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二  
Anexo II 

 
以個人名義提出的意見  

Opiniões apresentadas a título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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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煽動叛亂陷阱多易中招  

讚賞澳門 23 條草案的文字格式，並不等於認同全部條文規定合情、合理、合法。

平實來說，雖然中央派來法律專家幕後操刀，他們畢竟是深受過去 60 年毛澤東

的法律虛無主義影響，以及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識形態的束縛，加之澳門本

土缺乏法律人才，澳門 23 條的草案條文，其文字格式上雖符合中文立法的要求，

但其具體內容，除了前三宗罪，即叛國、分裂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比較合

情、合理之外（有關這三宗罪的預備行為、既遂和未遂仍沒有解釋，另文論述），

後面的四宗罪，即煽動叛亂、竊取國家機密，以及澳門組織與多國組織之間的相

互勾結兩宗罪，特別是煽動叛亂一罪，條文的定義不但不清，含意模糊，諸多灰

色地帶，操作起來，陷阱滿布，機關重重，極易中招。  

草案沿用美國刑事原則  

查實，煽動叛亂行為，正是 23 條草案危害國家安全罪當中的核心條文，牽動其

他幾宗罪，尤其是第一、二、三宗主罪的構成。況且，煽動叛亂罪，是與言論自

由有千絲萬縷的聯繫，因為此罪的重要元素，牽涉到人們的思想、言論和行動。

恰恰是，犯罪的構成必須首先是思想言論加實際行動。現代犯罪理論的最終要求

是必須有實際行動（具體行為），而且是危害性行為，因此實要在思想言論與實

際行為之間劃清界線。  

澳門草案的第五條「禁止煽動叛亂行為」（第四宗罪）的條文規定得十分簡略：

「一、公然及直接煽動他人作出本法第二條、第三條或第四條所指行為者，處一

年至八年徒刑。二、公然及直接煽動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的成員放棄職責

或叛變者，處一年至八年徒刑。」首先，這一條的主體必須煽動他人作出第二條

的叛國、第三條的分裂國家和第四條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犯罪行為，把煽動叛亂

的行動收窄，也僅明確規範三種危害國家安全的行為，比較合理。其次，煽動叛

亂行為的重中之重，是界定煽動思想言論如何跨越實際行動的界線，這才是判處

犯罪的首要準則。  

尚幸澳門草案採用了美國沿用近百年的一個刑事原則——「明顯與當前的威

脅」，冠於煽動他人之前，不過改頭換面，以「公然及直接煽動」代替，其實質

意義是相同的。美國「明顯與當前的威脅」原則，是 1919 年由著名的最高法院

霍姆斯大法官提出的。當時的背景是，美國獨立後已經歷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

戰爭和外國威脅的緊張形勢，而在言論絕對自由的氣氛下，如果再無限制地容許

一切言論絕對自由，就將使國家安全起上極為危險的道路。  

但在國家安全受到哪些威脅，以及甚麼程度的威脅時，才有理由採取壓制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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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立法機關與法院進行過大量爭論。結果，由霍姆斯大法官提出「明顯與當

前的威脅」原則，並為法院寫道：「每一種行為的性質取決於行為時的情況……

現在界定的問題是其使用的語言、其使用的環境與性質是否構成明顯與當前的威

脅，以致可造成國會有權防止的實質性罪行。」  

誰有權界定是否「公然」  

但是，由於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所確立的鐵則「國會不得制定任何法律限制言

論自由」，已演繹成「在民主國家中可隨心所欲地說和寫，但不能隨心所欲地做」

的憲政原則，更成為主流意識，具體到有關「煽動」罪的定義已加以嚴格限制，

從而影響到以「明顯與當前威脅」原則來劃分煽動罪與非罪的界線已顯得不那麼

確切了。  

人們不禁要問：在何種情況下是明顯（公然）的，是當前（直接）的？以甚麼準

則才劃分這種狀態？誰有權劃分這種狀態？都使司法實踐中陷入無由合理解決

的困境。因此，以「可以隨心所欲地說和做」及「不能隨心所欲地做」的界定作

為判決煽動的罪和非罪的準則，使之又回歸到思想言論無罪，只有實踐從事或促

使非法活動才構成犯罪的大原則。正如美國大法官布萊茲說：「我和傑斐遜一樣

相信政府插手干預的時刻是在人們有所行動時，而不是他們發表言論時，要執行

第一次修正案的保護性條款，我是不相信還有甚麼折衷辦法的。」誠然，想、說、

寫、出版也是一種行動，正是民主憲法所保障的，在美國已積累了許多案例足以

擺平。只是，在澳門到底有多少法律規定和解決，來平衡或是界定「公然及直接

威脅」與「可以隨心所欲地可以說和寫」的言論自由準則，莫不令人懷疑。  

（澳門 23 條勢必影響香港．三之二）中國法律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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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 23 條立法有可慮之處 「國家機密」定義模糊  

 

澳門 23 條立法草案公布之後，筆者在前兩文中已對七宗罪當中的第一、第二、

第三和第四宗罪的具體條文作了簡要評析，認為仍然還須使內容更清晰、明確定

義和作出解釋。至於第五宗，即草案條文中的第六條有關「禁止竊取國家機密行

為」，則規定得比較複雜、具體。全部條款共分五項：1.主題是「竊取、刺探或

收買國家機密，危及或損害國家的獨立、統一、完整或者內部或對外安全利益者，

處二年至八年徒刑」。2.涉及竊取國家機密的間諜活動，單獨列出未與其他間諜

活動合併在一起。3.沒有職務在身負有保密義務的人的竊密行為。3.過失竊密問

題。4.對「國家機密」的釋義。5.通過行政長官和中央取得證明書的程序。  

移植內地法案易觸天條  

上述條文，都把竊密罪的四項構成要件，即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客觀方面都

有所包括，似乎也跟其他國際慣例及先進民主國家的規定近似。只不過，當我們

翻看有關甚麼是「國家機密」的解釋一項來看，就發覺問題所在了。  

甚麼是「國家機密」？條文草案如此解釋：「在本條中，『國家機密』指涉及國

防、外交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規定的其他屬於中央和澳

門特別行政區關係的有關事項而應予以保密的文件、資訊或物件」。  

這一條解釋，實際上等於沒有解釋。1.條款行文不清，前半句說明澳門基本規定

的，後半接下來是其他屬於中央和澳門之外的有關事項。細讀這一段，不明白是

指基本法所規定的保密事項和其他事項兩種機密，或者只指基本法所定的其他機

密。如何解釋，均不能自圓其說，前後矛盾。  

2.翻開基本法，並未見有明文規定必須遵守的機密事項。即使以基本法所規定的

「其他」機密，也未見基本法有所規定或澳門政府哪一條法令明確列出中央與澳

門之間應遵守的機密。  

3.既然基本法和澳門政府都未具體列明國家機密事項，沒有解釋，條文豈不是等

於白指？等於沒有解釋？  

從第六條的行文「竊取、刺探或收買國家機密」來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 111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第四條第四款有關「竊取、刺探、收買」國家秘密的行文一模一樣，順序相同，

一字不減，這說明是中央派來法律專家的行文格式，也說明澳門 23 條的竊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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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機密一條，是抄襲或移植內地立法的。  

既然，澳門 23 條的竊取國家機密的「國家機密」解釋條文對甚麼是「國家機密」

特別作出明文的解釋，實際上等於沒有解釋。屆時，澳門法院是否會引據內地有

關「國家秘密」的解釋規則適用於澳門案件呢？如果是的話（除引用內地解釋別

無他途），那問題就大了。  

因為，根據內地《保守國家秘密法》第二條對國家秘密作出如此解釋：「國家秘

密是指關係國家的安全利益，依照法定程序確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範圍的

人員知悉的事項」。如第八條所列舉的七項國家秘密事項，既包括國防外交、也

包括國家政策措施，經濟科技等等包羅萬象。總之，凡是政府不讓百姓知道的事

務，不論是否列出「秘密」、「機密」、「絕密」，或是未列出，只要政府未公

布，任何人獲得或知悉，都要觸犯天條，違反「竊取國家機密罪」。  

解釋不清影響言論自由  

「國家機密」是竊取國家秘密罪的一個構成要件，法理上稱為「客體」，也即是

犯罪行為所侵犯的社會關係，也即是犯罪對象。而犯罪的客體與犯罪的客觀方面

（社會危害性）、犯罪的主體（犯罪人）和主觀方面（故意或過失），是認定犯

罪性質的內在聯繫的四個要件（稱為犯罪構成），缺少其中一項構成，就不成為

犯罪  

澳門 23 條中的竊取國家機密罪，無法對甚麼是「國家機密」列舉解釋，只作籠

統、模糊交代，也即是犯罪對象模糊，屆時如何對竊取國家機密罪定案？香港程

翔間諜案，就是內地法院對指控他的所謂「竊取國家機密」定格模糊，把一般學

術論文資料當國家機密判罪。澳門不能重蹈覆轍，因此，必須在「國家秘密」的

解釋條文詳加臚列，否則，首當其衝的必是新聞報道和言論自由。  

至於第六、第七宗有關澳門組織與外國組織之間的關係，例如甚麼是「政治性組

織」，甚麼是「互相勾結」等等，在澳門這個靠賭業、旅遊和外國人交雜的地方，

更必須倍加小心。一切立法均必須寬鬆、容忍，否則澳門前途不堪設想。  

（澳門 23 條勢必影響香港．三之三）中國法律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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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與言論自由的界限  

一、《澳門基本法》第三章的基本權利和義務的關係  

A、澳門居民享有基本權利時要履行相應的義務。  

《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第三章規定了澳門居民享有廣泛的基本權利和自由，

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法律面前平等權，言論、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罷

工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嚴，通訊自由，遷徙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從

事教育、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自由，婚姻自由等。除了基本法所列舉的各項

權利和自由外，《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

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的國際公約》和國際勞工公約適用於澳門

的有關規定，通過澳門特別行政區法律予以實施。＂所以，澳門居民的基本權利

和自由是由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的雙重保障，具有國際的人權標準。  

澳門居民在享有基本權利和自由的同時，也要履行相應的義務。《澳門基本法》

第四十四條規定，“澳門居民和在澳門的其他人有遵守澳門特別行政區實行的法

律的義務。＂根據《澳門基本法》第四十條第二款的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的權

利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不得限制，此種限制不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澳

門法律可以限制居民的權利和自由，但必須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  

權利不是毫無邊際  

所以，從《澳門基本法》第三章的結構和條文之間的關係分析，權利和義務是相

互相存，互相制約的，沒有無義務的權利，也沒有無權利的義務。權利和義務之

間要達至平衡。  

B、澳門居民的權利和自由應受限制的理由。  

居民的權利和自由可以受法律的限制，但法律的限制要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規定，

不能抵觸。那麼，國際人權公約規定了什麼樣的理由，可以對權利和自由進行限

制呢？  

《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十八條有關思想、信仰自由中第三款規定，

“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只受法律所規定的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秩

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法權利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第十九條有關言論自由中第三款規定，“本條第二款所規定權利的行使帶有特殊

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律規定並為下列條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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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權利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衛

生或道德。＂  

第二十一條有關集會自由中規定“除去按照法律以及在民主社會中為維護國家

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利和自由的需要而

加的限制。＂  

個人自由服從公安  

第二十二條有關結社自由中第二款規定，“除去法律所規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

會中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

利和自由所必需要的限制，本條不應禁止對軍隊或員警成員的行使此項權利加以

合法的限制。＂  

從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中，我們看出一個共同點，就是因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

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利和自由這五項理由時，可

以限制權利自由。  

C、《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內容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  

第一，《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要求特別行政區立法禁止叛國、分裂國家、煽

動叛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與國際人權公約中保障國家安全、或

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除了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也是“一國兩制＂的邏輯要求，是題中應

有之義。  

“一國兩制＂，首先要維護國家領土完整和國家的統一，破壞國家統一和領土完

整就是損害“一國＂，使“一國兩制＂失去了物質的基礎。  

不能破壞任何一“制＂  

其次，要維護國家主權有效行使，具體表現為保障中央行使國家主權，中央代表

國家主權，中央領導特區領導；威脅或危害中央行使主權，包括叛亂、覆等對抗

中央均是損害“一國＂的核心內容。  

再次，“一國兩制＂不僅要維護“一國＂，也要保障“兩制＂基本不變，除不能

改變特區的社會制度外，也不能改變內地的社會制度，只有兩個不變，才是符合

“一國兩制＂，非法改變兩種不同的社會制度，就是破壞了“一國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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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任何針對上述內容的行為，不論是什麼形式的行為，是叛國？是分裂？是

叛亂？是覆？是竊取機密？都是應該禁止的。  

特別行政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立法保護國家安全是合理和

必要的。但是，我們需要討論和研究如何立法，包括如何界定權利、自由與限制，

如何平衡國家與個人法益，如何有利於法律的適用和執行。  

公擔心“以言入罪＂  

限於文章的篇幅，接下來集中討論言論自由與限制的問題。  

二、言論自由和限制的界限。  

在言論自由問題上有誤區，如：“言論無罪，限制沒有必要。＂也有疑慮，擔

心因言論招致懲罰，以言入罪。  

言論有自由和言論應受法律限制，這兩點已經是社會的基本共識。言論自由可以

參政議政，包括批評政府的政策言論可以自由，但言論自由不能剝奪國家自我生

存的首要和基本的權利。投敵叛國的言論、分裂國家的言論、煽動叛亂的言論、

覆國家政權的言論是要禁止的。歐洲人權公約第十條有關表達自由的規定，列出

了九項可以限制的情況：損害國家安全的利益；損害領土完整的利益；損害公共

安全的利益；為防止無序或者犯罪；為保護健康或者道德；為保護他人的名譽；

為保護他人的權利；為防止披露秘密獲得資訊；為維持司法機關的權威和公允（註

一）。  

以上九種情況，基本上分為兩大類，一類是屬於個人的利益需要。另一類是屬於

國家和公共利益的需要。對於前者，社會爭議不大，如侮辱他人的言論，誹謗他

人的言論，應該受法律制裁已經是天經地義。但是，對言論涉及國家和公共利益

時，是否限制，如何處罰，分歧不小，廿三條立法就是屬於後一類的情況，實在

有必要搞清楚。  

法律要求保護國家  

所以，關鍵是要搞清楚涉及國家和公共利益時，什麼樣的言論可以自由？什麼樣

的言論要受限制？用什麼樣的標準去判斷言論觸犯了法律的規定？筆者認為，可

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分析。  

A、法律規範保護的客體和客體範圍。  

言論總是作用於一定的社會關係，它是否受到保護或者限制，關鍵取決於它對所



JI0058 
澳門日報 

作用的社會關係是否構成危害；當對法律規範保護的客體造成危害，就要受到法

律的禁止和懲罰。所以，客體要明確，客體的範圍要妥當，這是第一位的因素。

那麼，接下來要確認，什麼樣的客體應該受法律的保護呢？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提出了五個應該禁止的行為，即叛國、分裂國家、煽

動叛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這五種行為侵害的客體是什麼呢？叛

國，侵犯的是國家主權獨立，投敵叛國、裏通外國、發動對國家的戰爭行為，必

然危害國家主權獨立。分裂國家，侵犯的是國家領土的完整性，將國家的一部分

分離出去的行為，必然危害國家領土的完整。  

各國都有國安立法  

煽動叛亂，是侵犯國家公共秩序，公然抗拒法律秩序的行為，必然危害國家的公

共秩序。覆中央人民政府，是侵犯合法政府，用暴力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摧毀合

法政府的行為，必然危害合法政府的依法管治。竊取國家機密，是侵犯國家安全，

竊取、洩露機密的行為，必然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基本法中提出法律應該保護的客體及範圍是明確的，也是適當的。對各國

法律而言，以上行為所危害的客體，都受法律的保護。如，英國、美國、法國、

德國、加拿大、意大利等國家的憲法和刑法，均有這方面的規定（註二）。但在

形式上有差別。比如，關於叛國罪，英國將間諜行為列入叛國罪。關於分裂國家

罪，有的國家沒有單獨罪名，如德國刑法將分裂國家領土歸入叛國罪中禁止。關

於覆罪，有的將其納入叛國罪，如加拿大刑法規定，武力或暴力推翻政府是叛國

罪。但本質上沒有差別，都被納入到法律禁止的範圍。  

澳廿三條收窄範圍  

當然，有些國家，法律保護的客體範圍還要擴大一點。如德國刑法規定：公然誹

謗總統、衊視憲法秩序、毀棄國家象徵，屬於危害國家行為。英國法律規定，針

對英國國王和皇室成員的人身侵犯是叛國罪。這說明，法律保護客體的範圍大

小，還得依具體的實際情況決定。但《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中所禁止的行為，

均是各國法律明文規定所禁止，標準上是相一致的，是符合現代法治的要求，是

必要和妥當的。（一）  

註釋：  

（一）[英]克雷爾·奧維，羅賓·懷特著，何志鵬、孫璐譯，《歐洲人權法 原則與

判例》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6 年 4 月第一版，第 2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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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閱：英國《一三五一叛逆罪法》、《一七九五年叛逆法》、《一七九七

年煽動叛亂法》、《一八四八年叛逆重罪法》、《一九三四年挑唆背叛法》、《一

九一一年官方保密法》和《一九八九年官方保密法》、《一九九一年官方保密法》；

美國憲法第 3 條和《刑法》第 2,381 條、第 2,384 條、第 2,385 條、第 2,387 條，

《國家安全法》第 606 條；  

法國《刑法》第 86 條、第 88 條；  

意大利《刑法》第 242 條、第 283 條、第 289 條；《安全情報機關組織條例和關

於國家機密的規定》第 12 條；  

德國《刑法》第 80 條、第 82 條、第 94 至 99 條、100 條；  

加拿大《刑法》第 24 條、第 46 條、第 48 條、第 53 條。  

駱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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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NAL TRIBUNA DE MACAU 
 
 
REGULAMENTAÇÃO DO ARTIGO 23O COLOCADA EM CAUSA 
 
DEBATE VOLTA A DESPERTAR PREOCUPAÇÃO COM ACTOS 
PREPARATÓRIOS E SEGREDO DE ESTADO 
 

Teve “casa cheia” o debate sobre a legislação do artigo 23.o. da Lei Básica, que 
decorreu na sexta-feira no IIUM. A abordagem percorreu diferentes 
perspectivas, mas as vozes são unânimes no que toca à necessidade de 
esclarecimentos quanto à punição dos actos preparatórios e ao conceito de 
segredo de Estado 

 

DIANA DO MAR 

 

Apesar das garantias dadas pelo Governo, a punição dos actos preparatórios 
contra a segurança do Estado, incluída na proposta de lei que visa legislar o artigo 
23.o. da Lei Básica, continua a gerar receios. Na sexta-feira, o Instituto Inter-
Universitário de Macau (IIUM) foi palco de uma mesa-redonda que discutiu a 
controversa legislação e os problemas que a sua aplicação levanta. 

 
 

O enfoque foi colocado nas preocupações políticas e no contexto político em 
que a proposta de lei — em auscultação pública até dia 30 — aparece. Se o jurista 
Nuno Lima Bastos “voltou baterias” para a margem conferida aos aplicadores da lei 
no capítulo dos actos preparatórios, Isabel Castro, jornalista do “Ponto Final”, falou 
das dúvidas que se levantam relativamente à definição do conceito de segredo de 
Estado.  

É que, apesar do Executivo garantir que muito dificilmente um jornalista em 
Macau terá acesso a este tipo de informação, Isabel Castro não se dá por convencida e 
considera que a justificação dada “não é clara”. Ng Kuok Cheong e Pereira Coutinho, 
também oradores no debate, afinaram pelo mesmo diapasão. 

 
 

Igualmente no capítulo dos actos preparatórios — actos que reordenam o 
crime sem iniciar execução —, “o grande problema tem a ver com a definição”, 
apontou Nuno Lima Bastos. Aliás, até 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só entra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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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um detalhe” no que toca aos actos preparatórios em crimes muito específicos. O 
motivo? O legislador e a doutrina portuguesa tinham a noção de que se tratam de 
acções difíceis de definir, sustentou Nuno Lima Bastos. 

 
 

Como são difíceis de definir, podemos estar descansados? Apenas no caso 
em que estamos perante um aplicador da lei bem intencionado, frisa o jurista, 
salientando que, à luz da definição proposta pelo Governo, pode considerar-se acto 
preparatório uma acção que para o comum dos mortais é inofensiva. 

 
 

Nuno Lima Bastos deu um exemplo. Se um indivíduo dissidente escrever no 
seu computador um texto — sem o publicar na Internet — em que expressa opiniões 
contra o Estado e as autoridades forem a sua casa e encontrarem o documento, podem 
entender que, atendendo ao seu “background”, existem fortes indícios de que se 
prepara para “pública e directamente” incitar à prática de actos contrários à segurança 
do país. “Temos aqui uma zona em que há uma arma muito forte nas mãos do 
tribunal”, rematou. 

 
 

Mas o jurista vai mais longe. “Em consciência da dimensão de Macau, dos 
assuntos em causa — falamos de segurança de Estado — e daquilo que é o registo e a 
pressão da China em relação a certas condutas, receio que, em casos concretos, os 
tribunais possam ter dificuldade em analisar determinadas situações com isenção”, 
apontou Lima Bastos. 

 
 

MAIS DÚVIDAS. A aplicação da lei também “mexe” com Isabel Castro: 
“Preocupa-me como é que esta lei, a ser aprovada assim, será aplicada pelos tribunais 
de Macau, tendo em conta tudo o que temos assistido no direito penal”. “Até que 
ponto estão os tribunais amadurecidos para aplicar uma lei com um conteúdo político 
tão elevado?”, inquiriu. 

 
 

Por seu turno, Ng Kuok Cheong também deixou farpas ao artigo referente 
aos actos preparatórios. O deputado já tinha defendido, aliás, a eliminação deste ponto. 
Além da reiterada preocupação para com o segredo de Estado, Ng Kuok Cheong 
tocou ainda na necessidade de alargar o período de consulta pública. Pereira Coutinho 
subscreveu estas duas posiçõ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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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inho, na sua intervenção, colocou em causa a necessidade de se legislar 
o artigo 23.o. da Lei Básica. O deputado concorda com o Governo quando se diz que 
se trata de uma “obrigação constitucional” prevista na Lei Básica, mas lembra que a 
“mini-constituição” da RAEM dita que os residentes gozam também do direito e 
liberdade de organizar e participar em associações sindicais e em greves. No entanto, 
o Executivo não deu qualquer passo para legislar estes direitos. 

 
 

O último a intervir foi Lee Kong, editor-chefe do jornal “Son Pou”, que 
salientou que a maioria dos jornalistas chineses vê com bons olhos a regulamentação 
do artigo 23.o., mas que não corrobora dessa opinião. Lee Kong defendeu ainda que 
tudo seria mais fácil se Hong Kong regulasse primeiro o tema da segurança do Estado, 
pelo facto de reunir mais condições, quer ao nível dos tribunais, quer ao nível da 
legislação. “É preciso pensarmos porque é que em Macau isto aconteceu primeiro”, 
alertou. Embora os juristas destaquem que, se houver boas intenções não há problema, 
Lee Kong diz que a resposta não satisfaz. “É a lógica da experiência, de ver o que já 
aconteceu na China Continental”, concluiu. 

 
 
16 de Novembro de 2008 



JI0061 
新華澳報 

javascript://�


JI0062 
Hoje Macau 

JI0062 
Hoje Macau 

 



JI0063 
市民日報 

 
 

javascript://�


JI0063 
市民日報 

 

javascript://�


JI0064 
華僑報 

 

javascript://�


JI0065 
澳門日報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若幹改進建議  

本文從法律角度分析，對《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有若幹改進意見，冀可為

廿三條立法工作帶來一點積極作用。  

一、明訂“叛亂結果＂是否構成煽動叛亂罪的要件。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公然及直接煽動他人作出叛國、

分裂國家、覆中央人民政府行為構成煽動叛亂罪，但是沒有規定“被煽動者受此

影響而實行或者開始實行叛國、分裂國家或覆中央人民政府行為＂是不是犯罪構

成要件。根據該條文的現時的行文方式判斷，該罪可被解讀成“無論民有否受

煽動言論影響而實際行動，一旦進行煽動行為即構成本罪。＂  

然而筆者認為，民受煽動言論影響而實際行動的情況不能列入本罪，只應將民

未受煽動言論影響的情況列入。原因是：根據澳門《刑法典》第二十五條的規

定，任何人如果令他人產生犯罪行為的決意將與該實施犯罪行為的人同屬正犯，

只要該人已實行或開始實行犯罪行為。簡單來說，任何人如果令他人產生搶劫的

犯罪決意，該人與已實行或開始實行搶劫行為的人都是搶劫犯，兩人都犯搶劫

罪，同罪同刑。  

嚴謹訂定煽動結果  

煽動叛亂然是令他人產生進行叛國、分裂國家或覆中央人民政府行為的決意，

如果被煽動者的實行或者開始實行叛國、分裂國家或覆中央人民政府行為，煽

動者理應同樣是叛國、分裂國家或覆中央人民政府罪的正犯，需面臨十五至二十

五年徒刑。  

但由於草案第五條第一款的行文方式可被解讀成“無論民有否受此影響而實

際行動，一旦進行煽動行為即構成本罪＂，煽動者就只需面對一年至八年徒刑，

法定刑遠比現行刑法一般原則要求的正犯為輕，“令他人產生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的決意＂的犯罪成本，沒有理由要比“令他人產生其他犯罪的決意＂更低。  

得注意的是，在一八八八年的《葡萄牙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條也是明確規定煽

動行為不產生後果才構成“教唆或引發他人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罪＂，煽動行為產

生後果則不按該罪處理而是以該煽動後果構成的犯罪的正犯治罪。為了令公減

少對《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內容是否與澳門現行刑事制度相協調的迷惑，

明確訂明“叛亂結果＂是否構成煽動叛亂罪的要件，會是一個得考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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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參照基本法表述  

二、“司法機關＂宜改為“法院＂。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第六條第五款規定，“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司法機

關應取得行政長官就特定文件、資訊或物件屬於國家機密發出的證明文件；行政

長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此條款相信是以《澳

門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為藍本寫成：“澳門特別行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

國家行為無管轄權。澳門特別行政區法院在審理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交等國

家行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行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上述文件對法

院有約束力。行政長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 

建議把《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第六條第五款“司法機關＂一詞修改為“法

院＂較佳，原因有二：第一，澳門的司法機關不僅是法院，還包括檢察院。特定

文件、資訊或物件是否屬於國家機密，性質上剛好亦屬《澳門基本法》第十九條

第三款所指需索取證明文件的事實。根據《澳門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只有法院才需要向行政長官索取證明文件，現在《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第

六條第五款似將範圍擴大至檢察院也需要這樣做，可能會令人產生抵觸《澳門基

本法》的疑慮。  

免除“未審先判＂錯覺  

第二，刑事訴訟程序不僅包括審判，還包括偵查、拘留等可由檢察院進行的行為，

如果檢察院在偵查階段已向行政長官索取證明文件，很容易令公產生“中央已

經確認要治罪，罪名已難洗脫＂的錯覺。即使該行為人確曾進行竊取國家機密行

為，也會讓有心人有機會去大做文章，指控中央政府介入偵查，令案件出現未審

先判的氣味。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第六條第五款所指的措施與《澳門基本法》第十九

條第三款的一樣，都是羈束性的行為（即：必須做的行為），於是檢察院進行涉

及國家機密犯罪案件的偵查時必須向行政長官索取針對該事實證明文件。待到法

院進行審判時，法院必須針對同一事實向行政長官索取多一次證明文件，同一證

明文件索取兩次亦似乎不太必要。《澳門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刻意不寫“司

法機關＂而只寫“法院＂，本文相信立法者應當是作了一番考量的。因此本文建

議將《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第六條第五款“司法機關＂一詞修改為“法

院＂。  

與刑法典等量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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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入犯罪中止條款。  

《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比照了《刑法典》第五編的“妨害本地區罪＂的制

度，規定危害國家安全行為與危害澳門特區安全行為一樣，預備行為亦需負刑事

責任。但是，《刑法典》第三百○六條亦規定了“妨害本地區罪＂的行為人“在

重大之損害發生前，因己意使該行為所產生之危險有相當程度之減輕，或排除該

危險，得特別減輕刑罰，或得不處罰該事實＂。然而，《維護國家安全法》（草

案）沒有類似的規定。雖然草案第十四條已規定會補充適用《刑法典》的規定，

《刑法典》第二十三條亦有規定犯罪中止，但是該條的犯罪中止的成立條件和法

定後果與《刑法典》第三百○六條設立的制度不盡相同，為免出現維護國家安全

法律的嚴厲程度反而比維護澳門特區安全法律的嚴厲程度更輕的可能，本文建議

可以考慮在《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中加入與《刑法典》第三百○六條同類

的規定，如此《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刑罰就可以更完善的反映有關罪行

的嚴重性及危害性。  

澳門大學法學院中文法律碩士  

鄭錦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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