ilha Verde, e
mesmo em frente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outros locais, por
falta

de

espaços

suficientes

para

o

parqueamento.

Estes

3. Neste primeiros dias de Janeiro de 2017, muitos cidadãos têm

parqueamentos são um constante e iminente perigo de circulação

queixado nas redes socias que o Governo em vez de tentar resolver

especialmente durante a noite face aos deficientes sinai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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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uminação e que no passado causaram graves acidentes de viação.
Muito Obrigado.
（高天賜：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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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網通行及停泊。
6，政府只考慮到加重罰款，但沒有設法解決停車場不
足、交通擠塞的混亂情況，以及沒完沒了且很多時沒有事先通
知的維修工程，欠缺路道規劃等問題。

各位同事：
2017 年 1 月 1 日，澳門市民震驚地收到了一份“驚喜禮
物”，交通事務局費用及價金表中的罰金暴漲－－12 月 7 日第
525/2016 號行政長官批示，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
來自社會各界的市民立即作出了反應。這些市民每日須使
用私家車、電單車或其他私人交通工具，爭取準時上班、上

7，最後，更甚者，由於停車空間不足，在路氹城區、青洲
及其他地區的一些道路，大量的貨櫃車拖架肆無忌憚的停泊在
黃線區。這些貨櫃車拖架對通行構成了猝不及防的危險，尤其
在晚間照明不足的時候，而過去亦曾因此而導致了嚴重的交通
意外。
謝謝。）

學，或有急症趕去醫院、診所。而私人交通工具必不可少，因
為公共交通，不論是巴士還是的士都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主席：梁榮仔議員。

造成市民怨氣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梁榮仔：多謝主席。

1，首先，對於警方立即開展的“抄牌捕獵大行動”，眾多

有市民向政府反映有關文第士街 36 號 A 地段的沙井連續

市民毫無準備，事先也未接到通知或諮詢。而該事宜卻與所有

不斷有污水及排泄物湧出，對該區市民長期形成一定程度的惡

市民的生活質素和基本權利息息相關。

劣衛生問題。

2，政府不可以閉門造車，未經過公開諮詢，也沒有任何漲

然而，約半年前，當時這地點還未建有地下沙井的時

價理據－－毫無科學根據，造成嚴重社會影響－－就隨便“發

候，亦出現了同樣污水及排泄物從地下隙縫間湧出的情況。當

明”出一些罰金。完全沒有考慮到大部分市民每日為生計付出

時，經住戶向有關方面反映及投訴後，由民政總署在該處加建

的艱辛。

沙井後才能改善當時的衛生環境。但直至到現在再次有污水及

3，在 2017 年 1 月頭幾天，很多市民在社交網絡抱怨政府
在試圖解決交通問題時，選擇了一個最容易“嚇怕”市

排泄物不斷從該沙井湧出，污水不斷流出地面，該地區的衛生
及環境情況亦因此開始出現嚴峻問題，造成不少隱患。甚至開
始出現大量老鼠、蚊蟲聚集等惡劣的情況。

民，並“影響”其生活質素的方法：將一些罰款的金額調升數
百倍，例如拖走輕型汽車的費用由澳門幣 300 元上升至澳門幣

早前，有市民曾向民政總署查詢有關情況，得到民政總署

1500 元。 這 些罰款 調升的幅度比例失當，不符社會現實情

職員今次回覆表示此路段屬於私人地方，業主需要自行處理淤

況，而且，亦與僱員薪酬的調升幅度不一致。令到這些情況更

塞的地下沙井，民政總署是不會跟進此次事件。市民感到非常

加嚴峻的，還包括沉重的生活負擔，以及大部分都屬進口的必

之無奈，便向多個政府有關部門求助但都得不到回應。而這樣

需品價格的大幅上升，更不用說高昂的租金及樓價。

同類之個案各區都時有發生。也是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你推我讓

4，在特區過去的 17 年，社會各界都一直強烈批評政府無

幫不到市民，政府口號常常說是急市民之所急，提升公共服務
效能，優化公共衛生設施。期望政府能跟進這些事件，為各區

法按照車輛增加情況增建道路網。而且，停車場的缺乏，又使
道路網越來越擠塞並產生更多問題。巴士擠迫、搭的士難，這
些都是需要出行的人每日必須面對的問題。
5，政府違返 了平等原則，因為其給予六間博企更好的
待遇，容許它們自由選擇公共地方停泊免費接駁巴士，損害

有關同類問題住戶改善衛生環境提供一個良好出行及居所給予
居民。
多謝主席。
主席：劉永誠議員。

了公共利益，因為這些較其他市民享有特權的博企巴士充
斥，令巴士、的士及其他每年繳納行車稅的車輛難以使用道

劉永誠：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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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填海新城澳人澳地，實行炒、住分途，利用整個填海新城住
宅地集中力量解決澳門居民的居住問題。這幾年來，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相當重視體育的發展，一直在此投入不少資

曾經安排學術機構研究澳人澳地，而行政長官則只作出政治決

源，也承辦很多大型賽事，促進了澳門體育的發展，同時運動

定，在填海新城 A 區保留可建二萬八千個公屋單位的土地儲

員亦不斷努力提高水平。例如 2016 年澳門足球代表隊在亞洲足
協團結盃及粵澳盃都取得佳績，在世界排名亦連跳十二級，這

備，而尚未有就利用整個填海新城住宅地建立炒、住分途的房
屋市場作出決定。

些成績都讓人十分鼓舞。
現在新城填海終於接近完成，填海新城各區亦將會展開城
然而，運動員經歷艱苦的訓練與競賽，能獲得佳績固然有

市規劃研究。因此，現在必須指出，過去特區政府委託兩個學

所回報，但更多的運動員付出與犧牲不比他人少，卻不一定能

術機構研究澳人澳地政策，但當時新城填海工作延誤，以致這

獲得獎項，畢竟賽場上勝負並不是必然的。這些運動員雖有所

些學術機構只能一般性地分析澳人澳地政策的利弊，未能具體

付出，卻因無緣獎項導致生涯發展受挫，花費了的青春與時間

結合填海新城的現實來研究落實填海新城，澳人澳地，因

可不能再來。因此，為了營造健康的體育環境，絕不能只看重

此，他們只能嘗試提出符合澳人澳地條件幾種房屋類型，而政

獎項，必須要建立一個產業體系，讓運動員能專注於提升技

府據此推出的置安居諮詢卻在土地資源不確定之下被質疑會否

藝，退役後亦有生涯發展的保障。

削減經公屋用地，以致意見分歧而沒有結果。

當下澳門的體育事業尚未成熟，如何進一步產業化，以及

鑑於延誤多年的新城填海現在已正加緊進行，可作整體規

建立更為完善的運動員培養體系及改善待遇等方面，都是特區

劃，本人促請特區政府應當及早確定填海新城澳人澳地的土地

政府努力的方向。借今天發言的機會，除了向澳足代表隊的成

供應。明確包括整個面積七百三十公頃可建五萬四千個住宅單

員表達敬意外，同時呼籲政府盡快推出體育產業的發展政

位的填海新城作為澳人置業安居改善生活環境的長效機制。可

策。在國家也把體育產業作為重點發展項目的當下，澳門又能

建二萬八千個經屋社屋單位的公屋土地儲備可以集中有序建造

否在國家的總體規劃中佔有一些位置。例如在足球聯賽方

社會房屋經濟房屋，其餘地段及早在城規層面佈置各種服從澳

面，澳門能不能作為中超其中一個固定班底的主場城市？除了
讓本澳球員有更大的舞台外，更可藉此發展體育旅遊，讓觀賞
聯賽的球迷到本澳觀賞賽事順道旅遊。另外有注意到中超聯賽
近來羅致的球員，有不少都是來自葡語系國家，因此體育項目

人澳地原則的住宅地段，發展新類型公共房屋、中轉屋、公務
員宿舍以及澳人私樓市場。為確保炒、住分途，更應及早研定
較嚴謹的條件，規定填海新城住宅單位只准由手上已有不超過
一個住宅單位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購置。

也能成為本澳作為中葡平台一個發展的方向。我相信澳門的運
動員具備足夠的實力，如果政府能採取適當的政策，為他們提

行政長官過去已經屢次在立法會表明，未有批出填海新城

供舞台和完整的職業生涯方向，澳門在體育事業的發展上一定

任何土地。本人再次促請行政長官落實填海新城澳人澳地，體

能有所表現，同時也它們也將轉化成發展的資源。

現填海新城改善本地人居住環境的目標。將來任何動用填海新
城還地債的項目，都必須遵從澳人澳地的原則。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主席：吳國昌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吳國昌：二○○七年四月，本人與區錦新議員公開致函國
務院溫家寶總理，請求在審批澳門特區填海新城計劃時，注視

各位同事：

特區具體城市環境以及官商勾結賤價批地建豪宅的問題。請求
說到《土地法》，産生最大爭議的是二十五年死線，即
節制在澳氹間水道填海的規模而著重在澳門東北方填海發
展，嚴防濫用免公開競投賤價批地建豪宅炒賣，以及規定利用
整個填海新城住宅地集中力量解決澳門居民的居住問題。

是《土地法》第四十七條一款“租賃批給的期間須在批給合同
中訂明，且不得超過二十五年。”及第四十八條一款“臨時批
給不可續期。新法根本一如舊法，沒有變。可以說，即使 2013

等到二○○九年國務院批准澳特區填海新城計劃之後，儘

年不修法，現在仍沿用八十年的舊土地法，二十五年到期土地

管填海進度緩慢，我們幾年來已經向行政長官一再提出，須確

宣告失效仍會發生。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裏？關鍵在於土地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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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政府隨意免公開競投。

十年前，身為主要官員的歐文龍突然被捕，揭開了歐案驚
心動魄一幕。從歐案中我們清楚看到，其貪污最主要是兩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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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源，一是土地的批給和規劃的修改，二是公共工程的批給。土
地的批給最大問題源於政府可以公共利益為由而隨意行使行政

隨著資訊科技不斷發展，青少年使用網絡時間增多，接觸

裁量權，容許免公開競投批給土地。按照當年的《土地法》，其

到網絡欺凌的機率增大。早前，有團體公佈澳門青年網絡欺凌

實也明文規定“土地批給一般須公開競投”，但因為容許澳

調查結果，澳門網絡欺凌受害人比率為八成六，欺凌者比率為

督，包括行政長官，基於公共利益可特例地豁免公開競投。按

八成二，比鄰近的廣州、香港、台灣、新加坡的比率高。可

法律的精神，土地一般須公開競投，只有特殊情況才會豁免公

見，網絡欺凌已成為本澳比較嚴重的問題，由此本人建議必須

開競投。可是回歸十多年，處理過的土地超過三百幅，完全新

予以充分重視，尋求解決方法。

批出的土地也過百幅，但除了三幅土地曾作公開競投外，其他
的都是免公開競投下批給的。就是說，特區十七年，只有三幅
土地是屬一般，其他幾百幅土地都是特殊，有這樣的道理嗎？
很明顯，因為土地的免公開競投，配合低得不能再低的溢
價金計算制度，形成大量的賤價批地。那麼誰有資格以賤價拿
走價值幾十倍的土地？當然是權貴關係戶。而那些統治集團內
真正的自己友，要拿土地幾乎是手到拿來，更不必行賄。所
以，這不叫貪污，這叫官商一體、利益輸送。而另一種並非內
核的自己友則沒有政治分紅的份兒，那便需要花錢行賄官
員，這才算是貪污。而在歐案中，我們看到部份涉案者就屬於

一、加強普法教育
常見的網絡欺凌有語言暴力，杯葛，模仿加以羞辱，揭露
個人資料，惡意改圖等。由於青少年學生對網絡欺凌行為的定
義和內容認識不足，對相關法律也知之甚少，容易觸犯網絡欺
凌而不自知。故此，必須加強網絡素養教育，讓學生清楚認識
網絡言論要受法律規管，加強學習相關的法律條文。建議教育
當局訂立處理網上欺凌的指引和程序，加強教師和家長有關方
面的培訓。
二、加強支援和輔導

這一類較外圍的人士。
僅有約二成人士，會在遭受欺凌後向他人尋求協助，反映
所以，在歐案後修改土地法，就著重限制濫用公共利益免

出受害者不懂得如何處理問題。建議加強對被欺凌學生的支

公開競投批給土地的行政裁量權，並成功體現於新的土地法

援，此外，對家長的支援也十分重要。家長的處理方式如果不

上。2013 年新法使用以來，再沒有仼何一幅免公開競投的土地

當，會對雙方孩子造成更大的心理傷害。因此，要增加對家長

批出，算是成功剎住了濫用行政裁量權的歪風。但過去那種 25

的指引，協助家長正確處理問題。

年到期後收回土地又重新以免公開競投批給原來承批商的把戲
也不能再玩了。

此外，六成一受訪青少年既是欺凌者亦是受害者，角色重
疊。但無論是受害人還是欺凌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鬱、焦

如今，手上擁有土地，甚至大量土地的權貴藉海一居事件

慮及壓力。因此，在行為糾正及心理輔導上，既要面向受害

反撲，就是要推倒對行政長官的行政裁量權的限制，讓行政長

者，也要面向欺凌者。學校必須加強心理輔導力度，發揮教師

官可繼續隨意免公開競投批給土地，隨意延長土地的使用

和駐校社工的作用，提供全面的輔導。

期。這種倒行逆施的火棒，恐怕連現任特首崔生也不敢接。不
說國家政策或真正的公共利益，單是想想當特首重新擁有這個
可無限放大的行政裁量權，那些權貴天天輪著來串門找特
首，個個都係老友，這個要延期，那個要拿土地，順得哥情失
嫂意，部份放行就擺唔平，全部俾晒就太肉酸，不亦煩乎？可

三、防止網絡成癮
本澳部分青少年上網成癮，沉迷在虛擬世界而不能自
拔，嚴重影響人際交往能力。當局應協助學校建立網絡成癮評
估工具，制訂上網守則，協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上網習慣。

見，要修法賦更大行政裁量權給特首，似乎是幫忙，客觀效果
上是把特首送上火上烤，幫倒忙也。
多謝。

多謝。
主席：徐偉坤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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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生效至今已逾 20 年，期間雖然歷經修改，但隨
著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各種改變，《刑法典》有關侵犯性自由及性

廣泛諮詢、採納民意、科學決策，是特區政府的施政理
念，亦是市民的期盼。但奇怪的是，若牽涉到個別工種利益

自決罪的若干規定需要作出修訂。因此，特區政府為回應社會
訴求，優先展開了相關檢討工作。

時，一向宣諸於口的甚麼諮詢，甚麼民意，甚麼數據，都一概
拋諸腦後。最近特區政府在職業司機不足的問題上，提出做研
究，收集數據作科學分析，勞工團體隨即馬上表態反對，要求
停止研究外，更發動遊行，企圖向政府施壓，連做研究都唔
准，咁何來要求政府科學施政，真是何其霸道。

在修法過程中，特區政府充分聽取了司法機關、刑事警察
機關、律師及學者的意見，並委託了不同團體進行學術研究及
民意調查；同時，特區政府也綜合分析了本澳整體刑事政策和
社會現況，並作了大量的比較法研究。

團體在維護勞工合法權益的同時，更要兼顧社會的整體發
展，尤其是我們的愛國愛澳的社團，更加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在此基礎上，特區政府提出了多項具體修改建議，並進行

科學施政，畢竟澳門特區實行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發展經

公開諮詢。諮詢期間，以各種方式廣泛宣傳和徵集意見。諮詢

濟、改善民生”是特區政府的重要任務，這亦是中央領導人不

期間所收到的整體意見普遍贊同諮詢文件中的建議，特區政府

斷要求特區政府的首要工作。

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修改〈刑法典〉》法案。

過去 16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無論是經濟的增長還是工資中

法案旨在修改《刑法典》第二卷第一編第五章規範的侵犯

位數的提升，都是與外勞數字的增幅密不可分，事實證明澳門

性自由及性自決罪的制度，並加強對未成年人、特別脆弱的人

的勞動人口不足，實在是難以支持澳門的整體持續發展。數字

及婦女的保護，以及促進兩性平等。具體修訂內容如下：

足以引證，只有足夠的勞動力，經濟才可以發展，民生才能夠
得以改善。也只有通過競爭，才可向上流動。也只有對外開

一，增訂三項新罪狀

放，經濟才可持續興旺。
1，引入“性騷擾罪＂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建議引入“性騷擾罪＂，將實際涉及性方面的身體接觸
的“非禮行為”刑事化。建議將該罪的構成要件界定為，第

議程前發言完成。請大家稍等。

一，必須是在違背被害人的意願下實施，且行為人出於故
意。第二，必須涉及“性方面的身體接觸＂，包括身體接觸及

（政府代表進場中）

透過任何物件接觸被害人身體。同時，也建議將該罪定為半公
罪，刑幅最高 1 年徒刑或 120 日罰金。

主席：各位議員：
2，引入“與未成年人進行性交易罪＂
現在進入今天議程的第一項：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
決《修改〈刑法典〉》法案。

建議引入“與未成年人進行性交易罪＂，規定接受 14 歲至
18 歲的未成年人提供賣淫服務的人須負上刑事責任。

以立法會名義歡迎陳司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
建議將該罪定為公罪。刑幅方面：
下面請司長引介。
（1）實施重要性慾行為的，最高 3 年徒刑；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2）實施性交、肛交、口交或插入式性慾行為的，最高 4
本人現在向立法會引介《修改〈刑法典〉》法案。

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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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議將行為人強迫被害人親自進行重要性慾行為的
情況納入性脅迫罪。

建議引入“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罪＂，將以下行為
刑事化或加重處罰：

3，在不同的罪狀上，對性交及肛交的刑幅和對口交及插入
式性慾行為的刑幅作同等處理

（1）利用和引誘任何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參與色情表
演、錄製色情照片、影片或錄製品的行為；

建議將性交、肛交、口交及插入式性慾行為統一以相同刑
幅處罰，因此，亦建議將上述行為納入“對無能力抗拒之人之

（2）生產、銷售、進口、出口、散布、展示或讓與有關物
品的行為；以及

（3）為銷售、進口、出口、散布、展示或讓與為目的而取
得或持有有關物品的行為。

建議將該罪定為公罪，刑幅方面：

性侵犯罪＂、“性欺詐罪＂、“對兒童之性侵犯罪＂及“姦淫
未成年人罪＂之中。

三，調整部分性犯罪的性質（公罪或半公罪），以加強在刑
事訴訟程序上對被害人的保障。

第一，建議將“性脅迫罪＂及“對無能力抗拒之人之性侵
犯罪”由半公罪修訂為公罪。

（1）實施上述行為，處 1 年至 5 年徒刑。
第二，建議將第 172 條第 2 款規定修改為：如被害人未滿
（2） 如行 為 人以實施上述行為作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
利，刑幅上限提升至 8 年。
此外，建議將該罪納入第 6/97/M 號法律《有組織犯罪
法》第 1 條，黑社會實施的罪行列表中。

16 歲，且基於被害人利益的特別理由，有必要開展訴訟程序
時，檢察院依職權須對具半公罪性質的性犯罪開展訴訟程序。

四，修改性犯罪的一般加重制度，以加強保護未成年人及
特別脆弱的人士。

二，修訂部分性犯罪的罪狀

建議作三項修改：

1，修訂“強姦罪＂

第一，建議將性犯罪的一般加重制度相應地適用於法案引
入的三項新罪狀，即“性騷擾罪＂、“與未成年人進行性交易

建議作兩項修改：

第一，將強迫口交納入強姦罪的範圍。

罪”及“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罪”。

第二，建議修改加重情節，將被害人的年齡界限由未滿 14
歲提升至未滿 16 歲，並將無能力的人或因疾病、身體或精神缺

第二，消除強姦罪現時以性別作區分的做法，修改為無論

陷而能力低弱的人納入加重的範圍（第 171 條第 4 款）。

男性或女性均可成為強姦罪的行為人。
第三，建議引入新的加重情節（第 171 條第 5 款），以加重
2，修訂“性脅迫罪＂

處罰輪姦行為。同時，建議此加重情節也適用於同一章節中的
部分性犯罪，例如：“性脅迫罪＂及“對兒童之性侵犯

建議作兩項修改：

第一，引入一項加重性脅迫罪，將“插入式性慾行

罪＂等。

本人的引介完畢，請各位議員審議。

為＂，即強迫被害人忍受被身體某部分或物件插入其陰道或肛
門的行為刑事化，處 3 年至 12 年徒刑。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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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這樣理解，或者是派發這些未成年人的色情物，即那些
刊物，即是單張，或者放一些四仔片，是否這個意思呢？即與

現在進入一般性討論，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罪那裏所指的究竟是甚麼？我想瞭解
多點，這個第一點。

唐曉晴議員。
第二，在司長引介那裏，即第三那裏，“調整部分性犯罪
唐曉晴：多謝主席。

性質的公罪或者半公罪“那裏，下面第二點提到就話建議將
172 條第二款修訂為“被害人未滿 16 歲即（原規定 12 歲）且

司長、各位官員、同事：

基於被害人的利益（原規定為公共利益）的特別理由，有必要
開展訴訟程序時，檢察院依職權須對具半公罪性質的性犯罪開

關於這個《刑法典》修改方向，我想社會上都應該是一種
好強的訴求，都是有很多共識。但是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朋

展訴訟程序。＂這段我想請司長詳細點用一些簡單的語言解釋
下，那段的意思究竟是甚麼呢？是兩個問題。

友、不同的聲音向我提到一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就是界限的
問題。尤其在社會上好多時都是兩性一起工作、一起學習，有

唔該司長。

好多這個接觸或者比較親密接觸的機會，在一些正常生活交往
裏面都會有矛盾。現在我們提出這個法案，令人擔心的地方是

主席：陳美儀議員。

在一些我們平常視為正常接觸的很多的這個形式，如果在改變
了那個背景的時候或者雙方這個交往的關係發生了變化的時

陳美儀：多謝主席。

候，突然之間，就可能會變成了一種犯罪。這個界限究竟在哪
裏？由哪一個去把握？或者有幾多個層次的把握？我想這些都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是社會好關心的地方。譬如我們講到接觸，我亦都知道有時打
招呼都會接觸，這些怎樣去區別呢？或者今日是好朋友打招

對於修訂這個《刑法典》我是支持，大方向是支持，但是

呼，接觸了就是打招呼，明天突然之間朋友又沒有那麼好或者

有一點就是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那裏，我希望司長可以解釋得

吵架，那些平常接觸就變成犯罪。講返轉頭就不可以，所以這

比較清楚一點。

一些我希望司長、各位官員今日亦都可以將那個區分的界限向
大家講清楚點。

在之前，修訂那個《家暴法》那裏就已經修訂了，即如果
有親屬關係去性侵未成年人就已經是定了公罪。在今次我們修

當然，我們都看到相關的這一個法案其實都有好多的研究

訂那裏，我想請司長解釋清楚一點，現在遞交來的這個修

在這裏，借著這個機會，希望亦都趁著立法會的大會，司長可

改《刑法典》之中，對於侵犯性自由以及性自決罪，在這一方

以向這個公眾解釋下它那個界限的問題。

面對於侵犯未成年人這一方面到底現在是公罪還是半公罪呢？

唔該晒。

多謝。

主席：麥瑞權議員。

主席：李靜儀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李靜儀：多謝主席。

司長：

司長：

我其實是想瞭解下司長在引介 171 條那裏，講到將性犯罪

都想表達下我對於今次法案的一個想法。其實就是這

一般加重制度那裏，其中“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

裏，我會贊成政府今次提案的情況。因為基於過往，尤其是坊

罪＂。我想瞭解清楚多點，這裏所指一些未成年人的裸露照片

間訴求，強烈覺得好大不滿的就是澳門關於非禮罪的處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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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無這個罪行，所以就有一些被非禮的受害人她自己要聘用

講，如果都是用侮辱罪以及那個叫做相關的罪狀去起訴的

律師，好似私人私罪這樣的方式去自行提訴。這個是坊間最不

話，對她們來講，都未必是起到一個阻嚇或者保護的作用。我

滿，今次這個提案裏面是處理了這個問題。亦都是對於一些可

想問下，接著在有關部門，如果對於一些與性騷擾有關的，是

能性犯罪的其它的定義不清，或者一些過往處罰不足夠的地方

用一些語言或者非身體接觸的行為去侵犯受害人的時候，你們

亦都加重了。所以我就在這裏，我需要表達一個，我支持這一

可以提供到甚麼更加有效的一些保障或者支援給她們呢？我亦

個法案。

都留意到就是話在那個諮詢總結報告裏面，你們都提到就是話
會繼續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去處理有關性騷擾的一個問題。我想

其中，尤其是希望在細則性的時候，能夠堅持對於未成年

話就是透過今次這個修法之後，你們有甚麼後續的跟進工作可

人保護的這些做法。而且現在在加重情節上面適宜用，例如好

以在這個性騷擾或者性別歧視上面，你們可以做出更多的一些

似性騷擾，這些都適用在加重情節。譬如如果屬於親屬之

功夫，去加強對有關方面的保障以及支援？

間，經濟依賴或者勞動關係方面，發生這些情況其實都是加
重。看返這個都是，我都會支持，因為這個無論諮詢文本、諮

以及，最後，我都想表達一樣東西，就是話，因為這個會

詢總結，社會上都比較認同。而且實際上我相信這些性騷擾的

期就剩下 8 個月的時間，我都好希望如果今日這個法案通過了

行為亦都好多時候是一些，譬如勞動關係的場合，公司場所上

之後，有關的政府部門可以與我們立法會進行一個緊密的合作

面，基於可能上級的一些權力問題，真是他會行使，做了這些

和配合，在剩下來的時間裏面真是可以完成這份法案，讓我們

性騷擾的行為，而下屬是相當的被動，以往好多時候都難以出

盡快整到一個新的《刑法典》，可以去實施，去保障好我們的受

聲。但是既然今次的法律引入非禮罪這件事上面，我覺得在這

害人以及保護好婦幼的一個權益。

裏加重情節這個做法是適當。所以今日我表態是會支持這一個
唔該。

法案，亦都會投以贊成票。

唔該。

主席：請司長回應。

主席：黃潔貞議員。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的提
問。

黃潔貞：多謝主席。
剛剛唐曉晴議員提到那個，因為新引入了這個性騷擾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罪，點樣在定罪方面做出界定，以防擴大那個打擊面。如果我
無理解錯誤，唐議員是這個意思。

正如司長裏面引介都講到這個《刑法典》已經是 20 年，當
中對於這一個叫做侵犯性自由以及性自決這個部分的一些內容

我們都考慮到這個是，性騷擾這個罪，將它刑事化，亦都

亦都不符合社會的一個時宜。以及在今次這個方案裏面亦都增

是，其實在做比較法過程中，我們都睇到世界不少的國家和地

設了這個“性騷擾罪＂並且是用這個半公罪去處理。這個是回

區都有這一個這樣的罪名。而在我們睇返現時世界各國那個立

應了我們無論婦女團體或者我們社會的一些意見。綜合考慮今

法情況，睇返我們澳門地區的一個狀況，以及比較整個刑法體

次可以引入，以及調整了多項性犯罪的刑幅和罪狀，亦都是加

系現時那個情況，我們這個罪的成立是有幾個要素。

強對未成年人以及婦女的一個保護，所以對整個立法的方向以
及內容，我都是會表示支持以及贊成。

第一個，他要是違背被害人意願下實施，第二是這個行為
人要是出於一種故意，是一種，點樣講是出於一種故意？唐議

我想提的，亦都是，其實之前我在這個叫做諮詢的時

員你是法律專家，不過我在這裏，亦都講一講，都在空氣中帶

候，亦都表達過就是關於性騷擾罪裏面一些叫做非身體接觸性

出來，希望大家瞭解下這個情況。譬如我們在巴士那裏，有時

的一些行為。今次是一個修改《刑法典》，局方亦都表示就是話

車好逼，不覺意撞到前後左右隔離的人，這些不是故意的情況

關於一些語言或者是非身體接觸性，可以透過《刑法典》裏面

下，即有時撞到這些是難免，在人潮擠迫的情況下，這種我

的侮辱罪去進行一些提訴。但是其實如果對一些被侵犯的人來

們，如果他不是故意要騷擾的話，他是不會構成這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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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必須涉及性方面的身體接觸。即是有這一種指

我們目前來講，對言語騷擾這一方面，的確是有侮辱罪是可以

向，由於他是一種故意去侵害這個被害人，所以他那個是有指

對當事人起到這個保護的作用。而在保障以及支援方面，政府

向，去觸摸那個部位的意圖，都是有這個性方面這一方面這樣

我們其實社工局對，無論是對家庭暴力又好，對這些這樣的一

的意圖。這個是兩個最基本的一個構成的特徵。而我們將它定

些被性騷擾或者其他的受害人士，我們社工局我們都有社工提

為半公罪，如果受害人她是受侵犯的時候，她可以去警察那裏

供這些相關的心理輔導或者是一些保障措施。警察方面亦都會

去報案。亦都我們睇返，由警察去做相關，偵查部門去做偵

通過整個訴訟程序對受害人的保護方面，令到受害人加強這個

查，接著通過司法機關的審判去確定究竟這一個行為符不符合

信心去提起這一個控告，令到這些犯罪份子受到法律的懲罰。

剛剛兩個罪狀。這個是我對現時提案的一些解釋。
而在這個法案的審議方面，我們都明白那個時間比較緊
而關於那個剛剛麥議員提到未成年人有關那個色情物
品，其實是我們睇返，它是包括好多方面的元素。譬如講這條

迫，所以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和將來的委員會合作，盡快做好這
一個審議的工作。

罪構成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罪，有三個部分的行為都是
屬於這一個罪。第一是利用以及引誘未夠 18 歲的未成年人參加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一些色情表演，錄制一些色情照片、影片或者一些錄影的行
為。即這個是其中第一個。第二個就是生產、銷售、進口、出

主席：麥瑞權議員。

口、散佈、展示或者讓與，即是給別人，將有關物品，這些這
樣的色情物品做這些這樣的行為。或者為了，剛剛我講這些為

麥瑞權：多謝主席。

了銷售、出口、進口、散佈、展示或者讓與的目的，而取得這
些色情物品或者是持有這些色情物品，這些都構成與未成年人

司長：

有關的色情物品罪，其實都比較，是一個比較嚴格的，希望更
加好保護未成年人。

而至於委員提到 172 條那個修訂，172 條的修訂我們有兩

因為剛剛聽到司長的解釋，我其實好清楚。不過我想補充
一下，問一個問題。

部分。一個就是原先規定被害人未成年人原先的年齡是 12
歲，我們現在提高到 16 歲，即對被害人的保護是加大了。現在
16 歲都算是在這個犯罪裏面，即是那個 172 條那個犯罪裏
面。而基於被害人的利益的特別理由，如果有必要展開訴訟時
候，檢察院是可以依職權展開對這些半公罪的犯罪展開訴訟程
序。其實，即基本上，當檢察院認為他基於被害人的利益，他

剛剛司長話持有未成年人有關色情物品的單張都是有
罪。但是第一條，點樣去判斷他是未成年呢？最主要就是現在
網上，你好多時拿著部手機，因為我見些小朋友自己有陣時都
上網去睇這些這樣的東西，按下按下，你不知那個就是，有記
錄，他就好大鑊。手機裏面算不算是這個持有這個色情物品罪

需要展開訴訟程序的時候，這些半公罪其實就基本上轉為公

呢？但是好多時你手機上網，即轉下轉下就會轉到去這些這樣

罪。他可以主動展開，就不取決於受害人的那個告訴，這個是

的地方。可能他都未必知道他這個是未成年人，甚至乎可能有

這樣的意思。我想這個都是陳美儀議員剛剛提那個問題的其

些網站，或者不知點樣些小朋友或者成年人都不識，他睇不到

中，其實都是這一部分那個答案。它原先是一個半公罪，但如

文字內容或者警告，或者有些沒有警告。這方面，有人拾到部

果檢察院基於被害人的利益，而這個被害人在 16 歲以及以

手機，一睇，哇！那件事，算不算有罪呢？這個是第一個問

下，基於被害人的利益，他認為有需要展開時候，他可以主動

題。

展開。現在是有這個加強了對被害人這方面的保護。
第二我想補充問問就是這個 169 條 A 裏面第一點。第二點
對於黃潔貞議員提到有一些言語性那個性騷擾那方面，其

就明白，實施性交、肛交、口交，最高徒刑 4 年，但是實施重

實剛剛黃議員你都提到我們的立法取向在諮詢時亦都解釋

要性欲行為那裏最高是 3 年。可不可以舉個例子，甚麼叫

過，主要都是在目前來講，因為刑法入罪這個是最後的懲

做“實施重要性欲行為＂呢？這方面。兩個問題。

處、懲罰階段，所以我們基本上如果在其它情況下可以解
釋，可以去處罰到的行為，我們都不動用這個刑法去處罰。而

唔該。

N.º V-105 — 4-1-2017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 Série

主席：陳美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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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今次修改範圍之內。這個是關於單純持有這些色情物品的
情況，我們無將有關的情況刑事化。

陳美儀：多謝主席。
剛剛提到就是關於麥議員提到甚麼為之重要性行為，因為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按照現時《刑法典》規定，強姦罪有特定的一些行為，例如性
交、肛交，今次我們將口交亦都擺入去那個《刑法典》強姦罪

我想司長，如果按照剛剛司長解釋，即是話對保護未成年
人那方面，即是“侵犯性自由以及性自決罪＂這一個方面，如
果檢察院方面認為可以做，他就可以作為公罪去處理。但是在
現在的法例裏面，在這一個方面是無修改到，即對於非親屬去
侵犯未成年人，即剛剛的“侵犯性自由以及性自決罪＂，現在

那個行為。除了那些之外，這一些重要，例如撫摸對方的性器
官，這方面的一些行為亦都屬於重要性行為，但是他無實施我
剛剛所講的屬於強姦罪的那些典型犯罪行為。這些都屬於重要
性行為。我相信可能亦都有好多司法判例或者一些理論都是講
這些情況，亦都比較容易理解這方面的狀況。

現時這個都還是半公罪去處理，但是如果檢察院睇到有適當的
情況，他就可以用公罪去處理，是不是這樣去理解呢？如果這
樣理解，即是話那個裁量權就在那個檢察官身上。即是話可能

陳美儀議員亦都提到就話會不會存在一些標準不一致的情
況。因為提到就是今次關於未成年人相應的一些性犯罪那

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即是會有些案或者不同的檢察官有不同
的看法。即是有些可能在這個這樣的情況就會是半公罪，有些
是公罪。即我想，希望，雖然今日是一般性討論，但是司長明
確一些讓我們清晰，將來在小組那裏就會再去討論，但這一點
我希望司長清楚話給我聽，到底現在是點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裏，我們引入了兩個新的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性犯罪，第一個就
是“與未成年人有關的色情物品罪＂，第二個就是“與未成年
有關的那個性交易罪＂，這兩個罪，我們是建議公罪。另外就
是關於與未成年人有關的一些性犯罪，我們無調整到他們的犯
罪性質，即是話他們維持半公罪。除了現時捉未成年人淫媒

唔該。

罪，本身都是公罪的情況。我們同時都是建議調整 172 條第二
款，將那個檢察院基於被害人，即那個受害人，未成年人的利

主席：請司長回應。

益，個人利益考慮，如果告訴人無提出告訴時候，檢察院認為
提起告訴可能對受害人的保護更加大的時候，檢察院會主動提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起那個刑事訴訟程序。焦點主要是基於保護或者保障被害人個
人利益的情況下，相信可以重點考慮她個人的利益，能夠達到

關於麥瑞權議員的問題，我請法務局的同事回答。

那個，標準能夠統一化。

主席：可以。

唔該。

法務局代副局長張涵：麥議員：

主席：有沒有議員再提意見？

我簡單回答下那個相關問題。

如果沒有議員提出新的意見，我們一般性表決《修改〈刑
法典〉》法案。

我們當初那個諮詢過程中是有將“單純持有未成年人色情
物品＂作為一個諮詢的一個項目，最後聽取了各方面的意

付表決。

見，亦都考慮到一些實際情況，亦都有些，譬如一些網上的一
些鏈接，不小心取得有關資訊，令到可能誤墮法網的情況。我

（表決進行中）

們綜合考慮了一些情況，考慮《刑法典》，刑法不能門檻太
低，將一些誤會的情況或者將一些錯誤下載的情況亦都納入刑

主席：通過。

法範疇。所以我們初步經瞭解相關的一些意見，以及都睇了相
應比較法的資料，我們將一些單純持有的或者錯誤的情況刪除

有沒有表決聲明？陳美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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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緊扣，因此，為完善公務人員的管理制度，特區政府經過
分析及評估，訂定了分階段檢討、研究及修改第 14/2009 號法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的工作規劃。首階段的工作重點
是，針對備受關注而相對獨立的以下四個部分的內容，進行調

在《修 改〈 刑 法典〉》這個法案之中，即大方向我是支

整及優化，包括：（1）完善不同職程之間的一致性，並體現職

持，但是當中有一些就是對未成年人實施，例如就是話對兒童

程制度的公平性；（2）完善入職要件的規範；（3）提升職程內

的性侵犯，對受教育者以及依賴者性的侵犯，姦淫未成年人以

晉級程序的整體效益；以及（4）配合統一管理開考的全面改

及與未成年人的性欲行為等這些罪狀，我認為是應該要列入公

革。

罪。我希望司長可以在這一方面考慮，在我們小組再討論的時
候能夠多方面去探討。

針對上述工作重點，經過分析及研究，特區政府於 2015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6 年 2 月 17 日期間，進行了關於修改《公務

多謝。

人員職程制度》第一階段的諮詢工作。在整理、分析、歸納及
總結所收集到的諮詢意見後，完成了諮詢總結報告。大部分意

主席：各位議員：

第一項議程完成了。

見對修訂《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的方向及建議表示認同。

根據諮詢結果，制訂了修訂第 14/2009 號法律《公務人員
職程制度》法案。法案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請第三常設委員會做細則性審議《修改〈刑法典〉》法案
的工作。

第一、修訂三個特別職程的薪俸點

請大家稍等。

（政府代表進場及退場中）

經 全 面 分 析 第 14/2009 號 法 律 所 規 範 的 特 別 職 程 後 發
現，海上交通控制員、地形測量員和水文員三個特別職程，無
論其工作的複雜及所承擔的責任程度以至入職條件的要求，均

主席：各位議員：

較一般職程的技術輔導員職程為高。為了更好地體現制度的公
平性，完善職程制度的設置，諮詢意見普遍認同將該三個特別

現在進入第二項議程。

職程的薪俸點，修訂為 280 點至 515 點，使其與入職要件相同
職程的薪俸點相同。

第二項議程是：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第 14/2009
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法案。

第二、明確規範入職條件。

下面請陳司長引介。

包括學歷及工作經驗兩個方面：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

1，學歷方面：考慮到職務能力的重要性，法案建
議：（1）明確規範進入不同級別職程的人員，其學歷需與擔任

本人現在向立法會引介修改第 14/2009 號法律《公務人員
職程制度》法案。

公務人員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重要資源。公務人員職
程制度與公務人員的職業生涯發展及工作收入等密不可分，而

的職務相稱；（2）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除學歷以外，還可訂
明人員所需的專業資格。

2，關於工作經驗的證明方式：法案建議統一以僱主發出的
文件作為證明；另外，也清晰了對工作經驗年數的要求。

作為公職法律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職程制度又與其他公
務人員管理制度，包括招聘、評核、培訓、晉升、薪酬等制度

第三、優化晉級程序。

N.º V-105 — 4-1-2017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 Série

關於晉級程序，有以下兩點：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1，為了優化及減省行政程序，建議取消晉級需要“審查文

在今次一般職程，我有兩點想與司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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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方式＂的開考。以整體配備方式訂定職位數目的職程，只要
人員符合法定晉級要件，所屬部門須於法定期間內為其展開相
關的程序，並以部門領導作出批示方式取代開考程序。

事實上，今次的修改我是支持。但是另外一方面需要界定
清晰些有關一般職程以及特別職程。因為我們發現過去，司長
都知道，一般職程和特別職程裏面，我們需要真是規範清楚以

2，為消除編制及非編制人員間晉級生效期的差異，建議職

及公平公正來去分辨。

級變更的日期統一設定為相關批示摘錄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公佈的日期。

今次修改這三個一般職程裏面，事實上，實際上，他們是
特別職程。點解呢？其它的特別職程更加高要求。更加高要求

第四、規範統一管理開考。

原因是甚麼呢？因為好似，舉個例，海上交通控制員，他們考
的時候不單只他要有高中，他甚至乎要考一個叫做交通控制員

為了完全實現公務人員招聘制度的改革、完善開考程序並

的課程，是一年，有筆試、有口試，這種嚴格性比其它的特別

持續提升公共行政效能，修訂了開考程序及內容，把統一管理

職程更加要求高。例如督察，特別職程的督察，旅遊局、經濟

開考明確劃分為“綜合能力評估開考”及“專業或職務能力評

局，他們只要有一個叫做高中，入了去，內部有個培訓，他就

估開考”兩個互相緊扣但又各自獨立的開考，並根據開考對象

可以擔當所謂督察的特別職程。

界定不同的開考方式及定義。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話，究竟政府在修改期間，有沒
除此以外，因應其他已頒佈及實施的法律法規，例如：第

有真正深入去瞭解每一個職級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複雜性，他

12/2015 號法律《公共部門勞動合同制度》等相關內容的修

們的學歷以及現在好似我所講他要有這個特別？例如海上交通

訂，有必要對第 14/2009 號法律的條文作出相應的修訂，另外

控制員，他要有個特別的一年的課程，他才可以考這個職

也就其他與本法案修訂內容相關的規定，例如《澳門公共行政

位？所以有沒有考慮點解仍然 keep 住他是一般職程呢？點解現

工作人員通則》的內容作修改。

在要提出來改呢？因為絕大部分人現在，好似剛剛我所提出這
個例子，海上交通控制員都有大學的文憑，而好多都是考其它

特區政府將持續、穩步推進職程制度的全面檢討，隨

政府部門，考高級技術人員。因為你的要求高，但是你實際上

後，將在第一階段修訂和完善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公務人員的

政府無真正去瞭解究竟他們是做緊甚麼。所以基於這個原

意見及訴求，並結合公務人員的招聘、評核、培訓、晉升、薪

因，我好希望今次第一步，其實我是無辦法之中的支持。點解

酬等管理制度，以及公務人員能力研究的成果，全面檢討一般

呢？擠牙膏的形式去解決這些問題，我一向都是反對。

職程及特別職程制度，在聽取各方意見後提出全盤的改革方
案，並進行諮詢。

今次只是三個修改，其實還有好多，但是我在這裏一般性
我就不會引些細節，留待在小組會議我再講。但是我好希望司

本人的引介完畢。請各位議員審議。

長可以解釋給我們聽，在第二條的條文一般職程以及特別職
程，點解這個仍然是特別職程？以及將來同樣的事情，點樣去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解決這些問題？

主席：多謝司長。

唔該。

請高天賜議員。

主席：區錦新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區錦新：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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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理由陳述裏面應該補充這塊東西呢？即在我們做法案的
時候，既然司長引介那麼重視，第四塊東西，第四方面這塊東

就這個法案，都是想提出一些問題。

西是重視，突然之間加下去的時候，在原來理由陳述裏面都沒
有，加下去的時候是不是意味著原來它其實都很重要，它應該

對於這個法案，我基本上都支持，因為都是叫做一個優化

擺在理由陳述裏面呢？

方案。但是我都知道政府其實對公務人員職程制度那裏，整日
都話已經要進行全面檢討。今次提上來，我就覺得真是，斬碎

我在一般性的時候，我主要提出這幾個問題。

了那個項目拿上來做這個修改，究竟有甚麼急切性呢？既然我
們要進行全面的修訂時候，點解這個又這麼急切性？我想解釋

多謝。

下那個急切性。
主席：麥瑞權議員。
剛才在議程前發言都有同事講到《勞工法》全面檢討，但
是有幾個優先的項目要先後進行修訂，這個是迫切性，但是這

麥瑞權：多謝主席。

裏我睇不到有甚麼特別迫切性，我覺得濕濕碎，是濕濕碎。我
不知道，司長可不可以解釋下，點解我們要在全面檢討之前要

司長：

斬幾塊上來做這個修改？這個第一。
我覺得司長今次定這個法案，好多公務員感謝你。尤其是
第二就是我睇到那個理由陳述的時候，其實都講到關於那

在司長引介裏面講到這個地形測量員，其實早就要提升他們那

個無需進行晉級開考這一個問題的時候，即是我有個嚇了一跳

個職程。但是這裏我就想問一點，我就以地形測量員為例，你

的感覺。因為，原因就是在職程裏面晉級開考，這個無論點樣

修訂之後，將他由 280 點去到 510 點，使其與入職要件相同職

都好，都是我們澳門的公務員制度裏面其中一個重要的一個機

程的薪俸點相同。我想瞭解下當時司長是點樣去考慮？例如地

制。即是話，雖然只是文件審查的開考，但是始終這個是行之

形測量員他真是有文憑、有資格，又寫得、又做得，全澳門地

有效這麼多年，都有這個晉級開考的時候，都這個這樣的制

形都是他們測出來。現在那些，即是起樓，那幅地以及一些現

度，現在因為我們有些部份，今次這個法案裏面有一些部份是

在我們開山劈石那些地形圖都是他們做出來，由始至終，到現

可以免除了晉級開考，亦都保留了一些繼續有晉級開考。問題

在，相對算是剝削他們的專業。侮辱他們的專業資格，現在才

就是，出一個問題就是話，究竟現在我們要斬了這個晉級開考

平反，去升他，但是你由 280 點去到 515 點，你是點樣計

的時候，我們可能睇到現在這個晉級開考，會構成了某些障

呢？即是對他們來講，他真是要有證書才做得測量員。要讀

礙，導致了有可能令到我們理由在陳述裏面提到職級內晉級程

書、要文憑，有學位才得。你們現在才修改，都算遲來的公

序效益不彰和有欠公平。但問題是這個制度本身它可能存在一

義。這個第一點。

些缺點，但如果我們一斬了它的時候，可能會一法立，一弊
生，可能引起其它更加多問題，因為，哪個把關呢？點樣去確

第二，就是在這個明確規範入職條件裏面，其中第二點講

定這個需要有晉級開考，點解不用晉級開考？會不會令到那

到關於工作經驗的證明方式，法案建議統一以僱主發出的文件

個，即是制度上面出現了漏洞？有官員可能理解成要晉級開

作為證明。其實這裏我想清晰下，即是話那裏寫著清晰對方工

考，有些理解成不要晉級開考的時候，這個會出現，將來會出

作年數要求等等，統一以僱主發出的文件作為證明。其實那裏

現好多矛盾。我想這方面有沒有足夠思考呢？我希望司長解釋

有少少問題，我真是不清楚。僱主證明你做了那麼多年，不代

下。

表你可以，可能被炒魷魚。因為現在的僱主都有良心，一般就
算不歡而散，你叫寫證明，都寫證明給你：某某君曾經在我那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見到在理由陳述裏面就著重講三

裏做過甚麼職位。其實，他可能計盤數 wrong 咗，或者做甚麼

點，三類。你就針對這三類，三個問題。我們現在在這個引介

衰了，即忠厚的僱主，一般你叫到──即澳門地方小，講不定

這裏，就講了四個方面。四個方面是包括前面一至三，第一到

請不到人都要請他，下次── 一般寫都中性。你就拿張這樣的

第三就是那三個問題，多了第四塊東西出來。第四塊東西，我

東西就當他有這個資格，會不會兒戲點呢？當然，這個將來都

現在接下去我都接不到下去。我相信一定有理由，但是這個是

會，細則性的時候會問，但是我見這裏這樣寫，我想問下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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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我理解有錯？不是好嚴謹。有好多方法。這個第二

首，應當好清楚公務員隊伍建設在整個特區所佔的位置以及重

點，第二個問題。

要性。

第三個問題，即是在第四，講到在第四那裏，規範這個統

司長，這一屆的政府歷時兩年，到今日才提出第一個針對

一管理開考。我見司長都細致想到統一這個管理開考、明確規

公務人員發展的法案，不知你怎樣睇這一個時間？但是對於廣

範，一點就是綜合能力評估開考。另外，專業或者職務能力的

大的公務員來講，不合理的制度一秒都嫌多。但無論如何，有

評估開考，這個真是好科學，但是我不知綜合能力評估開考裏

改變總好過一成不變，因為可變的機會真是可遇不可求，對不

面有沒有包括這個心理測試？即廉潔、誠信方面，這個做官會

少的公務員來講更加是難能可貴。公務員都非常珍惜每一次機

不會做貪官，將來？點解？私人企業有做，問下你這樣，問下

會。希望可以盡最大的努力，最全面去完善制度，與特區政府

你那樣，即是都要問。這個人適不適合做這個職位呢？即是會

共同奮進。

問下你屋企點啊？等不等錢用啊？有沒有，即是賭場你一定不
回答，有沒有去賭場？即是做財務一定會問這些。做工程，又

特區政府對於今次針對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的修改，不少公

會問一些：這些東西你怎樣看法？如果這樣會塌，你會行先還

務員都抱有一定的期望，對於你亦都是寄予厚望，但是能不能

是走先？還是叫人走先？安全主任那些一定問這些。你的綜合

夠達到眾望所歸，相信關鍵亦都是在你的做法。你點樣想，點

能力評估裏面，有沒有考核市民關心的這個公務員將來會不會

樣講，點樣做，居民以及廣大的公務人員都是聽在耳中，睇在

貪污腐敗？會不會不作為？會不會來吃、來混？搏拿份金飯

眼中，更會記在心中。

碗，無上進心？會不會符合你精兵簡政那些以兵皆能戰的那
種？會不會有這種這樣的評估，在這裏開考呢？我覺得如果不
是的話，就配不到你的施政。

司長，今次的修改在理由陳述是這樣講的：公務人員職程
制度是在公職制度體系中最重要，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制
度的檢討以及完善必須是顧全大局，不應該是倉促而為，特區

即剛剛議程前我講精兵簡政，國內精兵簡政就不是凍結人

政府經深入研究以及評估認為分兩個階段全面檢視職程的制

員，不是減省人員，而是點樣去用一些真是有上進心、肯做的

度。顧大局當然是好，但是大家都好想知道，職程制度只是一

公務員。一打仗要能勝的，這樣那樣的東西，不知有沒有？

部法律，到底要顧全甚麼大局呢？用了兩年的時間去檢討還是
倉促？一個法律制度的修改是因為存有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

三個問題，一陣間再問。

才要修改，為何明知有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仍要分階
段，要等呢？

唔該。
講到修改的內容，睇完裏面的內容，我都覺得是有進
主席：宋碧琪議員。

步。例如在優化晉級的程序，這方面確實是節省了程序，讓公
務員都不用盼那麼長的時間。但是對於公務員來講，發展才是

宋碧琪：多謝主席。

最重要，亦都是人心所向。在過去社會亦都是一直批評公職制
度好多不公平的地方，不少的公務員的發展是受到一定的壓

司長：

抑。尤其在晉升方面，有不少的公務人員反映，譬如有人是由
技術輔導員變技術員，再變高技，再到處長。但是有些就做足

對於公職內部的管理問題，相信以你在公職那麼多年工作

十年，攞凳子排都排不到，難道真是有人比較優秀？點樣構建

經驗，亦都相信你心中有數，但若要講到廣大的公務員想甚

一個公平的晉升發展制度，相信是現時廣大公務員最急切的訴

麼，要你做甚麼，不知你心中又有幾多？

求。但是這些不公平的制度，點解在今次又無排上首位？到底
政府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才可以打破這一些不公平呢？我希望

司長，不知你記不記得在你第一次來立法會做施政辯論的
時候，我與你講過，要以人為本，加強公務員隊伍的建設。尤

司長可以向我們廣大的公務員去講清楚政府的構思、想法，點
樣去做可以令到我們的公務員真是可以心服口服。

其特區政府的發展是有賴於廣大的公務人員，如果公務人員都
感覺不到好，政府點樣會發展好呢？作為行政法務司，五司之

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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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你交上來這個，的而且確，我覺得你不是太多調整。簡單
回應了部份一些當年已經存在多年的一些不公平情況，但是其

李靜儀：多謝主席。

它的公平處理未盡完善的地方，你的步伐是緩慢。且你都交待
不到時間表，亦都一再出現所有的處理上面，令到其他有些部

司長：

門的同事感覺不公平。這個就是公職人員現在他們希望政府能
夠清楚交待你們在整個公職制度的一些修訂、完善方面，尤其

關於今次法案的修訂，其實，其中一個真是好正正式
式，講職程修訂就是關於三個類別：海上交通控制員、水文員

是對於人員公平性處理上面，政府究竟有甚麼計劃以及處理方
案？我希望政府都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回應。

以及地形測量員，這三個要去處理些不公平的地方。的而且
確，這個都是好重要的一點。因為這個在當其時 14/2009，即在

唔該。

做的時候，我相信當年未盡完善的地方，亦都遺留了這部份的
同事他們的職程問題。既有學歷需要，亦都需要一個專業的培

主席：關翠杏議員。

訓，但是在他們的職程薪俸點上面、架構上面，是與某一些相
同要求的職程是完全，即是有一個差異，低了一些。所以其實

關翠杏：多謝主席。

相關人員多年一直都訴求，就是話政府是應該要處理這方面不
公平，而政府亦都理解這方面確實存在不公平，要做，問題就

司長：

是話等了一個那麼長的時間。政府要去處理。今次放上來除了
調整這三個方面之外，其它的部份其實我真是覺得改動或者那

對於現在今日那個公職人員職程的修訂法案，即是對於政

個完善做得不大。即等了那麼長時間，所以，因此除了這三個

府現在提上來的法案，與原來法案比較上面，其實是有所進

你等了那麼多年，終於改善當時一些遺漏的地方有所回應之

步，我相信。我亦都不會話反對，但是我真是覺得好遺憾，正

外，其實廣大公務員他們大家最擔心就是政府分了兩個階

如李靜儀剛才所講，其實我對整個法案，不是對法案內容有意

段。現在你等了這麼多年，明明好多年前已經知道的一些遺

見，我是覺得政府在整個公務員改革上面，那個步伐，到底你

漏，不公平，不盡完善的地方，你都要等了那麼多年去做。現

可以給到社會，尤其是公務員，他會點樣去感覺政府在這一方

在就著下一個階段去整體檢視一些可能人員的一些職程晉升等

面是能夠有所進步呢？其實早前，我今日不是講法案的一些內

等制度，會不會又等多幾多年出來呢？即其實大家會希望政府

容，但是從法案一些內容上面，我比較感覺到一個好強烈的就

去交待這個情況。當然，今次你去做這個，我相信是有回

是關於這個職程制度的修訂，那個焦點都是政府的公共部

應，問題就是回應的部份實在太小，令到大家去想你現在下一

門。其實在這裏就帶出另外一個問題，現在我們在政府的聘用

個階段真是不知你的工作開展做成點樣。而好重要，必須強調

制度上面不是只有單一公共部門，還有好多其他特別專有制度

的一點就是你現在政府在好多次回應，在公職裏面不同機

聘用的公職人員。這些制度長期以來，大家都希望能夠統

構，甚至乎不止一般職程，有些專有職程，本身政府都講了我

一。政府亦承諾過通過改革去改善這些情況，但是最近我們接

們的方向都希望人員之間要相對公平去處理。我們在制度上面

二連三見到政府的一些修訂或者一些工作上面所表現，這些制

要趨於統一或者趨同，公平一點。問題就是話在整體處理上面

度仍然繼續存在。好似新開的統一開考制度，就一樣有不公平

又無，例如好多時候在做法上面，最簡單，大家都會知道，民

的對待。如果這樣睇下去，包括現在這個法律所出來的結果和

署人員，其實政府好多年前都會講，這些公職人員，我們都是

後果，我覺得政府似乎真是沒有有效去回應將不同制度統一對

希望在制度上面對他們公平一些，會有一些公平處理、統一處

待這一個問題。在一些新的法律制度上面，點樣體現出來？我

理的做法，問題就是實施的時候，再有些實際做法就會將他們

即是好想政府在今次，我知道你這個法案無在這裏去講，而且

排除開去。而政府的解釋就是話他們專門，他們有專有職

裏面我似乎睇到，隱隱約約，尤其是好似第 7 條，裏面有一些

程，有自己的職程制度，於是乎有一些是調整一般職程，或者

條文，倘若不是公共部門一些人員參加某一些開考的時候，他

是基本上公務員其它部門在動的時候，就會忽略了這一些其他

的待遇或者有關的，可以講話是不是等同上一次，即那個公開

專有職程的人員，在這裏你就會形成更加多的一個，又一個新

招聘這樣。非公共部門人員又有不同的對待？所以我好想司長

的問題。你明明話會公平對待我，但每一次動又不見你們去處

你在今日講一講政府在整個公務員系統改革上面，即使有先後

理。類似這些那樣的制度上面，究竟政府的步伐是點樣？因為

次序，你都讓別人知道你的目標，即會知道你稍後你會點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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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年出現一個問題，是比較明顯的問題。

覺得這個真是好遺憾，我看不到有甚麼進步。希望司長可以做
一個解釋。

另外的一些修改，就是我們亦都是基於那個簡化程序，希
望可以對公共部門是減輕那個運作的負擔。一陣間我請高局長

唔該。

介紹一下我們分兩階段那個對公職制度改革的計劃。其實我們
之前在施政那裏已經講了，不過今日我們會再向大家介紹一

主席：梁榮仔議員。

下。亦都會請高局長介紹一下我們現在那個審查文件那個晉升
開考的情況，點解我們考慮不用開考的方式去做這種晉升，我

梁榮仔：多謝主席。

們那個，想法是甚麼？會對部門那個運作帶來幾多方便？在整
個公職制度的改革方面，我們的確是分了兩個階段。無論在職

司長、各位同事：

程制度的改革，或者是我們公職人員《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
則》改革，我們都是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們是配合之

今次政府拿上來那個表決，我就好，即應該是贊成。他們
起碼都有個一般職程變為特別職程，起碼都有些人工加下。

前我們推出的統一招考的制度。我們今次做這一個比較小的修
訂，不是大的修訂。我們是希望公開招考可以行得更順，因為
招考亦都涉及入職的條件，亦都涉及到一些晉級的東西。所以

去年我都聽過高天賜議員講過，這些這樣的職程，政府每

我們在這一個方面是希望先做這一部份可以做得到，比較快捷

次有兩個或者三個拿上來表決，我覺得是對本身政府部門裏面

可以做得到的部份。因為制度的建設，我的看法它是影響大

那些工作人員是非常之不公平，令到市民或者社會，令到好似

局，制度改得不好，會影響到整個公務員體系。我們以能力為

覺得政府部門那些職員或者那些人員好似攀比，鬥加人

導向這個職程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我們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

工，鬥，去政府攞著數。我講比例，就講講，一般職程現在

我剛剛所講的我們的評核，我們的晉升，我們的培訓，我們的

有，譬如工務局的巡查、稽查，房屋局的稽查，民政總署的稽

薪酬，我們的招聘等等，都是在這個職程制度一籃子裏面所涉

查，環境保護局的稽查，他們都是一般性，一般職程，但是他

及到，是全部的制度。所以我們亦都是，與《刑法典》的修改

們做的工作不是好似一般的職程。譬如好簡單，他要告人，他

都是一樣，我們有一部份，《刑法典》是修改一個章節，我們不

返到寫字樓又要做文書，分分鐘他要上法院。那些部份，我想

是話整個《刑法典》都檢討好才拿上來。我們希望做得到，盡

政府應該都要考慮他們那個職程。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在 17 年

快做到。有一些不公平的現狀，盡快改變了它。

就應該全盤討論這個職程，唔好話三兩個拿上來討論。變了是
對，那個部門的公務員，或者市民睇落是一個非常之不公

而我們在施政當中亦都有承諾我們第二階段是會在 2017 年

平。好似尤其是有些市民不是好明白裏面的《公職法》那個職

完成檢討，而展開諮詢。而在我們剛剛提到《公共行政公共人

程的問題，好似在攀比。我睇過好多的市民有一個反應就是他

員通則》裏面第一階段的諮詢已經是完成了，現在做緊分

們在鬥加人工。這個加了之後，那個又想加，即是這樣令到公

析。而第二階段諮詢亦都會在今年就會做完剩下的《公共行政

務員在外面的聲譽不是幾好。我希望司長能夠在 17 年盡量全部

公共人員通則》剩下的所有部份。

那個公職那個一般職程，來討論下特別職程的問題。
因為制度的建設，我覺得要我們在短時間，要政府在短時
多謝主席。

間裏面做完全部，我認為，從慎重的考慮都是比較適宜繼續用
先易後難，先解決解決一些明顯的問題，容易解決的問題，然

主席：請司長回應。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的提

後再整體全面去分析，是比較有利以及比較科學。

主席：

問。
我下面請高局長再補充下。
我們今次拿出來的法案涉及三個特別職程的一些調整，這
個亦都是，剛剛有議員提到，它因為是一個長久以來都發現在

行政公職局局長高炳坤：司長、主席、各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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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既然公務人員已符合了條件晉升，點解還要做一些這樣的行
政工作，可能是阻礙他的晉升呢？又或者這些這樣的工作相對

職程制度本身牽涉到除了職務的內容本身，亦都牽涉到評
核、晉升。大家剛才提到，非常之關注到，亦都牽涉到培

來講未必有這樣的效益，我們針對這兩個部份而提出去進行這
個文件審查的那個方式來這個晉升。

訓、薪酬的部份，而我們點解要分成兩個階段？其中我們針對
招聘制度上面這個改革，在我們頒發了那個行政法規之後，其

還有一個就是在那個，我想強調一點就是有關有議員提出

實仍然遺留一些問題，是需要通過職程制度的修改才能夠全面

我們現在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未必是符合廣大公務人員的

改革這個招聘的制度。所以今次有關的內容，招聘制度本身相

期望。事實上，我們公職局本身或者我們特區政府亦都經常與

關的部份是主要針對這個部份。而在三個職程過程當中，剛才

各個公務員團體去聯繫，亦都每一個諮詢，我們都搞了一些諮

有議員提到，究竟幾時是應該一般職程，幾時是特別職程，包

詢的會，聽取公務員的意見。在今次這個法案修訂當中的

括還有就是點樣去計算他們的薪俸本身的一些標準或者依

話，就著各個公務員提出的意見上面的話，基本是認同我們今

據？它裏面牽涉到在現有的法律制度當中的第 20 條，因為裏面

次那個修改的內容。至於就是話修改的規劃的話，我們現

提到一般職程和特別職程，幾時要設立特別職程，其實需要通

在，我相信去年各個公務員團體或者公務人員可能不少他都收

過一個職務分析的工作。現在我們點解只是提出修訂三個特別

到我們一些問卷的調查，是進行了一個有關評核，有關晉升的

職 程 ？ 我 們 全 面 去 分 析 過 14/2009 號 法 律 所 規 範 的 特 別 職

一些研究。

程，根據甚麼因素去分析呢？主要分成兩個大的部份，一個部
份就是那個職務的複雜性，另外一部份就是話擔任職務所需要

我們未來會在一些這樣的科學的研究基礎底下，我們會再

的資格。而職務的複雜性包括好多的因素，裏面包括就是他本

進一步提出諮詢的問卷，尤其是針對公務人員那個職業發展的

身那個工作的內容，所使用的方法，相應的責任。我們全面分

部份。

析了 14/2009 號法律當中的各項特別職程，而得出的結果就是
我們認為這三個職程本身對比於相同類別的職程以及一般職程

有關剛才麥議員提出那個僱主文件的部份，因為其實

的技術輔導員是有差別。以及對比相同的特別職程的時候，相

14/2009 現行規定是包括兩個部份，一個部份就是僱主證明他工

應的特別職程與它比較了之後，是應該將對這三個特別職程有

作的經驗，另外一個部份就是他自己聲明他有這樣的經驗。現

所調整。我們是按照一個比較科學的方法對每一個職程。我們

行的法律規定是這樣，我們今次主要針對就是，只是保留僱主

都有瞭解過他們所擔任的職務的複雜性，所以，問我們點解要

那個經驗，統一。因為自己聲明那個經驗的話更加比僱主去聲

調整這三個或者點樣去設定他們的薪酬，可以這樣簡單的解

明他那個經驗，相對來講，是來得客觀。但是經驗本身只是一

釋，就是一個橫向的比較和一個縱向的比較。橫向的比較就是

個參加考試的一個條件，而這個條件，本身的話亦都相應要通

本身相同特別職程當中裏面牽涉到的一些相似的地方，而縱向

過綜合能力考試，亦都需要通過專業能力考試來去判斷他這個

的比較就是與一般職程裏面的比較，因為相同學歷要求的高

這樣的經驗是不是反映在這個相應的考試成績，或者他們的經

級。一般的技術輔導員要求中學畢業，他可能就是特別職程裏

驗是不是在那個考試過程當中是能夠充分體現。所以我們今次

面牽涉到其它的一些培訓的要求以及相應其它專業的一些要

的修訂主要針對一個報考的條件上面一些經驗的要求，讓那個

求。

報考者在一定的工作經驗年期下可以參加這個考試，而不是最
終的話只要有這個證明就可以聘用他。另外一個部份就是關於
而關於那個晉升開考上面，點解我們今次提出這個取

那個考試的內容部份。我們綜合能力考試主要針對是一些法律

消？其實現在我們的晉升本身經過程序主要是針對公務人員的

的基本認識，以及一個語言的邏輯，以及一些數理的邏輯，主

工作時間，他們所得的評核，還有就是培訓的時數，其實這三

要是判斷擔任這個公務人員本身所必須要具備的一般能力。而

者是在現行法律明確去規定了。而每一個公共部門亦都是只要

在那個專業考試當中會針對那個職務的特性，需要的筆試，可

符合這個法律所要求的對象的話，都會按照這三個條件來安排

能面試，再進一步加那個心理的考試。因為會針對那個職務的

公務人員的晉升。但是現有制度下，本身最主要是話即使符合

特性而決定他是否需要那個特別的心理考試，我們那個考試的

這三個條件都要經過一個行政的程序。這個程序都有一定的時

內容主要是這樣去劃分。

間，都需要半年左右，而且當中的行政的工作亦都不少。我們
今次提出將這個晉升開考改為這個文件審查的方式，主要是針

針對那個現行職程制度適用範圍的部份的話，事實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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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程制度，是以一般職程以及特別職程這樣劃分。這個主要

剛剛梁榮仔議員講得好清楚，現在有些巡查，民政總署亦

是針對我們特區政府普遍適用的一種制度。而一些部門可能就

都有些稽查。環保局還有其它政府部門，他們工作的性質已經

是針對他們自己人員那個專業的範圍而制定一些專有人員的通

因為社會的複雜性、變化性已經不同，學歷都高了。你現在去

則。這些專有人員通則本身主要是規範因為他本身有這樣的特

對比，請問你，你一個經濟局的督察，現在與一個所謂海上交

性，職務內容，包括可能他那個其它一些專業的要求，可能引

通人員裏面的對比，有沒有做過？有沒有真是公平性？有沒有

申出來的就是有一些其它特別的規定。現行的制度分成這兩個

與他們前線溝通呢？無，我相信無。點解？因為有，他們不會

部份。而專有人員職程當中與這個一般制度當中那個配合上

找我。所以我好希望在一般性，這樣的做法，尤其是你們這樣

面，今次我們的修改亦都有作出相應的針對性。事實上，我們

講話好明顯需要修改這三個。不單只是擠牙膏的形式，拿來我

在這個適用範圍上面，已經作出了修改，讓民政總署的通則本

們立法會，只不過不知你們點解費那麼長時間才發現，竟然可

身適用的人員未來亦都可以適用去那個統一開考本身相關的制

以講好明顯需要修改這三個？這個我好難接受。我好希望是整

度。

體性，不講其它環節，例如評核、投訴機制那方面，不講這
些，現在就是講一般性以及特別職程。任你講而已，特別就特
而另外一個部份，我們點解無去做出全面的修訂，而讓所

別，給我感覺就是這樣，我好難接受。所以你們一定要有個界

有專有人員通則和一般制度是一模一樣呢？主要我們考慮當時

線。以及你們一定要知道，如果你認為公務人員是你們最重要

制度設計的原意。一般制度是普遍適用，而專有人員通則是適

的資源，你一定要知道真實，不只是憑每一個局，收了些文件

用於某些部門專有的特性下而去制定一些通則。我們保留這個

之後分析就這樣算數。你一定要現場看，究竟他們做緊甚

這樣的原有的設計底下，讓一些專有人員通則可能出現一些不

麼。你知不知現時一日，現在海上交通人員是做緊甚麼工作

是好公平的現象。今次我們那個修訂亦都包括了相關內容的部

呢？我相信局長未必知，或者你講些來我們聽下，因為好多人

份。

都聽緊。所以我好希望在一般性的情況之下，局長你真是要話
給我們聽下，究竟你將來會不會好似擠牙膏，又拿多兩個，過
多謝。

多三年又拿多三個？我現在與他們溝通的時候，你無加
280，加到 280，乞緊你 20 點，讓市民看，就好似些公務人員

主席：高天賜議員。

貪心。好似梁榮仔這樣講，貪心又要多點，其實不是，因為裏
面有不公平的情況在這裏。你搞清楚一個環節的核心，才搞第

高天賜：多謝主席，多謝司長以及局長的回覆。

二樣東西，不好混亂甚麼評核、投訴機制。其實這三塊是大塊
東西，好大塊，好複雜。如果你炒在一碟拿來，拿自己來

其實你們都盡量去解釋，但是解釋不到一樣東西就是其實

搞……

整個修改的出發點就是點樣穩定公務人員那個隊伍的士氣以及
他們工作的位置。

所以現在我好希望，在一般性，亦都好希望在細則性，你
們回去研究。究竟每一個現在現時的公務人員他特別的工

今次的修改好明顯，剛剛我都講到，因為流失好高，最後

作，你們有沒有體恤到那個複雜性，那個嚴格性，那個要求性

那次海上交通人員開十幾個位，入得九個。即換句說話來
講，其實那個工作要求嘅複雜性，這樣的修改，你們現在確不
確保到將來可以穩定到那三個職業，會不會解決到那些問
題，那個關鍵在這裏。好似局長講話，不知司長還是局長剛剛

以及那個流動性啊？點解那麼多人，有些行業雞飛狗走？點
解？你們有沒有留意啊？你們要睇數據，點解那些人不肯做
呢？海上交通人員無人肯做，點解呢？不吸引，行業不吸

講，好明顯今次的修改是明顯需要修改這三個。其實不是明

引，點解不吸引呀？這些東西你們要做，不只是坐在辦公室開

顯，已經是十幾年，如果需要追，到最前，十七年都有。因為

冷氣，就整點東西出來。我好難接受這些這樣的東西，因為實

有好多因為他的獨特性。督察，好似剛剛我都講到，旅遊

際的，現實的狀況，不是這樣東西。

局、勞工局、經濟局那些督察的複雜性，你一日不去解決他們
那個工作的性質以及細節……究竟你們在分析的時候，有沒有

唔該晒。

真是去現場實地裏面……只是靠局長那些信息，你分分鐘有蕉
皮，你有蕉皮收。實際上有沒有反映真實？這個是關鍵。

主席：崔世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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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清楚。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在要求裏面除了一封證明文件之
外，其實應該要他提供一個參考人，舉薦人又好，甚麼東西都

司長：

好，或者公司的負責人。你可以與他聯絡的時候，這樣就確實
可以拿個比較全面的，掌握情況。這個都希望司長可以考慮一

都想拿幾個數據。

在你引介裏面第一樣就是修訂三個職程的薪俸點。我想問

下。

唔該。

問就是政府話了已經是全面分析了 14/2009 號法律之後，發現
這三個職程需要補充。我想問問就是除了這三個職程，其實你

主席：請司長回應。

有沒有發現其它職程，你覺得都需要補充？因為事實上真是統
攬了全局，知道確實真是這三個，我們沒有從這三個考慮。其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議員的提問。

實亦都可能有些崗位在不同時間確實會有些問題存在，無人肯
入這個職，因為其它市場裏面有個供求的問題。當出面可能有
些工作已經好穩定的時候，他未必願意入來政府，或者調返轉
頭。所以這個市場效益的情況你們可能都會考慮。但是我想知
道就是究竟是不是還有其它的你會，即是遲點真是好似讓人講

其實我剛剛都提到我們那個對職程的檢討，對公職制度的
檢討是分兩部份。今次是第一部份的提案，而第二部份就會包
括所有的特別職程以及一般職程，包括我們評核、晉升、培訓
等等制度全面的檢討，是兩個階段。

中，即是你擠牙膏這樣，還是在一定時間內我就是這三個？變
了一個感覺就是階段性你做事情，其實這個可以接受，但如果

而在目前來講，第二階段那個工作已經是展開了，已經是

確實個個月都有新的東西，大家才會擔心。
有一些研究以及數據的收集工作已經是做緊。按照我們施政的
還有一樣我想知道就是這三個職程裏面，其實總共牽涉到
幾多人呢？以及政府，如果我們通過的時候，這個對我們的預

鋪排，今年的年尾，我們是希望有一個方案可以提出來是徵詢
廣大公務員的意見。

算會有幾多增加呢？在這一部份其實我都想瞭解下。
我們每次做這些制度的修改，職程的修改，我們都是會做
至於第二點，明確規範入職的條件。裏面其實你有個說法

職務的分析。剛剛高局長提到我們橫向、縱向的職務分析，一

就話法案建議明確規範這個入不同職級的人，他的學歷需要就

些比較性的工作，以及我們亦都會是諮詢公務員、公務員團

是與擔任的職務相稱。其實這個我有少少想瞭解，是不是現在

體，當然是包括我們部門，公共的意見，這些全部都是有聽取

我們好普遍性，已經有好多人入到某些職位，是確實與職位不

大家的意見以及看法。

相稱，這個我想搞清楚。
我想有一些細節，亦都多謝崔世平議員提到，剛剛關於那
還有一個就是剛剛亦都有議員指出，就話好多時你叫僱主

個僱主證明的細節的東西。至於一些職務分析的細節內容，主

發出一個證明文件話他做得怎樣，真是有可能在澳門是一個人

席，我想如果在到時入到委員會討論的時候，有需要我們可以

情社會，好多時候雖然叫你離職，但是都會寫一封信比較 OK

再細節性提供一些資料我們是點樣做職務分析，可不可以？

點，因為其實都知道就是地方細，傳出去不是好聽的時候，他
好難有第二份工。其實在好多其它私人企業的做法就是除了他

主席：可以。

發出一封證明信之外，其實應該有一個，你們可以要求一個聯
絡人的電話號碼，有關人士。其實你都可以睇完信之後再可以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

跟進到對方某一個人，即以前僱主的一個聯絡人，因為這個聯
絡人可以給你一個更加全面的瞭解，掌握情況。可能會寫，寫

主席：各位議員：

得一般，因為他那間公司可能為了公平起見，不會讚人又不會
彈人，但是你打完電話之後，發覺原來他高度讚揚這個同
事，可能你就快些請。可能他有第二些意見，你亦都可以掌握

現在一般性表決《修改第 14/2009 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
制度〉》法案。

N.º V-105 — 4-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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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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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能整合至相同部門。或設置良好協調機制，強調政策的協
調和政府整體的目標和優先性，使各項政策及其配置能夠相互
（表決進行中）

協調、配合，令政策過程不斷完善。逐步優化內部組織架構和
人員配置，從而有效落實各項施政方針、政策和持續提升公共

主席：通過。

服務質素。

有沒有表決聲明？

警察總局職責為指揮及領導其屬下警務機構──治安警察
局及司法警察局執行行動，一直致力確保特區的公共安全及社

這個法案交給第一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審議。

會秩序。警察總局作為內部保安體系的組成部份，《澳門特別行
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賦予警察總局局長行使聯合行動指揮官

在此再次多謝陳司長及各位官員出席會議。

的權限，當發生內部安全危機時，能指揮及領導各部隊及部門
執行聯合行動，從而作出有效的反應及恢復社會的正常秩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序。惟警察總局目前不具法定的民防職責。

主席：各位議員：

保安協調辦公室負責編製民防計劃及協調民防宣傳。為更
有效開展民防工作和進行民防宣傳，以及協調各類型災害或災

本計劃現在休息的，但出席下一項議程的官員希望我們繼
續，因為他們在一般性表決後要參加別的活動。所以，現在進
入第三項議程即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第 1/2001 號法
律〈澳門特別行政區警察總局〉及第 9/2002 號法律〈澳門特別
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法案。

難事件的應變計劃或預防工作，達致社會資源的集中整合和行
動的優化配置，特區政府決定將民防職責納入警察總局，新增
警察總局負責籌劃、協調和監控民防體系的職責。同時，由警
察總局負責向安全委員會提供技術、行政及後勤支援。

把保安協調辦公室併入警察總局，不僅可避免職能相近的

以立法會的名義歡迎馬局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

情況，更有益於警察總局整合相關資源，加強統籌協調的角
下面請馬局長引介法案。

色，對澳門特別行政區進一步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將更為有
利。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多謝主席。
是次法案建議修改第 1/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警察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閣下，各位尊敬的議員：

總局》，新增警察總局負責籌劃、協調和監控民防體系的職
責。同時，法案亦建議撤銷保安協調辦公室，以及修改第

本人現向立法會引介《修改第 1/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
政區警察總局〉及第 9/2002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

9/2002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規定由警察
總局負責向安全委員會提供技術、行政及後勤支援。

綱要法〉》法案。
以上是修改相關法律的原因，現謹呈立法會審批。
為配合本屆政府以構建“一中心、一平台”為未來發展定
位，特區政府以精兵簡政的策略，積極推進各項改革措施，提

我的引介完畢。

升行政效率及施政水平，達致善治的目的。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在推進精兵簡政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因應施政的實際情
況，從理順部門職能和精簡行政程序入手，有序地規劃部門的

主席：多謝馬局長。

職能分工及架構整合工作。相關工作以戰略目標為導向，以政
策的內在關係為基礎，透過政策整合與服務整合，把關係密切

下面請高天賜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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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那個好處，或者我們簡單點。因為目前，首先我們講
講，就目前，警察總局局長就有那個行動，聯合行動指揮

總局局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權，但是實際警察總局裏面就無這個職責。併了入去，第一就
是那個協調性，因為我們會快好多。第二就是會因為有些，譬

今次原則上這個合併我是支持，只不過有一條問題，想問

如裏面現在保安協調辦公室有好多職能，譬如統計的工作，其

下各位，解釋關於需要的時間來去做這個合併，尤其是人員那

實在警察總局情報分析中心裏面的統計，都是有重疊。如果將

方面。因為在 9 條的 A 那裏就講明跟公職法裏面的限期，這

他們併了入去，我們的資源會是共用，以及快捷性會比以前更

裏，其實原因是甚麼呢？以及需要預計整個合併會要多少時間

好。

呢？初步我有這些疑問。
多謝。
唔該晒。
主席：高天賜議員。
主席：請馬局長回應。
高天賜：多謝回覆。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關於那個合併那個原則，或者我們
可以請法務局吳志強廳長回應。

關於剛剛法務局的回覆，其實在這個條文是看不到出
來，是有些人員在其它政府部門，他們是因為調派其它部門來

法務局法律翻譯廳廳長吳志強：主席、各位議員：

去工作。除了這些情況，還有沒有其它的會遇到這個問題，除
了在其它政府部門做緊東西未回去總局那裏。

新增這條條文 9A，主要擺在法律那裏，主要就因為它本身
涉及與公職一般制度的。關於譬如派駐或者徵用那個時間是會

另外，不知你們有沒有個數據，關於有幾多人在其它政府

有區別或者不適用，所以就會基於這個是屬於公職法律制度的

部門呢？他們因那個委任的時間，當然那個委任的時間亦都可

主要制度的部份，所以適宜擺在法律那裏，就不是擺落行政法

以續。但是初步委任的時間，你們預計，有沒有這個數據，有

規。

幾多人在外面？

多謝主席。

唔該。

主席：梁榮仔議員。

主席：請馬局長回應。

梁榮仔：多謝主席。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多謝主席。

局長、各位同事：

我們有請趙汝民協調員解釋這一方面。

我是想瞭解一下保安協調辦公室已經成立了有十多年，在

警察總局局長辦公室協調員趙汝民：多謝主席，多謝局

這個時候，你們合併它，局長你覺得合併了之後那個利弊處在

長。

哪裏呢？可不可以介紹下讓我們知道呢？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們本身警察總局人員組成裏面，其
多謝主席。

主席：請馬局長回應。

實最主要是幾種：

第一個，就是本身的治安警那些人員，另外現時還有司警
那些人員。將來修改了之後，加強了民防之後，另外包括可以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多謝主席。

有調動的那些，就是海關，調動消防或者整個保安那些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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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進行中）

身我們有個本身的編制，OK。另外調動的治安警、司警，將來
裏面的消防、海關那些人員的時候，他不是我們本身編制架構

主席：通過。

那些人，是其它部隊裏面調動過來，用派駐的形式。派駐的形
式的時候，本身我們的組織與運作法規，行政法規裏面，原來

有沒有表決聲明？沒有表決聲明。

那個已經有這條，不受到那個時間的限制。因為本身來講，如
果限制的時候，按照一般的公職法，一年之後就回去，令到我

這個法案請第二常設委員會審議。

們工作有受到影響。所以現在修改法律的時候，根據法務局那
個技術意見來講，因為本身那個，我們的法律裏面規定了，就

再次多謝馬局長以及各位官員。

是甚麼呢？將來裏面這一種調動的時候，不受到限制的時
候。一般在公職法裏面規定的權利，所以一定要擺在法律那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多謝主席，多謝咁多位議員。

裏。所以今次將這個條款擺在法律那裏。將來裏面可以調動的
治安警、司警、消防、海關的人就不受到那個限制。當然，這

主席：現在休息 15 分鐘。

種調動的時候，按照法律規定，同樣是我們局長建議給司
長，司長同意了就調動過來。OK？

至 於 現 時 我 們警 察 總 局 人 員 ， 現 在 是 70 幾 人 ， 75 個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人。將來協調辦調了來，基本上我們吸納他的人。現時來
講，有 27 個人左右。裏面都有文職，都有治安警、消防，其他
的海關等這些。是這樣的情況，將來我們都是，協調辦的人併

現在進入議程的第四項即引介、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監管
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入境》法案。

了過來之後，人員會保持這個。
在此以立法會名義歡迎關長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
多謝。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或者我補充少少，關於人員安排那

下面請黃關長引介法案。

海關關長黃有力：多謝主席。

個。

在第 5/2009 號行政法規《警察總局組織及運作》裏面已經
是有寫了在那裏，至於今次就是根據法務局他們的意見，將這

尊敬的賀主席，各位立法會議員：

下午好。

個擺在法律那裏會是更適宜，所以我們是擺了在那裏，原本的
條文在那個行政法規都有。

本澳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每年接待數千萬的旅客。在特
區政府積極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

多謝。

服務平台的過程中，有需要順應國際趨勢，完善相關法律與國
際接軌，以預防和控制各類風險。

主席：各位議員：
因此，特區政府制定《監管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
現在一般性表決《修改第 1/2001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

據出入境》法案，為海關在出入境監管方面，提供法律依據

警察總局〉及第 9/2002 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

和規範，以更好地配合特區政府其他相關法律，包括第

法〉》法案。

2/2006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和第 3/2006 號
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的實施，從而在各個環節

付表決。

相互配合，維護本澳經濟體系的安全穩定，保障澳門特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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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昌：多謝主席。

關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現金或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入境出境澳門時，要向海關作出申報
或披露。因此，旅客不需改變其個人攜帶現金的習慣，只是要
注意是否應作申報或披露。有關制度的實施，合法資金的流動

睇了，聽了關長剛才的引介以及睇了有關法律以及理由陳
述之後，有少少是想澄清一下。

是不會受到阻礙的，因為特區政府會恪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第 111 條規定，實行和確保資本流動的自由。

第一個就因為這個法律寫明是出入境，但是在你們這個理
由陳述裏面第 5 點就寫明旅客離開的時候，如果有關員問的時

最後，為配合該法律日後實施，澳門海關會積極開展相應

候，有港幣，又無講入境的時候，我想瞭解清楚。因為你講出

的普法宣傳活動，增加民眾對有關制度的認識。我們明白，在

入境的這個，但是在這個理由陳述那裏就寫離境的時候，無講

法律生效初期，可能出現居民及旅客認知不足而產生的不適應

入境的問題。這個就是第一個我想我想問問。

情況，但我們相信，隨著宣傳推廣工作的深化，出入境關檢配
套設施的完善，澳門海關可以順利執行有關申報及披露制
度，守好打擊清洗黑錢及反恐融資犯罪的第一道防線。

第二個亦都提到無記名可轉讓票據的時候，是講明有簽名
但無載收款人姓名的支票、本票或者是付款的委托書。但是澳
門我們常規習慣，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好多時都袋了一兩張支票

多謝各位。

在個袋裏，但是無簽名。這個，澄清一點就是無簽名的支票是
不是當是，都是當是票據？是想澄清兩點。

主席：多謝黃關長。
唔該。
請鄭安庭議員。
主席：請關長回應。
鄭安庭：多謝主席。
海關關長黃有力：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剛才兩位議員的問
我想問問一個問題。

其實剛剛都聽到關長介紹話做一個，會做得更加多的宣
傳，令到這個攜帶現金、票據的時候，令到來澳門的遊客可以

題。

首先鄭議員提到宣傳以及過渡期，我在這裏可以簡單向大
家介紹。

更加切實地可以遵守澳門的法律。在這個宣傳方面，我想特區
政府，因為我想在宣傳方面其實會有一個，會不會有一個過渡

本個法案現在沒有時間表。通過了之後的實施時間，我們

期？因為可能在硬崩崩設了一個期限下去，可能會對於，可能

都會建議是一個充分的宣傳期來到去進行這個宣傳。以及我們

在外國來講，好少人對於現金的使用，其實他們是少點，但是

都會考慮到這個，其實所有這些出入境是不會影響本身合法資

對於港澳或者中國人對於使用現金的時間會多點。在這方面有

金的出境以及入境的工作。最重要只是有關的旅客，他要注意

沒有個過渡期，令到我們的市民或者來澳門的遊客，或者中國

如果達到或超過這個限額的數值的時候，他要進行一個申報的

人的傳統，他們有一個過渡期，令到他不會覺得澳門的法

義務。而當他出境的時候，他如果根據法案的建議，亦都是當

律，哇，你一切就切落來，是這樣，變了令到一些對於我們澳

他出境的時候，如果關員去抽查、抽問到的話，他有個披露的

門城市的一些反感？如果可能我們設了過渡期，有相應的勸諭

義務，是這方面。

之後，變了我們的法律可以行得更加順點。
另一方面宣傳，我們會透過不同的旅行社向旅客進行宣
唔該。

傳。另一方面我們要計劃，譬如他是透過一些船、飛機來澳門
的時候，我們都會與有關的公司和團體做出這個宣傳、介

主席：崔世昌議員。

紹。而他本身或者他自己個人在陸路口岸那些，我們都會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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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途徑。同時我們都會建議我們本身那個表格，在網上亦

和 無 記 名 可 轉 讓 票 據 出 入 境 》 法 案 ， 這 個 葡 文 的 title

都可以下載。我們希望可以令到旅客亦都明白到這個是一個國

是：“instrumentos negociáveis ao portador”。這裏我有少少疑

際慣例，去其它國家、地區他都會有相關的義務要遵從，這個

問。因為這個葡文版的這個法案的標題，我覺得是需要對一對

第一個情況。

我們那個法律用語，因為如果是按照中文版的“無記名可轉讓票
據”，剛剛有位議員同事，崔議員就問那個支票算不算是，這樣

第二個崔議員所講到出入境那裏，我們現在這個法案在入

我們就有得對了。但如果按照現在那個法律詞語上面，我覺得

境的時候是一個申報的制度，而出境的是一個披露的制度，這

可能我不識，但是對不到那個字。如果政府有一些特別的想

個在法案裏面是說明了。另一方面，據我掌握的資料，支票如

法，我希望解釋下這裏究竟是講甚麼。

果你未簽名應該就未是。同時你無銀碼，你只是一個支票
簿，這個就未算是在法案裏面規範的內容。

我的簡單介紹到這裏。

主席：請關長回應。

海關關長黃有力：多謝主席，亦都感謝剛才兩位議員講的
情況。

主席：高天賜議員。
第一位高議員講的資料，以及本身的資料庫以及個人資料
高天賜：多謝主席。

保護的問題，在本身的法案第 7 條，其實有相關的規定。我們
會對收集有關資料庫的內容進行登記以及處理。如果他個人是

關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需要瞭解之前他自己的資料，亦都可以根據那個《行政程序法
典》相關向海關進行申請。以及我們本身這個資料庫亦都會遵

在一般性我本身都贊成這個法案。只不過在個人資料裏
面，由於你們會有個數據庫是可以存五年。由於這個亦都是一

守這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就在我們本身是作為一個
記錄的使用，這裏大家可以放心。

個特別的法案，不是一般性的法案，一個特別的法案，規範這
個做法，設立一個數據庫以及一些資料。他個人，你們會不會
考慮他個人都可以申請，知道下究竟裏面存在有甚麼資料，讓

另外，有關唐議員所講到一些法律用語方面，如果主席容
許，我想請法務部門的同事向大家或者講一講。

他定期，如果他想知道，究竟你們裏面寫了甚麼？這裏是不是
應該保障他自己？因為個人資料那個特別法案裏面，他個人本

主席：可以。

身他是有權知道每一個政府部門有個資料在他身上。這裏是不
是在適當的時候，細則性可以加上去，公平這樣處理個人資

法務局法律翻譯廳廳長吳志強：是，主席。

料？
各位議員：
唔該晒。
其實關於那個票據中葡文那裏，確實，現行法例曾經有些
主席：唐曉晴議員。

法例會將票據譯做“instrumentos＂，都會有，或者亦都有些法
例是譯做“工具＂。或者是，可以在到時，日後在細則性討論

唐曉晴：多謝主席。

的時候可以再協調下那個中葡文那個對應那裏，亦都可以考
慮。

關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主席：馮志強議員。
我對於這一個法案，當然是支持，有少少技術上的問
題，希望關長可以向大家澄清一下。

那個簡介那裏講到，因此，特區政府制定《監管攜帶現金

馮志強：主席、關長、各位同事：

今次政府制定這個《監管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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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這個法案，我知道，澳門是一直奉行那個資金自由流

都好個人化，點樣才滿足完整以及滿意到官員的接受呢？我覺

動，現在政府又話要做好清洗黑錢以及反恐融資這方面的工

這個字眼是一個好大的問題。雖然這個可以細則性裏面去研

作，為了防止一些這樣的犯罪行為。

究，但是三個情況，這一種我覺得是值得去思考，究竟你們是
想緊甚麼呢，因為覆蓋的範圍是非常之大？

我想問一問，攜帶現金，澳門，大家知是一個賭城，好多
旅客來澳門都是帶現金入來，是不是？你知，現在那些銀聯卡

唔該曬。

最多刷 5000 元而已，真是暈了，以前 200 萬一張，不記名那些
銀聯卡，現在收緊變成 5000 元一日，對澳門這個博彩業的打擊

主席：請關長回應。

是相當大。同時一些做生意的人，長了年紀，他真是不識用那
些甚麼 卡 ， 銀 聯 卡 ， credit card ， 好 少 用 ， 都 是 用 現 金 交易
多。譬如，我現在不知道，現在政府設定這個攜帶現金上

海關關長黃有力：是，多謝主席，亦都感謝剛才兩位議員
的一些問題。

限，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上限是幾多？12 萬啊？我知，紅色通
道。綠色通道，如果不需要報，少於 12 萬，就行綠色通道，超

首先或者我簡單介紹下馮議員的一些問題。

過這個數額就行紅色通道。只是申報，填張表。如果出境，是
不是又要申請？即是我赢了，我出境，我現在是澳門居民，我

其實這個法案是入境要進行這個申報，而出境是進行這個

出境，用不用報啊？或者牽涉到罰款。我整日身懷巨款，問下

披露。我剛才在引介的時候都向大家介紹了，本身我們是不會

無問題。現在有些，無記名可轉讓票據是指甚麼票據？如果是

影響這個正常的旅客或者過關的人士他攜帶現金的一個工

本票一定是記名，有抬頭，銀行才發，是嗎？無記名即是，亦

作，只是他需要進行一個報備，即申報的工作就得。而當在出

不會出現些無記名的票據啊？

境的時候，如果關員去進行這個調查或者抽查的時候，他要作
出這個披露的工作。

現金票我帶兩張空白支票，出了境，寫幾多都無問題，又
有甚麼作用？沒有作用。我袋兩張空白票出境，出了境我寫一

另外一方面，馮議員亦都關心到這個無記名票據的一些概

億元都得。就算現在 credit card 是無限，知不知啊？刷架飛機

念或者一些情況，我可以介紹給大家聽。根據現時我們澳門特

都得。你可以買架飛機幾億元，即時刷得到出來，你有那麼多

區金融管理局的定義，現金是指流通我們澳門的紙幣、硬幣以

錢在銀行就得。你先打個電話給銀行，我出去買架飛機，真是

及外幣，而無記名可轉的票據是指向一名真實或者虛構收款人

得，有甚麼作用啊？你話對這個反恐融資有甚麼作用啊？你知

簽發，屬無記名或者無限制背書的任何貨幣證券或者票據，例

不知現在澳門人，國內好多人來到，他刷卡是不拿實物，有些

如一些旅行支票，以及可轉讓證券，或者以任何其它形式允許

舖頭只賺你的佣金。在這裏是一個好大的漏洞。根本不是買賣

單憑交付這個可轉讓的收款權利的貨幣的證券或者票據。但是

商品，是過過部機，他賺些 commission 而已。這樣對於這些防

不完整的或者，以及不完整的票據是包括了無簽名但未載有收

範洗黑錢，打擊反恐融資這些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是不

款人姓名的支票，這個本票和付款委托書等等。但是這個無記

是？即是我想提出這些問題。

名可轉讓票據在法案裏面是不包括以下，例如賭場的籌碼、黃
金，以及其它的貴重金屬或者一些寶石，電子貨幣或者其它的

多謝。

電子支付工具。至於這個股票，根據第 4/2015 號法律，澳門已
經取消了這個無記名的股票，因此，股票是不包含在無記名可

主席：高天賜議員。

轉讓票據裏面。

高天賜：多謝主席。

我向大家簡單介紹下這個無記名票據這方面。

另外一個問題，亦都好想關長可以詳細些介紹下。

至於高議員問到關於第 9 條裏面，他要求的資訊，其實在
這個法案之外會有一個，我們會建議給特區政府有個批示做這

其實整個法案裏面，尤其是在罰則方面第 9 條裏面，其中

個本身那個申報表。申報表，他要填寫一些他個人的資料，當

講到話，如果給到不足的信息……其實這個概念是幾抽象，亦

然最重要就是他要清楚地填寫他那個本身帶的價值量，這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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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實現普選特首，讓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填錯了，我們都有專門的人士或者關員去協助他。或者他需要
解釋的時候，我們都會解釋給他聽，這方面，亦都可以希望减
少一些誤會。

我們記得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5
次會議就通過了關於我們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 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和《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人大
常委副秘書長喬曉陽亦都隨即在當年的 3 月 1 日來到澳門行政

我介紹到這裏。

區的東亞運動館進行相關的解釋，指出澳門《基本法》規定行
主席：沒有議員再發表意見，現在一般性表決《監管攜帶
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入境》法案。

付表決。

政長官通過選舉或者協商産生，並未排除將來澳門選擇普選行
政長官的制度。

將來可以普選行政長官是好清楚，一個可以的選擇。行政
長官在 2014 年在他爭取競選連任政綱當中亦都承諾，按照《基
（表決進行中）

本法》規定，穩定、穩步推進民主政制的發展。另外一方
面，本人過去在施政辯論當中亦提到，現在就公開向政府提供

主席：通過。

了一份科學隨機抽樣民意調查結果，證明我們澳門居民當
中，在科學隨機抽樣調查，六成的受訪者是贊成行政長官應該

有沒有表決聲明？沒有表決聲明。

盡快改由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而當中三分之二甚至是
直接認為、認定希望在 2019 能夠實行。而且澳門居民應該有權

這個法案請第一常設委員會作細則性審議。

是直接去，嘗試去提名特首。這份科學隨機抽樣民意調查，現
在仍然可以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網站裏面的“澳門政制發

再次多謝黃關長以及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

（政府代表退場中）

展民意調查專項”裏面可以全部檢視所有的內容。

世界各地的歷史文化條件不同，民主政治的發展當然是需
要配合實況，但是實況可行就應行。而過於保守强行拒絕發展

主席：各位議員：

則是不負責任，必然不利於長治久安。從批判的角度來思
考，澳門特區儘管經濟繁榮，但是小圈子選特首的政治制度已

現在進入第五項議程：討論及表決關於吳國昌議員於二零

經形成了親疏有別、利益輸送，而高官問責從未落實的困

一六年十一月一日提交的要求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召開全體

局。應當及早警醒，及早改變，踢走小圈子，走出困境。有志

會議的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

領導澳門的人，應當接受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舉考驗，接受全
體澳門居民的監督。

根據《議事規則》第 139 條的規定，對於討論是否進行辯
論的全體會議的簡單議決案是有時間限制的。辯論動議的首位

從大中華的角度思考，澳門特區現在被譽為一國兩制成功

申請議員作不超過五分鐘的引介，未簽署申請書的議員可以作

實踐的熱土，更加應該掌握時機，讓澳人實現真普選，證實一

不超過三分鐘的發言，整個階段不得超過三十分鐘。

國兩制的優越性。

下面請吳國昌議員引介。

下一次行政長官選舉將會在 2019 年要進行，要落實普選特
首，就必須經過公開的諮詢，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提請全

吳國昌：是，多謝主席。

國人大同意等等。那麼多的程序必須及早去籌備。而且亦都必
須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親自啓動這些程序。因此，本

各位同事：

人認為現在行政長官就的確應當及早去啓動，在他任期裏面履
行承諾，並且落實由科學民意調查裏面知道的大多數澳門居民

行政長官應盡快啓動政制改革，爭取及時完成程序，於

的期望，爭取在 2019 年特首換屆的時候，在遵守《澳門特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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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陳述如下：

開放行政長官的形成方式，以及建立全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
官的制度，循序漸進繼續推動我們的民主政制發展。

時隔 10 年後，政府重啓在南灣舊法院興建新中央圖書館的
計劃，只是建築成本 9 億，在社會引起極大的爭議。9 月

本人希望透過我們立法會的公開辯論，各位議員在公眾監

初，有關的規劃條件圖在城規會討論的時候，當位的城規會委

督之下暢所欲言，讓行政長官集思廣益，及早為澳門特別行政

員對舊法院大樓這個選址是不是最為適當，亦都是提出了質

區作出決定。

疑。10 月底，政府到立法會向議員介紹新中央圖書館的規
劃，多位議員亦對選址、規模、預算等提出質疑。有議員建議

多謝。

在新城填海區或文化中心和科學館附近選址興建，然而文化局
在未提交舊法院周邊人流、車流、圖書館日均使用量等評估的

主席：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基礎上，就力排眾議，堅持有關的選址。介紹會上每人僅得 3
分鐘發言的時間。為更充分表達意見，以及與政府的直接交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

現在一般性表決吳國昌議員申請辯論的動議。

流，於是提出本次的辯論動議。

舊法院位處於澳門最重要的商圈之一，人流、車流密
集，逢重大的節假日可能實施人潮的管制。2007 年澳門總人口

表決以簡單多數進行。如果申請辯論的動議獲一般性通

約為 53 萬，2016 年年約是 65 萬。入境旅客方面，07 年是約有

過，就進行細則性的表決；如果一般性不獲通過，就不進行細

2700 萬人次，15 年是約為 3100 萬人次。10 年的人口以及遊客

則性的表決。

人數的變化，以及隨之帶來的交通狀況的變化，新中央圖書館
以每日接待 8000 人次規模設計，政府在作出有關的規劃前，有

付表決。

沒有充分評估該區的人流、交通承受力？10 年來，最明顯的變
化就是多了人潮的管制措施，而管制日期基本上為重大節假
（表決進行中）

日，亦都是居民前往圖書館機率最大的時候。屆時由於人潮的
管制，將會是甚麼情景？有媒體做過統計，15 年澳門的公共圖

主席：申請辯論動議不獲通過。

書館以及閱書報室有 86 間，為鄰近地區密度最高的地區。依其
主管部門可分類為政府開辦的有 47 間，社團開辦的有 22

有沒有表決聲明？沒有表決聲明。

間，教會開辦的有 16 間，私人機構有 1 間。除此之外，還有學
校圖書館 103 間，專門的圖書館 80 間，以及高校及專科圖書館

現在進入第六項議程，即討論及表決關於宋碧琪議員於二

34 間，總計為 305 間。而按此密度圖書館的分佈，近年澳門使

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提交的要求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召開全

用圖書館的人次依次是：12 年共 117 萬人次，13 年是 122 萬人

體會議的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

次，14 年是 124 萬人次，15 年是 143 萬人次，今年預計超過
200 萬人次。而按照新中央圖書館的規模設計年度的接待人次

下面請宋碧琪議員引介。

宋碧琪：多謝主席。

是可達到 300 萬，遠遠超過各區使用圖書館的總和。
隨著近年社區圖書館的發展，政府在作出新中央圖書館規
劃前，有沒有評估各社區圖書館的分佈？政府表示香港的中央

各位議員：

圖書館面積和澳門構思的中央圖書館的面積相若。在 01 年啓
動，相當的費用是達到 7 萬港元，本澳的央圖預計是 9 億

今日我所提出的辯論動議的辯題如下：

元。預算較為合理。澳門情況有所不同的是舊法院大樓、舊司
警大樓涉及文物保護，要保留舊法院樓面，並要加上加建，往

政府已在南灣舊法院興建新中央圖書館，選址是否適當？

下挖地庫，情況較為複雜，可能到時費時失事，造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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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就有關選址是不是適當而展開辯論，為關乎澳

參考那些其它不是逼爆的中小城市的經驗，其它不是逼爆的中

門更美好明天的中央圖書館規劃集思廣益，希望此項重大的文

小城市。無錯，你不想浪費資源，投資一個文化建設的東

化事業建設能夠更加科學可行，更加符合居民的要求。

西，希望有人來，好希望有固定，經常有人流的地方，擺在那
裏，所以就擺市中心。但我們澳門就不是，我們澳門市中

為此，本人提出上述的辯論動議，而這一個辯論是在 11 月
提出，當中是夾雜了施政辯論，所以拖到今日。

心，你 1 月 1 號去那裏行下，走都走不動。在那裏還要弄一個
重點投資在這裏。我們本身已經是人流相當多的城市，我們就
應該找一個有人流的地方去開發，而不是好似其它那些並不是

多謝大家。

澳門這樣逼爆的地方，這樣去擺在市中心那裏。我會覺得那個
支持論點基本上是非常之可疑。由於這樣可疑的緣故，我覺得

主席：請各位議員提意見。

是值得，需要進行辯論。

施家倫議員。

主席：麥瑞權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麥瑞權：多謝主席。

宋碧琪議員提出這個辯論，我是支持。無論在城規會或者

我看了那個宋碧琪議員的辯題，覺得好有意思。

社會上都對新中圖的選址存在爭議，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
進行辯論，深化問題所在。而司長亦都可以多聽取社會的意
見，對於政府的施政亦都是有所益處。

政府在南灣舊法院興建新中央圖書館選址是否適當？但是
又是老問題，到現在我們澳門都沒有整體的城市總規劃，點樣
去比較哪裏好，哪裏不好呢？現在一講到這個專業性問題的時

對於建造價是 9 億的問題，雖然政府表示是評估得出，但

候，就不是話你鍾不鍾意食的問題，而是要有資料去辯論。即

是只是給到一個總數，無講明點樣分配，使用是不是合理，性

如果你無這步規劃來講，這裏點解好，點解不好，我們憑甚麼

價比等等這些這樣的問題，令到社會有好多的疑問。所以通過

講呢？但另外就是話，如果不在這裏，在那裏，有沒有一些城

辯論的方式，可以讓司長更加充分向社會大眾說明，究竟 9 億

規的資料是支持在這裏，還是那裏呢？所以對這個辯題來

元預算的分配是點樣用，這些這樣的問題，釋除公眾一些疑

講，出發點我好認同，但是你話究竟支不支持這個辯題呢？還

慮。

有其他議員的提意見，我都聽聽其他議員有甚麼看法。其實最
主要就是點解。你無城規，不是，即是無了總城規的時候，你
多謝。

城市規劃決定了做這樣那樣，你擺這裏，這裏又相關。所以這
個，現在我們在城規會裏面經常討論這幅地該起甚麼，都是遇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對於新中央圖書館的選址問題，我一直關注，亦

到同樣的問題，包括交通問題都是這樣。

唔該。

都有參觀過政府在舊法院裏面安排的展覽。文化局的人員都好
積極，主動走過來介紹下新中央圖書館，尤其是點解要設在這

主席：張立群議員。

裏。就因為，講清楚，所以在這裏，我一定是需要，覺得需要
辯論，原因就話支持的論點是非常之可疑。點樣可疑？其中一

張立群：主席：

個好重要支持論點就是經過搜集資料之後證明世界上所有比較
中小型的城市裏面的中央圖書館都是在市中心，但問題就在於

其實我覺得圖書館，如果要起不起，實在可能是需要，但

澳門那個人流是不是可以與世界上其它中小型城市比較啊？我

覺得在那個地方，你話是不是城規會一定呢？但是澳門的同事

們地方是小，但我們逼到爆晒，是一個這樣的城市。別人大都

永遠都不講城規會的。需要起間，起甚麼公屋在這裏，你肯定

會那些就不需要在市中心。但是我們不好充為大都會。但是最

會同意。你睇下羅德禮西洋銀行，它都重新起。你話做圖書館

低限度我們是一個逼爆的小城市底下，你再在市中心來擺，你

用不到那麼大地方就值得考究，如果用來做為其它寫字樓或者

36

第 V - 105 期—2017 年 1 月 4 日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刊—第一組

這樣，雖然你話人流是逼，但我行過好多次，車就逼，人不

請表決。

逼，所以我覺得行路去睇書應該就無問題，如果坐車去睇書就
有問題。

（表決進行中）

唔該。

主席：通過。

主席：沒有議員再提出意見。

有沒有表決聲明？沒有表決聲明。

現在以簡單多數方式表決這個議決案。
各位議員：
付表決。
今日六項議程都完成了。
（表決進行中）
現在宣佈散會。
主席：一般性通過。
翻譯：翻譯辦公室
現在進行細則性表決，只有一條條文。

文牘：編輯暨刊物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