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一  
Anexo I 

 
以團體名義提出的意見  

Opiniões apresentadas a título colect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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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中學對《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意見稿 

   
現時《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的立法諮詢是全澳焦點所在，本校對立法

表示贊成。以下列出對《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的四項觀點： 
 

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鼓勵中國公民以「和平」的表達方式來對國家提

出意見，懲治公民採用「暴力」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此法案能促進國家和

平穩定發展，並培養學生採用正確及文明的方法來對國家提出質詢及意見。

雖然社會上部分聲音質疑立此法影響公眾的言論自由，事實上，《維護國家安

全法》(草案) 也同時配合《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的各項權利與自

由，『自由』並不是任意的「不受拘束或不受限制」進行評論及發表，公眾應

在法律範圍內享有言論及集會結社自由，並以「和平」方式來表達自己對國

家的意見，此乃立法的重要基礎。 
 

二 自澳門回歸後，澳門不存在危害國家安全罪，現行的《刑法典》對這樣罪行             
沒有作任何規範。因此《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堵塞了這個漏洞，保障國

家及中國人民的安全。立此法可增加學生保衛國家安全的責任與精神。 
 

三 《維護國家安全法》 (草案) 對預備作出叛國 (第二條)、分裂國家 (第三條)、
顛覆中國人民政府 (第四條)、煽動叛亂 (第五條) 及竊取國家機密 (第六條) 
的犯罪行為作出最高三年徒刑的懲罰，可藉此提醒學生預備犯罪的後果，從

而提高德育工作的素質，亦加強學生愛國及保衛國家的精神。 
   

四 本校在德育工作上，亦提倡「愛國家、愛人民」來鼓勵師生發揮愛國精神，

正與《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帶出愛國教育及維護國家安全的訊息不謀而

合：教育學生應以國家為本，用正確的方法來表達對國家的忠誠與熱情，此

乃《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的一個重大特點。例如本校德育中心推行「愛

國教育」課程來加強學生愛國的情懷，教導學生應以「紅藍精神」作為學生

的座右銘：紅色代表熱情、積極向上；藍色代表冷靜、理智，合起來的「紅

藍精神」就是愛國、愛澳、愛人、愛校、奮鬥不息、奉獻社會的傳統精神。 

而且，作為地球村的一分子，當“意圖促進或引發針對國家的戰爭或武裝行

動＂是非理性的行為，因為戰爭令人傷亡，不管在任何國家發生也不被允許。

由此，把這種理念貫徹在學生身上，促使學生認清世界公民的觀念。 
 

總括來說，《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 教育學生發揮「愛國愛民」的精神、

以「和平」方法來提出合理的意見、以及加強學生保衛國家安全的精神，實是提

高學生德育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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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聯學校對第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立法的意見 

2008 年 11 月 

  《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別行政區應自行

立法維護國家安全，這是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的信任和愛護。

為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的第二十三條立法，是澳門特區政

府應盡的責任、光榮使命。 

澳門特區成立九年來，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區政府認真

貫徹落實基本法，全澳居民都感受到祖國的對我們的關懷和在

政策上對我們的支持。澳門在這九年裏，經濟、文化、教育、

社會等各項事業都得以快速發展，全澳市民生活質素得到提

高，社會保障日趨完善。因此，我們感恩祖國對澳門的眷顧，

對維護祖國的完整和安全我們更義不容辭。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長遠來看，現在做好第二十三條立法的各項工作，更有利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保障澳門長治久安。 

婦聯學校作為愛國愛澳的教育機構，對特區政府這一重要

的立法，當然是支持、擁護。我們會利用這個諮詢期作為愛國

愛澳教育工作的契機，向廣大學子宣傳和收集有關意見，藉以

提高年青一代的公民意識和公民素質，對本澳社會的發展和民

主政制發展都十分重要。 

我們在配合特區政府做好第二十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

諮詢文本宣傳和收集意見工作之餘，對廿三條立法提出點點愚

見：1.重解惑度，在第二十三條立法的過程中，要消除公眾的

疑慮，讓大家知道立法是不會改變現在已享有的公民權利、義

務和自由的生活方式；2.重清晰度，既體現基本法的精神，又

不會與澳門現行的法律重疊，條文界定清晰、合情合理；3.重

操作性，特別在預備行為方面，讓執法人員有法可依，對犯罪

者刑之以法；4.重實際性，立法內容能充分考慮澳門特區自身

特點，與澳門社會的實際情況相符合； 5.重長遠性，適合本澳

未來的發展變化，保持法律的延續性，讓澳門的穩定繁榮可持

續發展。 

最後建議：鑑於法律條文內容用語非一般市民常用言語，

日後可否考慮編印提綱撮要式的版本，讓市民大眾讀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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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業中學教師對《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立法問題之意見 

《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澳門特別行政區應自行立法，禁止任何叛

國、分裂國家、煽動叛亂、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行為，禁止外

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行政區的政制性組織或集團與外國的政制

性組織或團體建立聯繫。特區政府依照這一規定，本著維護國家安全這一理

念，提出了《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並舉行了為期四十天的公開諮詢活動，

充分發揮澳門居民的聰明才智，集思廣益，為國安法之立法活動奠定民主基

礎，充分展現了立法之民主化原則，是合法、合理和符合民意的，作為澳門特

區的居民，又是教育工作者，我們都非常關注和重視，紛紛提出自己意見和見

解。現將大家意見收集整理為以下幾點： 

一 《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立法關係到國家的安全，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中國居

民的安全保障，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堅決支持。 

二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諮詢為期 40 天，特區政府組織了多場大型介

紹及諮詢會，行政長官及相關官員出席講解；澳門很多社團也舉行了多場

專題座談會，期間各界人士都普遍支持及認同 23 條立法，並對草案提出

了很多意見和建議，我們認為諮詢時間已經足夠，廣大居民也已經充份表

達意見，因此希望盡快完成立法，以讓居民在一個安全和秩序良好的社會

環境中安居樂業。 

三  對於本澳個別有身份的人士表面贊同 23 條立法，背後卻設法阻擾或拖慢

立法工作，甚至借助境外反對勢力意圖破壞立法的行為，是嚴重違背澳門

居民意願，我們對此表示不滿。 

四  我們生活在澳門特區，有權獲得良好的社會環境，如有發生政治、經濟或

其他方面事情，都是澳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不應受境外無關人士干預。

對於境外人士進入澳門從事與其身份不符，干預本澳政治或民生事務，影

響本澳社會秩序的行為，應立法制止，如有重犯者，應視為不受歡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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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予批准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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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澳門特別行政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理解 

澳門特別行政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 

澳門回歸祖國後，原適用於澳門的葡萄牙刑法典中有關維護葡萄牙國家安全

的法律規定不再有效，澳門現行的《刑法典》僅有維護本地區安全的規定，而沒

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內容。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內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法律也

不在澳門實施，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法律空白。澳門特別行政區根據《澳

門基本法》規定，自行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是填補這一法律空白的需要。  

《維護國家安全法》作為一項單行刑事立法，是對現行《刑法典》作出的必要補

充。澳門特別行政區成立以來，一直採用單行刑事立法的方式規定一些嚴重的刑

事犯罪，例如第 3/2006 號法律（預防及遏制恐怖主義犯罪）、第 2/2006 號法律

（預防及遏制清洗黑錢犯罪）等，因此，採用單行刑事立法的方式貫徹落實《基

本法》第 23 條規定，符合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習慣。 

澳門回歸以來，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百業興旺，都離不開內地各項政策的

支援。事實證明，內地的穩定與發展，與澳門社會的繁榮唇齒相依，密切相關。

因此，維護國家安全，是澳門社會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澳門特別行政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可行性: 

貫徹落實《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的規定，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律，是澳

門特區政府的一貫立場。為此特區政府作了多年的研究和準備工作：早在 2002

年 4 月 10 日，特區政府公佈的《短、中期法規草擬及修改計劃》就將落實《澳

門基本法》第 23 條立法列入該計劃中；2003 年 7 月 18 日，行政長官何厚鏵表

示：“現時在澳門不存在危害國家安全罪，這方面是一個極大的法律漏洞，原來

在這方面的法律已在 1999 年 12 月 20 日自動失效。澳門現行的《刑法典》對這

類罪行沒有作任何規範。這個漏洞需在 23 條立法時加以堵塞。＂在特區政府行

政法務範疇的施政方針中，自 2003 年開始便一直把《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的立

法工作列入施政計劃；2007 年 6 月 20 日，特別行政區公佈《澳門特別行政區

2007-2009 年度公共行政改革路線圖》，將“落實《澳門基本法》有關第 23 條的

立法工作＂納入路線圖工作規劃內。  

在多年的研究過程中，特區政府不僅比較了國際上不同國家有關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律，而且還研究了過去幾年澳門社會各界人士有關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律

的意見和建議，並根據澳門實際情況和法律制度對如何規定《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明確要求的禁止危害國家安全行為罪進行了深入的論證。在此基礎上，提

出了《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諮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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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主要內容 适合民心,顺应民意  

根據《基本法》第 23 條的規定，特區政府建議在《維護國家安全法》（草

案）中規定，禁止叛國行為、分裂國家行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行為、煽動叛亂

行為、竊取國家機密行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

全的行為，禁止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立聯繫作

出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这些主要内容以国家利益为重,有国家的利益才能谈到

人民的利益,这些适合民心,顺应民意． 

    作为澳门公民,教育工作者, 我们完全赞成,支持澳門特別行政區制定《維護

國家安全法》(草案),并期待早日立法． 

                         

 

                     澳门濠江中学分校学术部 

                      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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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之咨詢，我部教聯會老師有以下

之意見： 

1. 支持立法，因為立法完善了一國兩制的大目標，阻止了有意顛覆

國家的人士對國家之不良影響。 

2. 不會與其他法例相抵觸，只有作出對國家不利的人才會擔心因這

法案而受罰。 

3. 對一般市民來說也是好事，因這法案可以令社會更安定，亦可從

中看出人民對國家所表現出的愛國情懷。 

4. 但本法案在操作上及執法上可能存有灰色地帶，必須界定清晰。 

濠江中學附屬幼稚園教聯會 

2008 年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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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立法草案的看法 

                                          正校教聯會 
 
《維護國家安全法》規定: “澳門特別行政區應自行立法禁止任

何叛國、分裂國家、煽動叛亂、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

行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行政區進行政治活

動，禁止澳門特別行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建立聯繫。＂, 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立法草案近日在澳門

特別行政區推出, 現正進行廣泛的諮詢階段, 政府積極聽取社會各

界對有關條例立法的意見。 

有關《基本法》第 23 條, 澳門市民並不感到陌生; 追溯至 2003

年 7 月 1日, 在香港發生的一場多達 50 萬人大遊行, 此舉乃是香港

市民為了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立法而發動的大遊行, 引起大眾的關注, 

最後香港政府亦把廿三條立法暫緩; 究其原因, 香港市民普遍對有

關條例瞭解未夠深入, 且當時香港受 “沙士＂ 的影響, 被世界衛

生組織宣佈為疫埠, 經濟處於極度低迷的時期, 社會動盪, 人心惶

惶, 擔心一旦立法後, 言論自由將被剝奪, 市民對政府的不滿就無

法再表達, 不能再反映訴求, 此實為市民對條例的誤解而產生的懼

怕感。 

澳門在回歸祖國後的九年時間, 經濟得到發展, 治安得以改善, 

此乃受到祖國的關愛與庇護所至; 當國家的安全受到威脅, 國民受

難, 澳門市民就必首當其衝, 遭受牽連。因此, 澳門特區政府具有立

《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 這是彌補現行澳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

法律的不足與漏洞, 而澳門特區自行立法, 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活

動, 亦使實施“一國兩制＂的方針更為全面且具意義。 

作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 首先要自我加深認識, 更應緊握好這一

機遇, 對學生進行適切的國民教育, 避免學生受到一些有關“23

條＂的負面資訊所影響, 透過澳門特區政府、學校教師的正確、廣泛

的宣傳與教育, 從而啟迪學生的思維, 瞭解有關法例的真諦, 讓學

生明白澳門特區政府具有立此法例的必要性, 這對國家、澳門、我們

自身, 以致我們的下一代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以史為鑒, 相信, 我們

的特區政府在進行《基本法》第廿三條立法的工作時, 必懂得深入群

眾, 讓大家對立法瞭解透徹, 取得共識; 從而再通過科學且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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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讓市民得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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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對《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意見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澳門特別行政區應自行立法

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澳門特別行政區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

是全面貫徹落實“一國兩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要求。這點我

們是贊成的。 

我們覺得，特區政府是有義務和必要對有關危害國家的行為立

法。立法的目的，當然是希望避免不必要的事情發生，從預防性的角

度出發──“防範於未然＂，若果真的出現有關《安全法》所提到的

危害國家的行為，有關當局便要堅決執行，以保障國家和特區社會的

隱定，這都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我們作為教育從業者，從教育的

角度出發，更關心通過立法來教育我們的學生，向他們貫輸公民的責

任，探討如何體現愛國愛澳的精神和具體表現。 

 

勞工子弟學校 

2008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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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的諮詢文本自上月廿二日推出以來，正

引起城中熱烈討論，提出了不同的意見和看法。綜觀主流意見都是贊

成立法的。而本校教師亦表示澳門作為特別行政區，對 23 條立法是

體現對國家安全的責任及承擔的憲制義務。 

(一) 履行責任，立法適時。 

綜觀世界各國在其領土都實施有國家安全的法案，也許有

名稱上的差異，但實際為維護其領土安全，都訂有法律予

以保障。澳門回歸祖國已九年了，然而在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一直存在「法律真空」，這正如特首在引介時指出：「維

護國定安全，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澳門也沒有理由等

到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才立法。」國家有了的安全保障，也

是保証特區的穩定發展及居民的安居樂業，因此，23 條

立法是有其確實的須要及迫切性。 
(二) 高度信任，自行立法。 

正如前題所述，立法維護國家安全是世界各國的通例。澳

門回歸後，適用於澳門的葡萄牙《刑法典》中有關懲治危

害國家安全的法律不再適用，內地相關法律也不在澳門實

施，而基本法明確 23 條授權特區政府立法，這是中央政

府詳細考慮澳門的實際情況，更是對澳門特區的高度信

任。 

(三) 條文清晰，釋除疑慮。 

《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文本有十多條條文，建議對《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禁止的七類危害國家安全行

為，即禁止任何叛國、分裂國家、煽動叛亂、顛覆中央人

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的行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在澳門特區從事政治性活動，禁止澳門特區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立聯繫，定性為

刑事犯罪，這此規定都是原則性強，相對寬鬆，以判國為

例，處 15 年至 25 年，但在外國如法國處 30 年、德國處

5 至無期徒刑、意大利處無期徒刑。 

   《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的諮詢工作正在進行，社會各界都為此

提出自己的看法，雖然有不同的聲音，如對「預備行為」、「竊取國家

機密」等的界定方式，但相信在諮詢過程中，法律專家、政府官員及

市民能加強互動，相信建制內外能夠進一步凝聚共識，為 23 條立法

奠下良好基礎。 

                          

                                       菜農子弟學校教聯會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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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夜中學《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幾點意見 
《維護國家安全法》諮詢工作日前已展開，本校也配合積極向師生宣傳，收

集到如下意見： 
1. 《維護國家安全法》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澳門保持繁榮穩定的重大法律，

應給予支持。 
2. 《維護國家安全法》很清晰的界定了叛國行為、分列國家行為、顛覆中央政

府行為、煽動叛亂行為、竊取國家機密行為危害國家安全行為與及有關刑責、

適用範圍等等，釋除了很多疑慮和擔憂。 
3. 《維護國家安全法》實際並非拑制言論自由，只要不抵觸法律條文，言論、

示威、集會和結社一樣享有自由，而這些自由也受法律的保障。 
4. 有關“預備行為＂的敘述，建議清楚一些，應明確有贓有證企圖發動叛亂方

可入罪。 
5. 處理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案件是否應制定一些規則，使公正、合理審

訊，又不違反竊漏國家機密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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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華教育會 ： 

 

特區政府於 10 月份推出基本法第 23 條立法草案，對澳門居民

來說是一件好事，她能使社會穩定和繁榮富強，維護國家安全是澳

門特區廣大市民的神聖使命，我們作為澳門居民堅決支持。 

 

我校教職員工經過討論後有以下的意見： 

1. 因大部份市民對 23 條認識不足，政府是否可用多些渠道宣傳此法

案，可以通過書本或宣傳單張，讓多些市民，尤其是學生，讓他

們知道多些關於 23 條的內容。 

2. 關於第十條有關法人的刑事責任的規範提出意見，因當中第六款

規定，無法律人格的實體的成員 (沒有向政府申請註冊成為合法

組織或團體的成員)，如因該團體實施某些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

必須承擔連帶責任。將對那些不知情的成員構成不公平，因當上

述團體的負責人作出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而該團體屬下成

員並不知悉該負責人作出的決定或行為時，若要由無過錯的成員

為犯法的負責人支付罰金有欠公平。 

澳門福建學校教聯會 

28/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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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法》有利於澳門長治久安 
濠江中學 高榮良 王愛珍 

 

    日前, 澳門特區政府公佈《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的諮詢文本, 并連

續舉行五場介紹及諮詢會, 行政長官何厚鏵親自掛帥推介, 傾聽社會各

界對特區自行立法落實《維護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意見。 

    《維護國家安全法》法案文本, 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文規定禁

止的七項危害國家安全行為, 即禁止任何叛國、分裂國家、煽動叛亂、顛

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的行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

澳門特區從事政治性活動、禁止澳門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建立聯繫, 定性為刑事犯罪, 並相應界定、規范、設定刑

罰, 可謂有法可循, 有法可依, 是以法施政的法律保障。 

    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法律中, 都有將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作為嚴重刑

事罪加以懲處的規定。澳門特別行政區屬於中國的領土, 是中國的地方行

政區域, 理所當然地應當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因此, 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澳門特別行政區應自行立法禁止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 不

僅說明了維護國家安全是澳門特別行政區應盡的義務, 澳門立法機關必

須制定這方面的法律, 履行義務; 而且也表明了澳門特區政府從本澳的

實際情況, 自行制定有關法律, 用以懲處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這樣, 既

維護了國家主權, 又保障了高度自治, 從而充分體現了 “一國兩制＂的

方針政策。 

    透過 《澳門基本法》授權澳門特區自行立法, 這是國家對澳門特區

和全體澳門居民的高度信任, 也是澳門特區政府全面落實《澳門基本法》

的必要舉措, 亦是特區政府理所當然, 責無旁貸的憲政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法》規定禁止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 以填補澳門

特別行政區目前存在的法律空白。堅定維護《澳門基本法》規定的澳門居

民享有的各項權利與自由, 維護國家安全與維護澳門居民享有的權利和

自由是一致的。對外國和澳門特別行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所作禁止的

規定, 也是一項維護澳門特別行政區的政治穩定, 有利於當地經濟發展

的重要原則。富強的祖國是澳門特區的強大後盾, 維護國家的安全和主

權、領土的完整, 有利於澳門的社會穩定, 澳門回歸近九年來的發展是一

個最好的見證。 

    我們從報刊上看到《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條文清晰, 定義嚴謹, 期

望政府在諮詢全體居民意見後, 經立法會審議後盡早通過, 因為澳門現

在進行二十三條立法條件已成熟, 真正體現 “國家安全, 澳門安全; 國

家放心, 澳門發展就更快＂。同時, 也有利於堵塞法律漏洞, 有利於澳門

的長治久安。 



PG0090 

澳門坊眾學校 

對《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幾點意見 

１．《維護國家安全法》立法有必要性和迫切性 

國家安全問題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一個重大問題。澳葡時期由葡國引伸來

澳的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法律已隨著澳門回歸而失效，中國政府為貫徹“一國兩

制＂又未將內地相關法律延伸來澳。法制社會首要有法可依，如今澳門基本法頒

佈已有十五年，澳門回歸也近十年，就基本法中的第 23 條進行立法，填補這項

法律真空實為急切需要。盡管這幾年澳門並沒有發生重大的危害國家安全事件，

但未雨綢繆總好過亡羊補牢。 

２．希望特區政府廣納民意，將立法工作和諮詢工作做得更好。 

充分做好諮詢工作，令《維護國家安全法》立得更加嚴謹科學；充分做好解

釋工作，消除市民對個別條文中的一些疑慮；充分和民間緊密合作，把維護國家

安全的立法和普法工作結合起來，把樹立市民國家民族觀念和消除市民疑慮結合

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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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二十三條立法 

澳門特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完成《維護國家安全

法》的草擬工作，並從１０月２２日正式開始進行公開咨詢。受到了澳門各界的

普遍支持擁謢。 

一.準備充分，適時推出,廣得民心 

特區政府早於２００２年就提出第二十三條立法工作，至今已６年時

間，準備時間十分充分。澳門居民向有著優良的愛國愛澳傳統，回歸後與祖國的

關係更加密不可分，愛國愛澳的精神變成了建設澳門的動力，成了澳門社會繁榮

的力量源泉。維護國家安全成了廣大居民的共同信念,，澳門政府也廣以收集社

會各界對貫徹基本法 23 規定，進行立法的意見，在此基礎上進行立法的研究和

提出諮詢，是非常適時地，是順應民心，符合民意的。既考慮尊重了澳門區情、

歷史及法源，又參照了國際慣例，通過立法，填補回歸以來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存在的法律空白。承擔了對國家的憲制義務，堵塞妨礙國家安全的漏洞，保

障了澳門的長治久安。 

二. 公开諮詢，廣為宣傳 

澳門政府的諮詢文件中，不僅有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草案文本，有立法的背

景，指導原則和對主要內容進行解釋。政府在諮詢會結束後，還要加強宣傳的力

量，深入到社會各界，進行闡述宣傳，可以讓廣大居民對有關立法的各方面有更

多的了解，對該諮詢文件提出進一步的意見。 

1. 讓澳門市民可通過政府進一步的立法宣傳，更加深入了解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精神，特別是對一些對此法仍有疑慮的居民，消除誤解，增加對維護國家安

全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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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宣傳讓澳居民明白此立法完全符合國際通則，也無抵觸國際人權標準。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行政長官爭取在第二屆政府任期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的立法，是政府一種負責任的態度，理應受到大家的支持 

 

3. 要加強宣傳世界各國都重視國家安全立法，並把它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

手段，被視為「自由國家」的美國，就是較早開始國家安全專門立法的國家，在

歐洲國家中，英國、法國、德國也有類似的國家安全法規，在亞洲國家中，韓國、

印度都建立了完備的國家安全方面的法律體系。綜上所述，儘管世界各國由於國

情和法律文化傳統不同，在國家安全立法方面的做法或不盡相同；但不論社會制

度、意識形態、文化背景與具體的做法如何，各國都把維護本國的國家安全放在

首位，並且十分重視運用法律手段來保障國家安全，這一點是相同的。正因為如

此，澳門特區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立法，也就是符合世界慣例之舉。 

 

4. 加強對青少年的宣傳。如果忽視了對青少年的宣傳，就不是高瞻遠矚的做法。

青少年是國家的主人，澳門社會未來的楝樑，希望能透過進一步的宣傳，讓青少

年們對該項立法的各方面的情況有更加深入的了解，減少被反對派拉下水及壯大

其聲勢，更重要的是用以強化澳門青少年對國家的認同，維護國家安全，將澳門

青少年的愛國熱情轉化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力量，共同為維護國家安全出一份

力。 

 

 

 

                                          澳門濠江中學附屬小學 

                                            200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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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信心  擁護立法 
    澳門特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完成《維護國

家安全法》的草擬工作，並於 2008 年 10 月 22 日正式公布草案，向

社會各界進行諮詢，是澳門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在當前這個重要時

刻立法，十分必要，也彰顯出它的重大意義。我們支持特區政府按照

《基本法》第廿三條的規定，開展《維護國家安全法》的立法工作，

並對諮詢草案的內容表示認同。 

一、立法的政治意義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把國家安全視為最高利益，給予高度重

視。澳門回歸已經九年，社會政治、經濟體系、民眾生活得到了相當

大的改善，國家利益和特區利益緊密相連。作為《澳門基本法》的補

充成分，作為保障和體現“一國兩制＂的原則，作為特區和國家利益

相一致的一種充分體現，為“二十三條＂立法事在必行，它承擔了對

國家的憲制義務，是對國家管理體制的一種服從，是對國家利益的一

種尊重，填補了基本法實施中的一項缺漏，完整地闡述了 一國兩制

的精神，充分體現了最高國家權力機關授權澳門特區自行立法的高

度信任。 

二、立法的社會意義 
現行的澳門刑法不足以懲治“二十三條＂明文禁止的七種危害

國家安全的罪行，因此，無論從完善澳門法制，還是防止敵對勢力把

澳門作為分裂國家、顛覆中央政府根據地等方面看，《維護國家安全

法》有制訂的需要，它改變了“二十三條＂“立而不行＂的狀態，填

補了《基本法》實施九年來的一個空白。國家安全、穩定是澳門經濟

得以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只有國家的安全得到最大程度的保障，

澳門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才能得到保證。反之，澳門的長治久安就

得不到落實，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近年來澳投資營商和旅遊娛樂

的人迅速增加，沒有《維護國家安全法》的保障，澳門不可能有穩定

的政治環境以確保經濟得以長遠發展。它為澳門的政治穩定和經濟持

續發展提供了可靠的法律基礎。 
三、立法時機已經成熟 

特區政府於 2007 年施政報告中明確表明爭取在現屆(第二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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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任滿前完成二十三條的整個立法程序，是負責任的態度。在多年的

研究過程中，特區政府不僅比較了國際上不同國家有關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律，而且還研究了過去幾年澳門社會各界人士有關制定維護國家

安全法律的意見和建議，並根據澳門實際情況和法律制度如何規定

《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確要求的禁止危害國家安全行為罪進行

了深入的論證。並且，特區政府九年的施政生涯中，在立法經驗和技

術處理上已有豐富累積，為二十三條立法創造了必要條件。現在推出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並不倉猝，立法時機已經成熟。特區政府在

澳門回歸十周年之前完成立法工作，不單兌現了對祖國和澳門居民的

承諾，也為「基本法」能在澳門順利推行作出最好的詮釋。 
四、對草案內容的理解 
1.草案完全對應了基本法二十三條明文規定禁止的七種危害國家安

全的行為，能夠有效地維護國家的領土完整和內、外部的安全，既是

對國家國安法的完善，也為澳門特別行政區填補了法律空白。 

2.叛國、分裂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亂、竊取國家機密是

極度嚴重的犯罪行為，應區別於一般的刑事犯罪，故此，有必要對上

述犯罪的預備行為予以懲治。 

3.草案不會扼殺或削弱基本法賦與的基本權利和自由。有些人認為

《維護國家安全法》立法會扼殺或削弱言論自由，害怕特區政府藉此

對異己“以言入罪＂，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兩個

適用於澳門的人權公約雖然有許多條款明確規定公民享有生命、自

由、人身安全等最充分的自由民主權利，但並不人排除在一定條件(

情況)下，需要維護國家安全。如果一個國家的安全都受到威脅，其

國民的生命、財產還有甚麼保障？自由民主又從何而來呢？觸犯《維

護國家安全法》的前提條件必須是作出危害國家安全行為的事實，單

純對政府和政策措施發幾句牢騷，講幾句怪話，是不會因言入罪的，

澳門居民還是能夠擁有自由表達意見和訴求的基本權利的。 

五、教育界在立法問題上應發揮積極作用 
教育機構和教師應該藉著為《維護國家安全法》立法的契機，在

社會上發揮積極的作用，努力做到以下幾點： 

1.教師認真學習《維護國家安全法》的立法原則和主要精神，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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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法制觀念，開拓政治視野，增強愛國愛澳、培養本地人才的決心。 

2.有條件的教育團體和學校，可組織老師參加座談會，利用周會、班

總結課、公民課，向學生宣傳《維護國家安全法》的立法精神，引導

學生深入分析草案內容，加強學生的社會意識、對祖國的歸屬感和使

命感。 

3.發動師生向家人、校友、朋友宣傳立法意義和徵詢意見，激發師生

議政論政的激情。 

4.爭取青少年學生對《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全面認同，使之能有效地

在澳門長久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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