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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結束時間：下午五時五十五分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主席：賀一誠

副主席：林香生

第一秘書：崔世昌

第二秘書：高開賢

出席議員：賀一誠、林香生、崔世昌、高開賢、馮志强、

關翠杏、歐安利、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

陳澤武、鄭志强、區錦新、黃顯輝、高天賜、

崔世平、梁安琪、陳明金、劉永誠、蕭志偉、

何潤生、唐曉晴、梁榮仔、陳亦立、陳 虹、

鄭安庭、施家倫、馬志成、李靜儀、黃潔貞、

宋碧琪。

缺席議員：麥瑞權、陳美儀。

列席者：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陸潔嬋

財政局局長江麗莉

土地工務運輸局代局長劉振滄

建設發展辦公室代主任周惠民

財政局公共會計廳廳長鄧世杰

廉政專員馮文莊

廉政專員辦公室主任沈偉強

首席顧問高級技術員 Luis Manuel Pacheco de Mato Rôlo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 Joaquim F. de Campos 

Adelino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張國基

法務局法律翻譯廳廳長吳子健

土地工務運輸局法律廳廳長 Maria de Nazaré Saias 

Portela 

土地工務運輸局城市建設廳代廳長區炳堅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高級技術員陳嘉詠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高級技術員何頌賢

土地工務運輸局高級技術員 Lília Cristina Corte Real de 

Lemo 

議程：一、細則性討論及表決《2015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法

案；

二、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預防及遏止對外貿易中的賄賂

行為的制度》法案；

三、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

格制度》法案。

簡要：宋碧琪議員（與陳明金議員聯名）、施家倫議員、李靜儀

議員、關翠杏議員、梁榮仔議員、吳國昌議員、區錦新

議員、蕭志偉議員、黃潔貞議員、何潤生議員、陳虹議



2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刊—第一組  第 V - 40期—2014年 12月 17日

員、劉永誠議員、梁安琪議員作了議程前發言。《2015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法案、《預防及遏止對外貿易中的賄

賂行為的制度》法案及《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

格制度》法案獲得細則性通過。 

會議內容：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開會。

今日的議程前發言一共有十三份。第一份議程前發言，請

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午安。

以下為陳明金議員和本人的聯合發言。

今年 9 月 22 日，陳明金議員就內港治水等問題提出書面質

詢，根據氣象局代局長梁嘉靜的書面回覆，政府“內港區域水

患整治研究”跨部門工作小組，曾委託科研單位開展《澳門內

港區域水環境綜合整治方案研究》，經綜合分析後，制定了

短、中、長期的整治方案；至於中、長期方案究竟是甚麼，今

年中，工務局又委託了兩間內地高等院校獨立展開“澳門內港

濱水區域城市設計研究”，希望進行多方案選擇，探討內港未

來的整治方案。由此結合主管部門多年來拖拉不決，左研究右

研究、來來去去還是研究的表現，不少居民都質疑，當局在內

港治水工作上，是否患了“研究病”？

內港一帶，每逢颱風、暴雨及天文大潮，就難免海水倒灌

及水浸，往往是街道成河、交通癱瘓、貨物受損，居民出

行、營商、生活嚴重受到影響。回歸前，澳葡政府“懶得

理”，居民只有捱；回歸後，經濟發展，政府“家財萬

貫”，一個小小的內港水患，以現時的工程科技以及政府的財

力，很多居民以為政府當會果斷決策，快速根治內港水患，造

褔於民，但是，至今仍然是一場“研究夢”。作為主管治水部

門的官員，能否讓居民知道，尤其是中、長期的整治方案，還

要研究多長時間，何時能夠夢想成真？

其實，內港治水的問題，15 年來都在研究，到了第三屆政

府，雖然被提上議事日程，但仍然研究不斷：2010 年，民署的

工作報告就提到了研究治水計劃。2011 年，政府成立了“水患

研究小組”，2011 年起，行政法務範疇的施政方針，每年都提

及研究治水，其中，2012 年度表示，相關工程年內動工，2014

年完工。2012 年初，“水患研究小組”，委託科研單位開

展《整治方案研究》；5 月，媒體以“規劃內港，治水活化”為

題，報道工務部門官員講，內港治水，不能只著眼於水患，以

及簡單從工程角度處理，要規劃研究，制定短、中、長期的整

治方案；7 月，颱風“韋森特”過後，面對社會埋怨內港水

浸，民署官員表示，治水計劃，早就交給工務局並等待決

定，防洪工程將建造雨水收集設施、泵房、水閘、封閉外海出

水口等，排澇工程主要是加高防洪牆等，相信工程完成後，可

以解決一般的海水倒灌，但是，由於研究以及不斷諮詢社團等

組織，民署的工程計劃未能如期在 2012 年展開。到了 2013 年

度施政方針辯論時，工務部門的官員態度依舊離不開研究，至

於短期方案的研究結果，雖然同民署當初的計劃基本相同，但

卻聲稱，臨時防洪工程，可抵擋 10 年一遇的風暴潮，臨時排澇

工程，面對 5 年一遇的 24 小時暴雨，排水一小時後也不會成

災。

根據本月 1 日的新聞報道，工務局、交通局官員聯合向社

團介紹內港治水的短期方案，其實，工務局只負責臨時防洪工

程，2013 年，只進行了以內港 26 及 28 號碼頭為臨時試點的工

程；2014 年，雖然繼續工程，9 月，颱風“海鷗”只是掠過本

澳，仍然導致內港一帶海水倒灌，新馬路成為重災區，居民生

活、商戶經營大受影響，街坊十分無奈。而臨時排澇工程，看

來仍然由民署負責。至於所有臨時工程完工後，是否可以抵擋

5 年一遇的 24 小時暴雨、10 年一遇的風暴潮，將有待暴風雨的

考驗。

一項內港治水方案，遠的不講，由 2010 年至今 5 年，科研

單位研究來研究去，方案一分為三，變成短、中、長期，短期

方案的執行又一分為二；至於中、長期方案，工務部門官員早

在 2012 年就講，要結合輕軌二期建設、舊區重整、產業多元等

等，研究再研究，如今，又交給內地高等院校研究。輕軌建設

提出 14 年，一期澳門段，影子都無，二期不知要等到猴年馬

月，舊區重整法律未建立，產業多元舉步維艱，類似“空頭支

票”的研究和承諾，往往都是紙上談兵。內港治水屬於民生工

程，居民不希望工務部門為此患上“研究病”，只希望打風暴

雨不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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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十年前，政府提出了舊區重建的構思，並成立了舊區重整

諮詢委員會，確立了法律先行的重整思路。然而，《舊區重整法

律制度》在立法會審議中成為廢案，當局隨後提出的“斬件立

法”至今也杳無音訊。過去一年多以來，多位議員不斷追問有

關斬件立法的工作進度，當局都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當局

迴避拖延的態度，留給市民非常不好的印象。

去年施政答辯期間，行政長官在回答本人提問的時候，曾

表態會在新填海 A 區預留土地置換，主動推動舊區重建；今年

8 月，行政長官公佈未來五年的施政理念及藍圖，亦明確下一

屆政府將“以都市更新的概念推動舊區重建”。至今一年又將

過去，當局在這方面的工作有哪些進展呢？一項各界極度關

注、長官高度重視、各界持續努力的工作，十年了依然缺乏具

體思路、不能真正啟動，我想，有關部門就算有一萬個理

由，也無法向市民交代。

在“都市更新”的問題上，法律應當先行，但是也應當同

步開展其它工作，特別是行政長官所提出的新填海 A 區中轉置

換計劃和政府主動推動都市更新的方向，有關部門必須要盡快

明確 A 區置換模式和土地的大小，以及是否參考香港做法設立

市區重建局推動計劃。對於建成區的更新規劃，當局也應當要

有較為具體的藍圖。如果當局不盡快啟動上述工作的構思、規

劃和諮詢工作，恐怕再過三五年，“都市更新”亦無法落實。

近日，候任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向媒體表示，其上任後

將優先處理運輸交通以及房屋問題。可以說，高度吻合民眾的

訴求，非常清晰自己未來五年的主要任務。但是在土地資源極

缺的澳門，要解決房屋問題，絕對無法迴避舊區重建和都市更

新的議題。

為此，本人促請下一屆政府下定決心、急民之所

急，將“都市更新”同樣作為優先處理的工作對象，盡快公開

詳細計劃和工作時間表。

多謝。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本地人被外僱搶飯碗兼拉低薪酬水平的情況長年存在，當

局卻沒法採取有效措施保障本地工人的就業權益。以建築業為

例，近兩年建築工程不斷，市場對人資需求大。然而，行業僱

員的收入水平卻未因人力拉緊而水漲船高，今年第四季的行業

收入中位數為 13000 元，對比 2008 年的 10000 元，增幅並不明

顯。

反觀近幾年同樣是大興土木的香港，由於建築業人手短

缺，多個工種的參考日薪自去年十一月起已由一千元起跳，混

凝土（石屎）工種今年更加薪至 2,000 元。而同樣聲稱人手短

缺的本澳建築業，卻因為來澳建築業外僱數字大幅飆升而嚴重

干擾了人力資源供求關係，進而降低本地人的議價能力。目

前，建築業外僱由過往的數千人增至今年十月份的 42,667

人，佔行內就業人口的七成六。有建築工程公司竟仍以月薪

11,700 元招聘需有五年相關工作經驗的扎鐵工人、焊工、鐵器

及鋁合金安裝技工，這些全部是講求技術、需要經驗、工作辛

苦的工種，試問如此脫離市場的薪酬條件如何能聘到本地工

人？難怪坊間不停質疑企業招聘本地工人純粹是行程序、只為

製造符合申請外僱的資格；更甚者，即使有本地員工成功獲

聘，一旦外僱上場就被企業解僱，令本地人淪為外僱替工。

此外，本澳在勞動力招聘上一直存在年齡歧視，即使各行

各業大叫人手短缺，他們仍不被接納。有本地中壯年人士向本

人反映，由於年紀偏大，找工作屢屢碰壁，雖然招聘沒有寫明

年齡要求，但每當僱主聽到是 50 歲以上人士應聘，就表明“唔

請”又或不會有回覆。她質疑，如果本澳確實是勞工短缺，中

壯年在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理應不會存在，可惜由於政府容許

外僱源源不斷的補充，令他們在經濟發展蓬勃的今日，依然一

職難求，甚至備受排擠。

雖然當局不斷強調，外地僱員僅作為本地人力資源不足的

補充，遺憾的是，政府從沒有負起應有的監察和管理責任，致

使不少本地僱員成為輸入外僱政策的犧牲者。新一屆特區政府

即將就任，本人敦促新任官員能夠肩負起責任，採取實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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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外僱輸入制度的漏洞，並能因應對企業招聘的種種投訴作

快速回應和跟進，以免企業招聘走過場、只為聘請外僱製造合

法文件，進而就損害本地僱員的就業權益。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澳門物價高企，部分生活必需品尤其鮮活食品、蔬果價格

更較鄰近珠海和香港昂貴，市民早已怨聲載道。盡管珠澳物價

存在差距有多方面原因，但打破壟斷、擴闊來貨渠道、增加供

應、引入競爭以平抑物價增幅，仍是社會強烈的訴求。

在供應層面，早在二○○二年，內地已取消供港澳鮮活食

品的配額管理和指定代理的規定，內地農場只要向相關部門註

冊或備案，受當地檢驗檢疫部門監督，就可出口鮮活商品到港

澳。據悉，目前有超過二百多家內地菜場符合供港澳要求，但

有供應給澳門的菜場只有數十家。

在零售層面，除了街巿菜檔外，民署亦於二○○二年取消

街巿周邊不可零售蔬菜的規定，只要商號向民署申請相關許

可，就可銷售蔬菜。故此，近年無論大型超巿或小商戶都可經

營蔬菜零售。

在入口檢疫方面，現時，無論是內地還是外地，只要符合

衛生檢疫標準的鮮活食品均可進口。但法例規定，蔬菜、禽

鳥、蛋類等鮮活食品必須在批發巿場內作檢疫和批發。但本澳

唯一的批發市場卻不能讓新經營者進場，致使市場遭到壟

斷，不少批發貨品質量參差、短斤缺、長年淨重不足，有關

當局又監察無力，從未主動作出跟進和解決問題。

面對社會對批發市場的高度關注，民署只一再以新批發巿

場落成後，將增加一倍批發檔位，以及會引入臨時進場機

制，讓新經營者入場參與臨時批發業務作回應。但新批發市場

工程卻一拖再拖，由原承諾於二○一五年上半年落成，拖至現

在仍未動工。實在令人失望。

安全、穩定和價格合理是鮮活食品供應政策的基本原

則，隨著內地鮮活食品供應渠道大大增加，當局有必要全面檢

視內地輸澳蔬、果及豬、牛、禽、畜等鮮活食品供應體系和機

制，除重新評估和檢視可能存在的食安風險外，須不斷減省和

優化貨品供銷的中間環節，完善監督和執罰機制，確保輸澳食

品價格合理，以減輕居民的生活負擔。

多謝。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將到，滿城歡樂融融，但在全城歡慶的

同時，不要忘記社會上仍有一部分的人士被邊緣化，仍在水深

火熱之中，過著極為艱難的生活。早前，本人前往探訪數個貧

困的家庭，其中有個單親家庭，僅得由媽媽負責照顧患有癲癇

症及肌肉萎縮的女兒，而光是照顧就經已沒有時間工作，只能

收取援助，即使當事人想自力更生也無能為力。試想想，倘若

有一個院舍能夠向上述人士提供照顧，除可減輕照顧的壓力

外，更可恢復工作的機會，為社會增加勞動力。但現實的情況

是，特區政府對這些有缺陷的人士視若無睹，與殘障人士的慘

況同出一轍，往往遭到社會邊緣化。

無可否認，照顧部分嚴重缺陷及重度智障人士對家長來說

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由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而隨著

年齡老化，這些家庭已經出現“雙重＂老化的情況，但他們子

女的自理能力並沒有隨年齡增長而有所顯著改善，而且身體機

能比一般人更早衰退，在政府支援不足的情況下，年老的家長

要照顧子女的所背負壓力更大，當家長連自己也不能照顧

時，那對子女就更加有心無力，那時他們又將如何照顧自

己，但政府多年來對興建新院舍一事卻遲遲未見行動，根據調

查，有二百多個智障人士家庭的家長已年逾 65 歲，智障子女亦

已 40 多歲，出現雙重老化的情況，但現時的床位僅得 400 多

個，供應量非常緊張。盡管政府表示將於石排灣興建智障人士

院舍，提供 118 個宿位，並預計於 2015 年上半年竣工，但根據

過往施政的經驗，能否如期竣工也是未知之數。

除了缺乏院舍之外，特區政府對殘障人士的經濟援助亦非

常不足，盡管特區政府已經將最低維生指數提高至澳門幣 3,920

元，但社會保障等養老金及殘疾金等金額、津貼及各項舒困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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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也未見有任何調整的消息，仍維持在半年至一年前的水

平，而事實上，經濟援助僅是輔助性質，最為有效的方式就是

協助殘障人士自力更生，但由於政府甚少鼓勵企業為他們提供

工作的機會，以致現時只能依靠政府微薄的津貼緩急解困。最

後，希望新班子上任可更加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以便更好

體現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

多謝。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今日剛剛發表了《澳門政

制發展意見調查》結果，反映今年十二月初以科學隨機抽樣取

得的澳門居民整體民意取向。超過六成人贊成行政長官應當由

澳門居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超過四成人期望二○一九年可以

普選特首。綜合期望立法會的議席比例，直選議席應當由十四

席增至十九席，間選議席應當由十二席減至九席，官委議席應

當由七席減至五席。超過七成人認為長遠而言全體立法會議員

都應由一人一票直選產生。本人認為，特區政制應當依照基本

法循序發展，穩步但是不停步。

中央政府對澳門特區政改的決定權，無庸置疑，但特區政

改五部曲的第一部分明是要行政長官先負起責任，向全國人大

常委提出報告。鑑於行政長官缺乏信心，推搪含混，本人盡議

員之職責，在立法會提出關於盡快籌備啟動政改的動議辯

論，可惜在過於保守的議會氛圍中，動議遭三比二十七票否

決，以致辯論現在未能進行。

特區在二○一二年，曾初次啟動政改五部曲。作為初步嘗

試，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決定，澳門特區在二○一四年行政長官

改選時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但同時清楚解釋，在二○一四

年後，當澳門特區有實際需要，依照澳門基本法，亦可以普選

行政長官。本人當時在立法會公開表明，鑑於香港特區要等到

二○一七年才開始普選特首，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不讓澳門特

區在二零一四年這一屆普選行政長官，尚可理解，但澳門特區

的政改須持續漸進，不可固步自封。

小圈子選出的行政長官以及大多數不是由直選產生的議

會，一度以為可以罔顧民意強行通過極具爭議性的《候任，現

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離職保障》法案，惹起公眾對高

官貪財的強烈不滿。本人投反對票不足阻止惡法，正式提出動

議要求立法會向公眾公開諮詢亦遭否決。今年五月，終於要在

兩萬公民上街抗爭，七千人包圍立法會抗爭之下，終於撤回法

案。這正是民主成份不足代議機制失效，必須以公民直接行動

補救的典型例子。澳門特區市民一向溫順，在二○一二年初次

啟動政改之後，代議政制失效須公民直接行動補救的情況仍轟

然暴現，已客觀證實我們政制未達民主，未能適應有效代表民

意。政制若不及時持續改進，實不利於社會政治穩定。

以澳門特區人盡皆知的賤價批地為例，在土地法早已規定

所有批地須經公開競投而只有政府最高領導人才有權特別豁免

的法制下，我們特區成立以來三百多宗土地批給，其中僅有三

幅按土地法規定實行公開競投，其餘百分之九十九批給個

案，全部由特首不斷以“特別理由”豁免公開競投，賤價批地

給指定發展商，這些就是當權者利用公權力進行親疏有別的利

益輸送。其實，所有批地須經公開競投而只有政府最高領導人

才有權特別豁免的法制不是澳門特區獨有，而是世界各地通

例。因為面對普選壓力的政府最高領導人，不得不慎用特

權。很明顯，如果行政長官由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一人一票選

舉出來，就能慎用特權，反之，由權貴小圈子選出的行政長

官，反過來要運用以豁免公開競投賤價批地的特權給小圈子內

的權貴分派利益才能鞏固其統治。各方權貴在澳門半島及離島

取得的賤價批地，部份已興建酒店及豪宅圖利，但有部份卻延

誤發展，成為閒置土地。本人一再促請特區政府依法收回閒置

土地，特區政府聲稱由二○○九年起已加緊處理未依期發展的

批地，其中四十八個個案已分折證實，責在發展商，但權貴利

益不好動，五年來至今沒有一幅閒置地收回。政府為權貴護

短，連四十八個個案基本內容都一直不敢公開。於是，眾多閒

置地當中，要選出這四十八幅來處理，是不是真的是公平的

呢？業界亦都無從監察。這些個案，如果真的是全部責有應得

的話，又因為黑箱作業，無從體現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

澳門特區既得利益集團勢大，建制中人更是過份保守，過

份執著。本人提出動議辯論遭三比二十七票否決。本人絕對不

會把反對票的議員同事們當作是反民主。投反對票的議員們多

表明是害怕引起爭議、引起撕裂、引起不穩定。在行政長官含

混推搪又未見中央表態支持之下，害怕引起爭議，害怕引起不

穩定便是態度保守執著於既有權位者的自然傾向。

澳門特區建制這種保守的政治現實，其實有利有弊。弊處

是對發展構成障礙，可能令澳門特區錯過漸進改革的時機，令

建制中人躲在權貴小圈子內難以磨練出真正有效執政的能

力，造成日後的不穩和危機。反過來看，澳門特區建制保守的

現實，亦保證盡管啟動政改，盡管實行普選特首，都肯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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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更絕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在這樣一個保守可控的地方，是否真的獲准循序漸進發展

民主，抑或仍是不准推行政改，則這個決定亦客觀說明國家領

導人的真實取態。

本人希望行政長官在啟動研究政改方面，獲得國家領導人

支持，得以有信心履行責任，從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啟動

政改，盡早籌備在二零一五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本

人建議，希望進一步啟動政改，讓永久性居民研究一下，是不

是在二○一九年都能夠在行政長官選舉中行使選舉權，立法會

議席亦應盡早調整，讓直選過半。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澳門私樓早成天價，一般市民，尤其是工薪階層，根本無

力負擔，所以大多數居民都只能寄望於經屋來解決居所的問

題。但經屋數量供應嚴重不足，經屋法亦存在多方缺失，無以

回應社會和民眾的需要。

今年三月下旬截止的多房型經屋申請，是在停頓八年後重

啟的經屋申請，誰都可以料到會有數量龐大的申請者。但政府

拿出來供申請的經屋單位僅得一千九百個，結果卻有四萬二千

多個家庭遞了表，超額二十一倍，申請經屋尤如買六合彩，要

靠運氣才有機會。而且，現時的申請規則，每次散隊，若以如

此模式來接受申請，有些人恐怕一生人申請十次二十次，都可

能永遠抽不上。而那些個人家團因排在最次要位置，與非核心

家團相同，都是每次陪跑，根本連抽簽機會也沒有。當年經屋

法通過了如此荒謬的方式，本人已用盡所有途徑向公眾示

警，但卻未有能力引起公眾的關注。而到經屋法實行時，市民

才終於嘗到惡果，明白到經屋法取消過去那種計分排序輪候的

制度，改為以大抽獎方式分配房屋，是政府愚弄市民，有意推

卸責任的手段。對之，市民深感不滿。

政府面對群情洶湧，承諾修改經屋法，但卻把要求恢復計

分排序輪候的訴求擱置，要把其當作長遠房屋政策來檢討，而

短期內只作不着邊際的小修改，如把核心家團、非核心家團及

個人申請的抽簽順序改為每組都配若干比例的單位作抽簽。只

是，若總體供應量不增加的話，這是典型的朝三暮四的耍猴技

倆。還有把正常的先審查，後抽簽的方式修改為“先抽簽，後

審查”。只能說是面對四萬二千份申請表，當局連認真審查也

懶，連審查功夫都免了，只在抽出的名單中來審查，結果是申

請者若一天抽不中，都不會知道自己到底是否符合資格申請經

屋。這種方法被形容為“官僚開心，百姓驚心”。因為當官的

工作量大減，但申請者即使每次申請，申請十次八次之後終於

幸運抽中，到時才被告知不合資格，想不精神分裂都幾難。

所以，我們對這種小修小補的修改，實不足為法。我們認

為，修改經屋法最核心的是將現時的每次申請分配後散隊改回

計分排序輪候制度才是根本。只有撥亂反正，重新恢復計分排

序輪候制度，申請者即使一時間不獲分配，但亦可以此來規劃

自己的未來生活，而非繼續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終日。

此外，現行經屋法對申請者若小時候其父輩曾購買經屋或

獲四厘補貼資助購買私人住宅單位的，均被視為不合資格申請

經屋或社屋，甚至連其配偶亦同樣不符資格。這是野蠻的規

定。事實上，本澳的住宅，只適合一個核心家庭居住。市民小

時候當然跟隨父母居住，父母子女是一個核心家庭的組合。但

當子女長大，需要自已成家，要建立另一個核心家團時，卻因

小時候曾是家團成員而被剝奪購買經屋或入住社屋的機會。而

本澳居民的平均壽命是八十多歲，就是說，子女長大自組家團

之時，上一輩最少還有三四十年命，那就意味着兩個或更多的

核心家團要被逼居住於一個專門設計作為一個核心家庭的居所

中生活。生活空間不足，易生磨擦，不斷引發家庭糾紛，生活

質素當然不但不可能提升，而且可以預見是每況愈下。法律如

此規定，背後其實是基建於一個不人道的理由。所以，這也是

經屋法必須修改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我們認為，小時候即使曾

是購買經屋或獲四厘補貼的家團成員，但至其十八歲成年後便

應自動視為脫離原有家團，有申請經濟房屋或社會房屋的資

格，這才符合社會實際和人道精神。

至於恢復計分排序輪候制度，會否令政府因無地建屋而無

以為繼。作為政府，說無地建屋是不足信的。過去幾年，特別

是落實萬九公屋承諾過程中，政府以“起屋唔難搵地難”作為

擋箭牌。但實際上，在高呼土地資源不足的同時，特區政府完

全無視中央政府零九年已批准澳門的三百五十公頃填海地的事

實，多年來完全罷工，不填海取地，以建公屋。這表明政府並

非無地，只是刻意不落實填海計劃以沒地為藉口拒絕多建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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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屋而已。況且，除了填海新城的五幅填海地外，還有四十

八幅閑置土地，政府又是把收回程序刻意拖延；還有機場對面

偉龍馬路側的八萬多平方米的涉貪土地，也已是政府囊中之

物。這些土地資源只要政府下定決心切實調度，所能建成的公

屋數量已足夠滿足到社會的需求。所以，所謂缺乏土地資源建

足夠公屋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們促使當局下決心調動土地資源，增建足夠數量的經屋

及社屋，並修法重新恢復計分排序輪候制度及消除種種不合理

的限制，制訂輪候期，確保合資格申請者輪候有期，切實回應

社會訴求。

多謝。

主席：蕭志偉議員。

蕭志偉：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今日發言的主題是：加快輕軌工程進度，建造宜居旅遊城

市。

澳門輕軌立項以來已有 11 個年頭，社會大眾期待輕軌早日

落成，為居民出行提供優質便利的輕軌出行服務。但由於各種

原因，輕軌建設一直未能如計劃進行，工程建設遠遠落後進

度，輕軌全程通行遙遙在望。輕軌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的重

要部分，擁有準時、遠距離運送大批量乘客的優點，是城市交

通的大動脈。我們可見世界上各個發達國家的城市均擁有先進

的軌道交通系統，網絡幅蓋城市各處，軌道交通亦是城市外延

發展的先驅。

近年本澳經濟及社會發展迅速，博彩旅遊業帶動經濟蓬勃

發展，旅客人數在 2013 年已接近 3,000 萬人次，今年更有望突

破 3,000 萬人次，即日均 8 萬多人次，加上本澳常住居民及來

澳工作的外僱人士，可想而知每天交通承載力之大。我們雖然

看到當局不斷調整公共交通政策，增發巴士班次和數量，但在

道路資源有限及旅客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這無疑並非根本的解

決方法，只能疲於應付。

輕軌的早日落成，無疑大大改善本澳的交通惡劣情況，但

輕軌項目立項以來至 2011 年工程啟動，進度未如計劃般理

想，路段規劃受到社會上部分居民質疑和反對。當然，當局需

要聆聽廣大居民的聲音，但亦需從澳門發展的大局考慮，做好

與社會各界，尤其是利益直接關係方的溝通協調工作，爭取平

衡各方利益，盡快落實及建設對本澳城市交通長遠有利的輕軌

路段走線方案。否則，工程一拖再拖，只會困擾本澳居民，亦

無法解決交通問題。

其中，近年經濟發展迅速，隨通貨膨脹不斷上升，輕軌工

程的拖延致使工程造價和建造成本的不斷提升，如此反復定必

使輕軌工程總成本遠超預算，對公共財政資源造成浪費。

同時，建造輕軌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本澳居民生活質量，提

高居民和旅客的出行效率，長遠來看有望減低私人車輛出行水

平，達到本澳城市交通真正做到公交優先，綠色出行。但拖延

的工程項目不但不可能解決交通問題，更令到局部交通受到影

響。

我們看到明天開始兩地通關將有新的安排，區域合作將踏

入新的階段，粵澳兩地將形成更緊密的關係，與此同時將帶動

更多的旅客及工作人員來澳，如何更好的舒緩這部分人士帶來

的交通需求，當局需盡快作出決擇，以便推進輕軌工程早日落

成，逐步解決目前本澳的交通困局，同時避免交通問題日益惡

化。

多謝。

主席：黃潔貞議員。

黃潔貞：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候任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早前表示“未來五年會是醫療

建設最光輝的五年。”並指出會“搞好離島新醫院的建設和醫

療改革工作，認為目前具備專業資格的醫療人員不足，當務之

急是做好新醫院建成後的人手規劃，並將研究籌設“專科醫生

培訓學院”，著實回應了民居“睇病難”的訴求。而澳門大學

健康科學學院成立一週年，該院院長表示“澳門大學健康科學

學院將以成為澳門以至遠東具領導地位的生物醫學研究和教育

機構為設立的目標，並有意籌備醫學培訓中心，為本澳專科醫

生提供培訓。”這兩個的消息對於未來醫療發展起到正面的推

動作用。也初步回應了本人曾多次促請當局做好本澳醫療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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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並考慮於本澳設立醫療培訓基地及研究培訓醫療人

員，落實未來醫療體系的人員培養工作，以解決專科醫療輪候

時間長、專科醫生人力資源緊絀及專科水平不及鄰埠等問題。

再者，專科醫生培訓基地設立後，可為本澳醫療人員提供

了一個良好的平台，使他們能夠得到系統化的訓練，明確了自

己的醫療發展路向，更可補充及鞏固各醫療範疇的專業人

員。甚至有助提升醫療人員診症的準確性及其效率，減輕居民

對醫療服務的不信任，從而提升市民對於本澳醫療教學及醫療

專業的認受性和信心。

因此，為了讓本澳籌備醫學訓練中心的構想得以落實，切

實解決專科醫生數量不足的問題，本人認為高等院校宜把握時

機與有關部門磋商，而政府相關部門亦應為計劃的落實提供協

助，讓專科醫生培訓基地能夠盡快成立。另外，建議未來相關

的醫學培訓，應充分考慮到與正討論中的醫療人員專業認證制

度，相互配合和銜接的問題。從而吸引本澳外流的醫療人才回

流發展，接受本地化及專科培訓，這既可補充本澳醫療人

資，又可以確立醫生在澳門的專業地位，強化本地整體醫療的

力量，相信有助提升本澳的醫療技術水平及質量。

最後，建議特區政府也應著力提供條件，讓澳門大學健康

科學學院未來的科研成果，能夠引入至臨床應用當中，並協助

其與先進的國家及醫療機構合作，共同促進本澳醫療事業的發

展。

多謝。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食肆油煙排放問題長期影響著不少居民的日常生活。隨著

近年飲食業興旺，油煙污染問題亦愈趨明顯，但現時針對飲食

場所的監管橫跨多個不同範疇的政府部門，以致“政出多

門”，致使居民投訴無門。過去當局一直推塘因欠缺有關油煙

的量度標準，因而難以規管食肆油煙問題。然而，當局於早年

又突然提出將第 16/96/M 號法令以及 2006 年民政總署管理委員

會的內部決議作為執法標準，因此，社會普遍質疑為何有關當

局長期以沒有執法依據為由，對擾民多時的食肆油煙問題“視

而不見”，更甚者對求助的居民大“耍太極”？

此外，本人曾接獲食肆求助，其透過申請環保局所設立

的“環保節能基金”資助購置環保設備，期望盡可能減少食肆

油煙對居民的影響，但結果卻是有關食肆更換了經環保局審批

的環保設備，但所排放的油煙卻被民政總署稽查人員以未符有

關標準作出處罰。本人亦曾就此問題質詢當局，惟當局卻回覆

指兩者之間不存在矛盾問題，食肆應同時遵守“雙重標

準”。然而，廉政公署於早前亦就相關問題提出意見，指出上

述兩部門針對油煙排放所制訂的標準各有不同，為免令居民無

所適從，因而建議將有關標準統一。由此可見，涉及跨部門的

施政工作往往存在溝通不足、各自為政、各施各法等老問

題，除無助解決問題，亦有損社會各方的權益，這無疑是政出

多門所遺下的惡果。

據瞭解，環保局已於 2012 年開展了第三階段“關於澳門餐

飲業油煙排放標準及監管策略研究計劃”，早前當局亦表

示《澳門餐飲業油煙排放標準及完善監管制度》草案將於今年

第四季諮詢。為此，本人促請政府加快整體立法進度，科學制

定及統一油煙的排放標準，讓本澳的餐飲業在油煙排放問題上

有規可循，亦減少油煙排放對空氣的污染，以至對居民生活的

影響。

除此之外，對於 2014 年施政報告曾提及，將進行民政總署

與文化局、體育發展局及運輸工務範疇的職能調整，正如上

述，民署與環保局在食肆油煙問題上有職能重疊之處，而資源

回收處理、高污染行業監管，如廢品回收業、修車場、廢車場

等範疇亦存在同樣的職能重疊問題，因此，本人希望新一屆特

區政府上任後能盡快開展有關職能及架構重整的工作，理順相

關部門的權責，改善政出多門的現象。

多謝。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隨著粵澳合作不斷深化，兩地交往日益頻繁，由本月 18 日

起，珠澳間 3 個陸路口岸將實施新通關安排，其中澳門社會探

討已久的“24 小時”通關終於實現。在澳門特區成立 1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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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落實新通關措施，是中央向特區送出的一份大禮，讓澳

門與泛珠三角地區實現真正的無縫對接，對澳門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皆有所促進，有利於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澳門社會高度關注各口岸的交通銜接和配套工作，尤其是

蓮花口岸實現 24 小時通關後，能否有效分流拱北口岸人流的問

題。早前，當局在答覆議員質詢時表示，正不斷優化三個邊境

站的硬件設備，增加自助通關通道 74 條及 70 名邊境人員，以

配合新政策的實施。但是，有旅遊業人士指出，考慮到交通配

套和成本等問題，旅客、旅行團短時間內估計還不會改道經蓮

花口岸進出澳門。因此，當局除要加快蓮花口岸的軟、硬件建

設外，還須就各項交通配套，尤其凌晨時分的巴士、的士服務

等作出妥善的安排。此外，還須與旅遊業界進行緊密溝通，制

訂政策，吸引旅行團及旅客多利用蓮花口岸出入境，以減輕關

閘口岸的通關壓力。現時，關閘區的公共交通和社區設施已超

出負荷，一旦延長通關時間，將會為該區的交通和治安帶來更

大的壓力。本人促請政府在完善各口岸交通配套設施的同

時，一併做好青洲區和關閘區的發展規劃，切實解決區內積存

已久的社會問題。政府還應在新措施實行後，及時就各通關口

岸的承載力、分流成效及口岸周邊配套作出檢討和總結，不斷

完善口岸管理。

聖誕假期及歲晚將至，當局還要加強社區宣傳，促進警民

合作，共同打擊犯罪。面對延長通關對預防青少年跨境犯罪工

作所帶來的新挑戰，當局須加強與學校的溝通合作，做好預防

的措施。

多謝。

主席：劉永誠議員。

劉永誠：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近年，隨著國際對環保的重視，在成為宜居、宜遊城市的

進程中，本澳的綠化面積，包括市區尤其行人道或市政設施等

的綠化建設分佈比率逐步增加；為掌握環境狀況，當局並先後

展開了多項環保工作的基礎研究、狀況分析和規劃，持續收集

本澳的環境數據，於《環境保護十年規劃》中，當局計劃到

2020 年把綠化覆蓋面積增加至佔全澳 45%。

然而，因應本澳現時每日需接待大量的旅客，城市結構和

人口密度出現變化，部分綠化建設的技術需因應形勢，在綠化

規劃和形式上需引入新思維進行優化，作出相應的調整和配

合。

因此，本人建議有關當局，因應本澳的綠化面積正愈加增

多，當局在推動環保的同時，亦應著手優化和完善其對綠化建

設的管理和技術水平，避免本澳的綠化建設成為潛在的安全隱

患之餘，更希望能給予植物在更有利的條件下成長，逐步達至

更佳的綠化效果，並提升本澳的綠化層次。例如長遠而言，當

局除了需加強對本澳綠化養護管理工作的監督和指導，以及提

升綠化建設的技術水平外，根本上需預先就不同地區的環境條

件，一方面因應植物的生命週期，以至植物的多樣性，與該區

的文化特色的契合程度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考量，從而作為挑

選樹種的依據，例如在城市道路或行人道應當優先選用遮蔭效

果較好、生命力較強的樹種，在一些交通頻繁的道路和路口位

置，則應避免栽種一些容易因生長而破壞或遮擋路面的植物品

種，在文遺及舊城區一帶應選擇種植一些色彩較為繽紛或特色

多樣的植物，以綠化點綴為該區域增添生氣；好讓植物能在植

根後除了發揮其功能外，更重要是讓植物在合適的環境下得以

長久茁壯成長；另一方面，亦需因應本澳的旅客結構和城市條

件，就不同的分區制定相應的綠化模式和規劃，例如在中區等

人口密度大的城區，更多地選擇以半空懸掛式的綠化，如人行

道難以騰出空間置入綠化元素，則可考慮從街道之間的分隔帶

入手，在綠化的同時，亦不會造成對澳門僅有的土地空間的佔

用；繼而逐步規劃營造本澳多層次的綠化生態環境，從最基本

的普及綠化，到美化、多樣化，最後藝術化的進程。更重要

是，希望當局能更多地著手於推動全民管理及共同養護的綠化

概念，讓大眾無論遊客和本地居民，提高其對綠化環境的保護

意識和重視程度。

隨著輕軌和新城填海區等多個大型基建的落成，本澳未來

將有更多硬體設施屹立於市區中，在滿足實際用途之餘，於道

路規劃或新建設上應預留空間和用地作綠化用途；而因應本澳

將有更多的市政設施，加入綠化元素和增加垂直綠化面積，綠

化管理和技術水平需不斷提升，建議當局推出更多鼓勵措

施，投放資源吸引本地年青人修讀相關專業，加入本澳的綠化

管理和規劃的團隊，或透過分判形式，判給具專業知識或經驗

的人士，以加強對園林綠化的管理，提升本澳的綠化技術水

平，共同建設綠色宜居城市。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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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月前，行政長官發佈二○一四年財政年度工作總結，其中

提及，加大力度推動經濟適度多元是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近

年來，文化創意產業作爲本澳以重點培育和寄望的核心產業之

一，受到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推動，過往當局亦陸續推出了

系列措施，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但在銷售及推介的

支援工作上，卻略顯不足。雖然當局推出了“文創系列補助計

劃”並進一步開拓空間資源，但現實中卻未能如願，特別是早

前不斷發生經營幾年的文創單位因無法負荷高昂的租金而結業

的狀況，讓人感覺可惜，冀政府可以推出更具針對性的扶持政

策，幫助本地文創產業有適合的生存及發展空間。

現時澳門租金高企，使文創機構難以承擔，不少業界人士

反映，現今本澳文創市場經營日趨困難，亦缺少文創展銷場

地，經營者在起步階段時已經面對重重難關，即使特區政府設

立兩億元文化產業基金，亦難應付日益攀升的租金，許多藝術

家的工作室被迫遷於工廈，難以面對市場。

文創產業非常需要展示平台來推廣，不少國家及地區均正

視了這一點，鄰埠香港政府採用夥伴合作模式，使文創者能以

較低成本來運作，最近香港政府將舊荷李活道前已婚員警宿舍

活化為標誌性創意中心，提供百餘個創意工作室供他們一展所

長，單位租金提供多達 50%的折扣優惠，吸引不少設計師進駐

設計及銷售自己的作品，並於今年 4 月成功運作，成功打造為

亞洲創意藝術的中心地帶。

反觀本澳，文創產業正是缺乏創作及銷售平台，當局應發

揮其主導作用，考慮借鏡鄰埠成功例子，尋找合適的用地，在

活化舊建築物的同時亦可為本地文創工作者提供場所、一定的

資金及技術支援，確保業界的發展及生存空間，同時增加澳門

各區直接面向遊客的文創產品銷售點，以扶持本地文創發

展，從而建立城市文創品牌，擴大市場知名度及認受性，亦增

加本澳旅遊元素。

澳門市場狹小，發展文創不能靠個人之力，特區政府在工

作總結中亦表示，未來會加速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繼續從政

策和資源方面做出配合及投入。希望在配合粵澳合作發展及橫

琴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設立，通過和內地的合作帶動澳門這項

產業的發展，並增加地區間的交流合作，利用自身優勢合作打

響澳門文創產品的知名度，為他們“走出去”創造更大的平

台。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十三份議程前發言已經完成，現在進入正式的議程。

請大家稍等。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等進入會場）

主席：各位議員：

在這裏，我以立法會名義歡迎譚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今日

的會議。

今次大會一共安排了三項議程，如果今日完成不了三項議

程，我們明天繼續會議。

第一項議程是細則性討論和表決《2015 年財政年度預算

案》法案。

下面請第二常設委員會主席陳澤武議員作有關的介紹。

陳澤武：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2014 年 11 月 11 日向立法會提交了

2015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的法案，該法案於 2014 年 11 月 18 日

在立法會全體會議上獲得一般性通過，立法會主席在同日將該

法案派發給本委員會進行細則性的審議。為此，本委員會於 11

月 20 日、27 日及 12 月 9 日舉行了會議，政府代表列席了 11

月 27 日所舉行的會議，並向委員會提供了必要的協助，委員會

從經濟、財政以及有關預算法律制度的角度對法案進行了詳細

的分析和討論，並就法案所反映出的預算政策以及就涉及框架

與編制等方面的問題與政府代表進行分析討論，並在這個基礎

上向政府提出若干的意見和建議。經對法案進行分析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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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注意到由於本屆特區政府將於今年 12 月 20 日屆滿，2015 年

度的施政報告將由下屆特區政府作出，但特區政府作為，為了

維持各公共部門的運作以及符合有關法律的規定，故本屆特區

政府仍需制定下一年度的預算，因此 2015 年度公共財政預算案

為一基本的預算案，預算案的首要目標是確保公共部門運作的

開支，並確保本屆特區政府已承諾的開支安排，以及首季行政

當局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 PIDDA 項目的撥款，而預算案所預計

的總開支可根據下屆政府明年三月提交，提交予立法會的 2015

財政年度施政方針作出調整。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特區政府經考

慮公務人員薪酬評議會提出的意見，在 2015 年度公共財政預算

案建議由明年 1 月 1 日起將公務人員的薪俸表一百點的七仟四

佰元澳門幣調升為七仟九佰澳門元。為此，法案第二十三條做

了專門性的規定，但是委員會留意到過去公務人員加薪都是以

獨立法案形式提交立法會審議通過。然後對當年的預算進行相

應的修改，這次呢卻併入預算法案中，而預算法案需受制於現

行《預算綱要法》所規定的年度性原則，而這一次調整公務人

員的薪俸，按照目前的法律規定和調整的機制有效期呢應當是

一直維持到下次作出相應的調整為止，不應受到預算年度性原

則的限制和影響。為了更好地體現和落實特區政府在公務人員

薪俸調整上既定的政策和一貫的做法，委員會與政府代表就有

關的技術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磋商。政府方面給予了積極的合

作，對法案作出了修改，並提交了替代的文本。根據特區政府

提交的預算案，預計 2015 年預算的總收入為澳門幣 1547 億

元，較上年度僅增加百分之零點七。從中反映出政府對從娛樂

場幸運博彩所得的經常收入與去年相比預計為零增長，但該收

入呢卻佔政府綜合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三，而總開支為澳門幣

837 億元，較上年增加百分之七點九。由此推斷得出，將會有

百分之四十五點九的盈餘、結餘率。

2015 年預算案建議的政府綜合開支增加澳門幣 131 億

元，比 14 年最初的預算增加了百分之十六點三，這個是基於調

整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薪俸的建議並連同其他的因素等呢引致

人員開支增加澳門幣 29 億元或者增加了百分之十八點五。經常

轉移呢是佔該增長的主導地位，增加了澳門幣 93 億元。這個好

大程度上是將登錄在澳門中央賬目公共財政資源其中的 200 億

元額外轉移至社會保障基金，並轉化成為該基金的資本，而明

年投資計劃 PIDDA 投資的金額為澳門幣 148 億元，與 14 年最

初預算相比減少百分之零點一的總撥款，此外在預計 2015 年 1

月財政儲備能達至澳門幣 3408 億元，這個是包括基本儲備澳門

幣 1343 億元及超額儲備為澳門幣 2065 億元，這個呢是納入了

2013 年的預算執行結餘澳門幣的 963 億元和將 2014 年的滾存

結餘是截至這個 14 年 9 月 30 日為澳門幣 29 億元作出資本化之

後所得出的金額這個財政儲備金額相當於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

百分之七十五或者是政府中央賬目的四十五個月的開支。最後

需要說明的是在委員會細則性審議的過程中，委員會也就有關

部門的預算編制情況特別是當中引起預算開支較大變動，我們

將 2014 年度 1 月至 8 月份的預算執行率並對比 2013 年度的預

算開支和執行情況要求政府代表作出相應的解釋和說明。

經過細則性審議和分析，委員會認為本法案具備在全體會

議作細則性審議及表決的必須要件，現提請全體會議審議。

多謝大家。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進行細則性審議。

法案的第一條，進行細則性審議。……沒有議員提問，付

予表決，第一條。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進入第二條細則性審議。……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

在付予表決，第二條。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進行第三條的細則性審議。

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第三條是預算的開支。在開支裏邊，我趁這個機

會再一次提醒，在預算綱要法未正式進行好的修訂之前，我們

對於政府開支，包括年度開支的監測依然是有未能夠著力到的

地方。在這裏好清楚，比如我要再次指出一些部門的人員開支

是沒有合理的解釋嘅。個人資料辦公室如果對比 2013 年已經結

算了實際的開支，到 2015 年，即是我們要通過這個開支裏面其

中它的人員開支是增加了 173%，增加了一個部門以上的人

手；環境保護局在 2013 年的實際開支對比現在 2015 年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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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人員的開支的部分是增加了 142%，多一個局以上的一個

人員的開支。這裏我再次提醒就如果向前看當然就話希望在將

來的預算綱要法裏邊能夠規定，不單止是重大公共工程的整個

項目的預算，以至到是增設部門的預算，或者部門是擴大編制

牽涉到長期財政開支的這些這樣的預算，都應該是有重點針對

性交來立法會，而且希望是能夠公開審議，就不是話收在這個

特別委員會裏邊解釋，而是話公眾也看著政府正式的解釋是怎

樣，這才能夠是有效這樣得公眾到認同和節制公共財政開

支。因為我們不可以洗腳唔抹腳，繼續是這樣以為不斷有錢

賺，賺晒。在這裏，就當然，就最後我提一提政府到今時今

日，對於尤其是我指出的這些部門突然之間擴大一倍以上的人

員開支有沒當場的合理解釋？

多謝。

主席：請司長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吳國昌議員的意見。

我想，我們是和立法會的財務跟進的委員會是衷誠合作

的。我們都知道是財務委員會是預備約見政府有關部門的代

表，希望能夠更詳細這樣是瞭解每一個部門的人員的開支方面

的情況。政府是會盡量配合嘅。

主席：現在第三條，如果沒有其他意見，我們付表決，第

三條。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進入第四條的細則性審議。

有沒有議員發表意見？……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付予

表決，第四條。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五條至第十條作細則性審議。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對第五條至第十條進行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作細則性審議。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對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付予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作細則性審議。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對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付予表

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作細則性審議。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對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付予表

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各位議員：

《2015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法案全部通過。

有沒有表決聲明？……如果沒有表決聲明，在這裏再次多

謝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今天的會議。

請大家稍等，請下一批官員進場。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等離開會場，廉政專員馮文莊等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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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接著是第二項的議程，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預防及遏

止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的制度》法案。

在這裏以立法會名義歡迎馮文莊專員和各位官員出席今日

的會議。

下面請第二常設委員會主席陳澤武議員作有關介紹。

陳澤武：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2014 年 6 月 18 日將《預防及遏止

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的制度》法案，提交予立法會，該法案

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召開的立法會全體會議上獲一般性表決通

過，立法會主席於翌日將之派發給本委員會負責細則性的審

議。

為此，本委員會在 2014 年 7 月 8 日、7 月 10 日、10 月 22

日、11 月 26 日、12 月 11 日舉行了會議，政府代表列席了 7 月

10 日的所舉行的會議並給予所需的協助。《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自 2006 年 2 月 12 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體系內生

效，包括了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政府提出本法案正是

為了落實該《公約》中所規定有關的義務，因為在澳門的刑事

法律體系中本地公職人員的賄賂行為已受《刑法典》所規

範，有關的條文規定在《刑法典》第三百三十六至三百三十九

條，對於私營部門中的賄賂行為則受第 19/2009 號法律《預防

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所規範而該法律於 2010 年 3 月 1 日起開

始生效。但對於外國公職人員及國際公共組織的官員的賄賂行

為的規範仍然處於法律真空的狀態。故此，為了有效預防和打

擊此類跨境的犯罪，維護國際貿易的公平競爭以及加強國家和

地區之間的公信力會有必要在澳門的法律體系中進行相應的刑

事立法。基於此，本法案針對《公約》第十六條的第一款，有

關行賄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的犯罪行為以

及《公約》所規定的其他履約的義務，與之同時，也考慮到澳

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建議確立一個

懲治對外貿易中賄賂行為的一般性制度。基於這種考慮，本法

律不僅規管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和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的行為，也

將規管賄賂內地、香港和臺灣地區公共組織官員的行為，以便

使本地區的刑事制度更趨完善。需要在這裏說明的是對於《公

約》第十六條第二款所規定的受賄罪，考慮到有關的規定並不

屬於強制性的規定，並且基於司法管轄權的衝突及部分相關人

士的刑事豁免權等方面的考慮，本法案並沒有對受賄罪的內容

進行相應的規定，但是需強調的是即使本法案沒有將受賄行為

訂定為犯罪，也不表示該等人員無需承擔刑事責任因為該等人

員仍需受其所屬國家的刑法管轄。

在法律的具體內容上，為了明確“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管

轄區公職人員及國際公共組織官員的概念”的定義和其範

圍，法案第二條對其作出詳細的規定，這個概念包括了擔任立

法、行政及司法職務的任何人員，同時也將在公益機構、公共

企業、國有化企業、公共資本、企業公共資本占多數出資額的

企業及公共服務承批企業中擔任管理人、監測機關據位人或者

工作人員職務的人納入規管的對象。而“國際公共組織官員”

的基礎界定的準則是以該官員所屬的組織是否由兩個或者多個

主權的國家協議建立，並以該組織的成立的章程為依據。

在法案第四條規定，為在對外貿易中取得或保持某項交易

或其他不當利益直接或者間接給予或承諾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

以外的管轄區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其不應收受的財

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作為其執行職務時作為或者不作為的回

報者，在刑罰方面，提案人接納了委員會的意見，取消了準

用《刑法典》第三百三十九條所訂定的相應的刑罰。在條文中

直接規定對行賄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者是科罰金。

關於法人的刑事責任，本法案就法人實施本法案所規定的

犯罪同其處罰制度，延續了近年來在預防和遏止法人犯罪立法

中所採納的刑事政策及其立法的措施，考慮到現法案而規範的

跨境腐敗行為的嚴重性和其特點，為了有效加強打擊的力

度，對於法案中所規定的犯罪，確立了普遍管轄的原則，而針

對本法案所訂定的行賄行為，由廉政公署根據刑事訴訟法例的

規定，負責進行相應的調查和偵查。另外為了履行《公約》第

十二條第四款的規定了法案第七條規定了犯罪的成本不作稅務

扣減的原則，其目的是避免行賄者在犯罪時所花的金額或者非

金錢利益的相應的價值，籍以合法的商業活動成本為名可以在

貨稅的金額上作出扣減。

最後，為了明確每一制度的適用範圍避免法律在適用上的

衝突和交叉重疊的現象，需要向大會說明的是當有關的賄賂行

為涉及澳門《刑法典》中所規定的澳門特區公務人員或等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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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的人有關的不法行為由《刑法典》所規範，有關的賄

賂行為法符合本法案第四條所訂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並且行賄

所針對的對象屬本法案第二條所規範的主體範圍則適合用本法

案所規定的制度，對於發生在私營部門中的行賄的行為適用第

19/2009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的法律。

經過細則性審議和分析，委員會認為本法案具備在全體會

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必須要件，現提請全體會議審議。

多謝各位。

主席：多謝。

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進行有關《預防及遏止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的

制度》法案的細則性審議。

現在對法案的第一條至第三條進行細則性審議。請各位發

表意見。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對第一條至第三條進行表決。付

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二章的第四條至第六條進行審議，請大家發表意

見。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對第二章的第四條至第六條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法案的第三章第七條進行細則性審議。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對第三章第七條進行細則性的表

決。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進行第四章的第八條至第十條的細則性審議。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對第四章的第八條至第十條表

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各位議員：

關於《預防及遏止對外貿易中的賄賂行為的制度》全部通

過了。大家有沒有表決聲明？……沒有表決聲明。

我在這裏以立法會名義多謝馮文莊專員和各位官員出席今

日的會議。

請大家稍等。

（廉政專員馮文莊等離開會場，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等進入

會場。）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進入議程三，是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都市建築及城市

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法案。

在這裏以立法會名義歡迎劉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

議。

在審議之前，劉司長是不是有些事項要向大家說明？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多謝主席。

主席：請劉司長。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或者我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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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立法會主席、尊敬的各位議員：

為了與國際的接軌，回應社會的訴求，特區制定了建築及

城市規劃範疇內的認可，制定了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內的認可

登記註冊和職業資格的法律制度的法律的草案，目的是配合社

會的發展有效地規範相關的行業，提高了建築及城市規劃專業

的地位，將澳門提升為一個專業化的城市，法案已經在去年的

11 月 19 號獲得立法會大會一般性的討論及通過，隨即在第一

常設委員會進行了細則性的討論，在多次的會議當中特區政府

與委員會進行了充分的分析和這個討論，並且與業界廣泛溝通

吸納意見後對法案的內容作出了適當的調整。

其中比較顯著的修改有幾點：包括專業資格認可，學歷由

學士伸延至碩士及博士學位，新增的申請資格被拒的上訴機

制，明確了持續進修及實習的要求，以及刪除了政府從外地聘

請沒有在澳門註冊及認可人士從事計劃編制可豁免的條款等

等，務求法案更符合澳門的情況，更具操作性，亦更可配合行

業未來的發展。此外，法律的名稱也都縮短為《都市建築及城

市規劃範疇的資格》的法案，就專業資格認可方面，法案舊文

本規定了申請人必須是學士的學位，在經過討論及參考業界意

見之後新文本將不再局限於學士的學位，碩士、博士學位都可

申請，但是必須與相關專業或學科有連貫性，另外如果有人向

專業委員會申請專業資格認可被拒絕，舊文本的規定只能從司

法途徑上訴，新文本回應了業界的訴求，明確了當建築及工程

專業委員會下設的相關專責委員會的決議若引起異議的時

候，持異議人士可向大會上訴，即多了一層的上訴機制。舊文

本規定私營機構必須聘請在澳門有專業資格認可或執業註冊的

相關專業人士工作，但是政府是基於公共、公眾的利益可從外

地聘請一些沒有在澳門取得資格認可及執業註冊人士執行編制

計劃，在考慮到公平性的問題，新文本也刪除了政府的特權的

條文，未來外地的專業人士認可與澳門專業人士合作參與澳門

建築計劃的設計，但向政府簽署計劃並負這個法律的責任者必

須具有澳門執業註冊的澳門居民，而社會關注的建築及工程專

業委員會組成框架方面，委員會將由來自不同專業範疇的專業

人士組成，其中政府的代表將過半數，專業委員會設有秘書長

及專職的工作人員，委員會下設多個專責委員會分別負責持續

進修、實習、登記認可、資格審查、考核等方面，為了確保委

員會有效的運作，日後考慮在委員會內成立專家小組，協助專

業委員會進行相關工作，提供專業的意見。大會為最終的權力

機關，倘對專責委員會的決議有異議，有關人士可向大會上

訴。而在持續進修方面，法案規定了相關的專業的註冊，執業

人士需參加持續進修，建議每兩年需要完成 50 小時的進修，當

中至少 25 個小時需涉及專業的技能，進修可採用上課、學術交

流等形式，內容即由專責小組去審議，此外法案設立了過渡的

安排，這不是按職業來進行的區分只將專業人士分為來自私營

部門或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兩個類別，因此只要專業人士在法案

公佈之日已從事相關的專業職務便可透過過渡制度申請資格的

認可。故此，法案中已包括了在澳門從事相關專業的所有人士

均可申請，但重點仍要看是否有從事相關專業的職務。而相關

的專業職務是可以理解為從事與專業有關工作為原則，作為澳

門首部工程建築範疇的專業資格法律。這個法案高度地規限了

獲得資格認可及執業註冊的專業人士的工作的要求，皆有詳細

的描述，目的是在保證工作的質素的同時，還保證專業的地

位。法案將填補過往的空白，提高建築工程及城市規劃從業員

的專業性以及專業的地位，其意義在於設立完善的制度後，吸

引更多人才加入相關的領域甚至讓外地專業的人士是來、回

澳，刺激相關行業的活力，拉近澳門的認證制度與國際間的距

離。在法案通過後，我們將盡快完成相關的配套工作，早日生

效，並會加強推廣，使業界盡早掌握法案的內容。由於這個是

一個全新的法案，我們會在執行中進行總結與檢討，逐步完

善。

多謝主席。

主席：下面請第一常設委員會主席關翠杏議員作有關的介

紹。

關翠杏：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就第一常設委員會對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

度法案的審議工作向各位作如下的介紹：

政府在去年 10 月 30 日向立法會提交了本法案立法的目的

是：就建築和城市規劃範疇的專業資格和執行職務註冊事宜訂

定一套法律制度，以配合澳門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該法案的

資格制，資格制度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專業資格，二是執業資

格。

第一小組委員會在審議資格認可和登記制度內容，並經與

政府討論之後，法案的新文本在以下幾個方面有了較大的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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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案最初規定申請專業資格認可的人士必須擁有法案

所指的相關專業範疇的學士學位，經聽取了業界和委員會的意

見之後，對學士的要求對學位的要求已經因應現時一些歐美國

家不單獨賦予學士學位而是直接授予碩士或者博士學位的高等

教育制度的現實而作出了調整，也都將不擁有學士學位但是擁

有屬法案規定的專業範疇的碩士或者博士學位的人士納入到法

案的適用範圍當中。

其次是法案最初規定專責委員會擁有一項紀律行動權。對

私營部門的技術員，因為違反職業道德操守而提起紀律程

序。對此，委員會是表示認同，然而在討論的過程當中委員會

注意到法案裏面缺乏了規範職業道德操守的內容。對此，政府

就表示因應相關的內容是需要由未來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共議之

後才作規定。故此，政府亦都認為是不適宜在現時的法案裏面

規定這一項權限，而且應由日後的法律再具體規範紀律行動權

限以及有關職業道德操守的事宜。

第三是小組亦都討論了委員會的架構事宜，法案最後文本

決定委員會將採取兩個層級運作，一個是大會，另外一個是專

責委員會，也都是稱為小組。法案在新增的第九條裏面明確規

定了兩者之間的權限劃分，小組的設置可以讓申請人就有關小

組的決議在提起司法上訴之前向大會提起內部上訴，從而為申

請人提供多一層級的申述途徑，大會對相關的決議享有最終的

審核權。

第四法案原來規定委員會即是大會在作出決定、決議之前

可以向中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在討論到這一項規定之後本委

員會認為其有違現時司法上訴的一般規定即是由行政機關作出

的決定應該首先向行政法院提起上訴，而非直接向中級法

院。法案最後文本接納了這項建議，並將受理上訴的法院改為

行政法院，此外，對於實習的具體時數規定的問題，法案也都

明確規定了留待實習規章作出訂定。

第二是委員會在審議“執業註冊制度”內容後，法案亦都

有了以下的一些修改：

第一關於民事責任保險，法案最初的文本規定購買保險是

屬於執業開始前的一項義務，後來經過討論同時認為在操作方

面是遇到了問題，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需要購買保險？是存在

困難。因此，提案人最後決定將它修改為一項註冊的要件。任

何人士在申請註冊之前都必須具備這一個要件。

第二是關於執業的不可兼任性，法案最初文本規定擔任監

察工程的人士不得兼任指導工程的職務，而且前者亦不得和後

者有勞動關係、從屬關係或商業夥伴關係。在討論這一項規定

的時候，委員會和政府都認為除了上述的關係之外其實還應該

增加親屬關係的規定，但是提案人在最後的文本當中將曾經接

納的親屬關係可以作為不可兼任條件的這個建議刪去，而且也

都將原來有勞動關係等規定都刪除了，委員會認為監察工程的

職務其社會責任重大，因此，政府應該要把好這個關口，並希

望政府盡快修定都市建築總章程，將這些相關的關係的規定作

出嚴格的監管。

最後在過渡性規定上面，最初文本只就私營部門的專業人

士作出過渡規定，後來政府認為現時從事法案規定職務的人士

尚有在公共部門工作的人員，因此法案也都將這一類人士納入

過渡性規定當中，以上是本委員會審議法案的時候主要作出的

較大的修改內容，其餘的有關情況亦都在建議書裏面載錄。我

不再作詳細的介紹了。

多謝大家。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對《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法案

進行細則性審議。現在對第一章的第一條至第四條進行細則性

審議。

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Obrigado Sr.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 

Colegas e Membros do Governo: 

Boa tarde a todos. 

Gostaria de, no início do debate na especialidade deste diploma, 

fazer uma pequena introdução. Como sabem, este é um diploma 

bastante complexo, extenso, são mais de setenta artigos, e a 

Comissão, juntamente com o Governo, levou praticamente um ano 

para encontrar as melhores soluções para serem trazidas hoje ao 

Plenário. Trata-se, portanto, duma proposta extensa e complex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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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ao longo do tempo... houve várias propostas de alteração até 

que, há relativamente pouco tempo, há duas ou três semanas, a 

versão final foi apresentada pelo Governo à Comissão para análise e 

parecer. O que quero dizer com isto é que houve várias propostas, 

por vezes a redacção inicial... vinha, talvez, do chinês para o 

português, e outras vezes era... a versão inicial era portuguesa e 

depois passou pela tradução para... para o chinês, portanto, houve 

várias... várias, diria. Foi um processo bastante complicado e... em 

que é que isto pode resultar? Pode resultar na necessidade de... 

infelizmente a sessão acaba hoje, a sessão legislativa, e também o 

mandato do Governo está prestes a terminar... em bom rigor 

precisaríamos de mais algum tempo para encontrar uma redacção 

mais apropriada. Não falo no que diz respeito... não me reporto à 

substância do diploma, porque as soluções políticas já foram 

encontradas, refiro-me, mais concretamente, à redacção do diploma 

e, sobretudo, à coincidência entre as duas versões - a versão 

portuguesa e a versão chinesa. 

Fui alertado pela assessoria da Assembleia que existem, de 

facto, problemas terminológicos. A título de exemplo diria que o 

conceito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tal como 

está no artigo 5.º, n.º 2, da proposta de lei, a expressão em chinês 

omite... omite alguns caracteres que estão n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Simplificando: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n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está escrito, em 

chinês, “公共行政當局”. Agora, nesta versão que nós estamos 

agora a analisar, os caracteres “ 當 局 ” desapareceram. A 

expressão “competência”, a “competência” no CPA, na versão 

chinesa normal é “權限”, e agora a expressão que se usa no texto 

é“職權”. E no artigo 63.º deste diploma, que fala da competência 

sancionatória, no n.º 1, em português, compete à DSSOPT, em 

chinês escreveu-se“職權”, e no n.º 2, quanto à mesma ideia, 

competência, usou-se a expressão “權限” . Outros exemplos 

podemos encontrar ao longo do texto. Obviamente, isto não foi fruto 

da minha análise de reflexão, foi a assessoria da Assembleia que me 

alertou e que me pediu para chamar à atenção para isto no início do 

debate. Outro exemplo que se pode dar é o artigo 2.º, desculpem, o 

artigo 4.º, Definição. Na Definição, nas alíneas 12) a 14), em 

português está tudo correcto, fala-se em legislação e regulamentação, 

o que em chinês seria “法例”“法規”. Aqui escreveu-se “法

例”e“規範”, portanto, “規範”significa norma jurídica. 

Portanto, há uma série de expressões, sobretudo em chinês, que 

devem ser harmonizadas com o que está bem ou mal... mas é o que 

está escrito no Có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que, para 

nós, é um Código, é uma lei, é uma lei com valor reforçado, esta lei 

vem de... este Código vem de 1999, provavelmente a tradução não 

foi a melhor, mas é... mas os conceitos jurídicos estão aí consagrados 

e, se quisermos alterar estes conceitos jurídicos na versão chinesa, 

devemos ter, digamos, uma reflexão mais ponderada e não fazê-lo... 

fruto de uma mera tradução ou duma mera inovação dos tradutores, 

ou seja, não se trata de uma alteração do conceito em chinês com 

intenção técnico-jurídica ou com carácter científico, mas 

provavelmente fruto da mera tradução feita por tradutores diferentes. 

E também, por outro lado, acho que é importante aqui salientar 

o artigo 26.º, por exemplo, onde há uma divergência de redacção 

entre a versão portuguesa e a versão chinesa. O artigo 26.º é sobre a 

competência sancionatória, aliás, na Comissão várias vezes dissemos 

que se trata duma competência do director das Obras Públicas, a de 

aplicar sanções. Não é isto que está em dúvida, a competência é 

sempre do director, todavia, ao lermos a versão chinesa - por favor 

confirmem-me os colegas que dominam melhor a língua chinesa - 

parece-me que na versão chinesa, no artigo 26.º, a competência... 

não se diz que a competência é do director, diz-se que a competência 

é da Direcção, é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Obras Públicas, 

quando a nossa intenção, se estiver enganado corrijam-me por favor, 

a intenção legislativa é no sentido de atribuir a competência a uma 

pessoa, e essa pessoa é o director. Portanto, há aqui pequenos 

pormenores de redacção que temos vindo a detectar e que, para 

melhorar em termos de legística, devemos ter em consideração, para 

que, futuramente, quando a lei for aplicada, a redacção seja a melhor, 

a mais compreensível, que é condição sine qua non para que a lei 

seja bem executada e bem cumprida. 

Antes de terminar, também gostaria de dizer que na versão 

portuguesa, em virtude da falta de tempo que nós tivemos, como 

disse, a versão final foi-nos apresentada há relativamente pouco 

tempo, não houve tempo por parte da Comissão nem dos membros 

da Comissão, nem dos restantes deputados desta Assembleia, para 

ponderarem melhor em termos de legística, sobre a forma de 

redacção das diversas normas, daí que se encontrem, por vezes, 

expressões muito repetitivas... expressões muito repetitivas... Creio 

que em sede de comissão de redacção poderemos tornar o dip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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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perfeito, mais legível e tecnicamente mais perfeito. 

A título de exemplo, para não tirar muito tempo ao Plenário, no 

artigo 9.º fala-se na competência da Comissão... das Comissões 

especializadas do Plenário, quando em rigor se devia referir ao 

exercício das competências. São pequenos pormenores, assim como 

são pequenos pormenores na versão portuguesa, questões de 

pontuação, vírgulas a mais, vírgulas a menos... De maneira que, Sr. 

Presidente, aproveito este início do debate para pedir uma espécie de 

voto de confiança do Plenário para que, depois da aprovação do 

texto final por este Plenário, da parte da Comissão de Redacção haja 

uma atenção especial para que a redacção que venha um dia a ser 

publicada no Boletim Oficial seja a melhor possível e que não haja 

grandes divergências, sobretudo nas... nos conceitos jurídicos em 

chinês. E na versão portuguesa, a redacção também deve ser mais 

simplificada, mais aligeirada, mais compreensível, para haver depois 

uma melhor aplicação da lei. 

Muit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歐安利：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同事、各位官員：

午安。

在開始細則性討論前，我想作一個簡短介紹。眾所周

知，這個法案相當複雜，篇幅亦頗長，條文超過七十條，委員

會與政府其實都花了一年時間才有較理想的方案，今日將之帶

來全體會議討論。由於這是個篇幅較長且複雜的法案，文本在

討論期間曾多次修改，最後修改文本在兩三個星期前才由政府

提交立法會進行審議及編製意見書。我想講講修改過程，有按

中文原文修改葡文行文的，有按葡文行文通過翻譯修改中文行

文的情況，因而行文需要多番修改，經過了相當複雜的程

序，會產生甚麼結果？……不過，遺憾的是，這個法案需要在

這個立法會期，也就是這屆政府任期屆滿前完成審議，但是嚴

格來說，理想的行文，是需要用較多時間研究的。關於法案的

實質內容我沒有提及是因為具體來說在中葡文文本上已有政治

解決方案。

在用詞方面，立法會顧問提醒說存在問題，例如法案第五

條第二款中“Administração Pública”的概念在中文表述方面

與《行政程序法典》的表述有點差異，少了兩個字。簡單來

說，“Administração Pública”一詞在《行政程序法典》裏的中

文表述是“公共行政當局”，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法案裏卻沒

有了“當局”這兩個中文字。另外，“Competência”一詞

在《行政程序法典》裏的中文是“權限”，但在法案裏則

是“職權”。法案第六十三條關於“處罰職權”，第一款規

定，“土地工務運輸局具職權……”中文表述是“職權”，但

在該條第二款同是“competência”一詞，中文的表述卻是“權

限”。在整個法案中其實還有其他例子。當然，這不是我從思

考分析中得出的結論而是立法會顧問給我的提醒，且要求我在

開始討論法案時請各位留意。另一個例子是第四條“定

義”，在該條定義裏的第 12 ）項至第 14 ）項葡文用

的“legislação”和“regulamentação”是完全正確的，中文的表

述應是“法例”及“法規”，但法案裏用了“法例”和“規

範”，“規範”應是“norma juridical”。

有一系列的表述尤其是中文表述，並不是說好或不好，而

是應與《行政程序法典》裏的表述相配合，因為《行政程序法

典》是一部重效法，在一九九九年生效，或許當時的翻譯用詞

不是最理想，但既然已確定了法律概念的用詞，如果想修改這

些已確定的中文法律概念，應三思而後行，不要純粹因為翻譯

上或翻譯員的創新用詞而修改，即應從法律技術上作科學性修

改，而不是因為不同翻譯員採用不同用詞。

另外，我認為在此指出第二十六條中葡文行文有差異也是

很重要的，例如第二十六條“處罰職權”，在委員會討論時已

多次提及這是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的職權。這方面沒有問

題，處罰權應屬局長，但是在閱讀法案中文行文時，請講中文

的同事確實一下，似乎第二十六條的中文行文裏沒有說有關職

權屬於局長，而是說屬於土地工務運輸局的職權。如果我搞錯

的話，請糾正我。我們的立法原意是賦予某個人職權，而這個

人是局長。在此發現了一些行文上的小細節，應該考慮在立法

技術上作出改善，以便將來適用的法律行文能較清晰及易於理

解，這是法律有效執行及實施的必要條件。

在結束前，我也想講關於葡文文本。由於時間有限，最後

修改文本政府才交來不久，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及非委員會成

員的立法會其他議員都沒有時間好好地思考法案的行文形式等

立法技術問題，因此，發現多處表述重複的情況。我相信編撰

委員會能使法律規定清楚明瞭，在技術上更趨理想。

另外，為節省時間，我只講講第九條“大會和專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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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責”。嚴格來說，應該是指行使職權，是關於葡文文本的

一些細節問題，即如標點符號，加逗號或刪除逗號等細節問

題。主席，我希望趁討論才開始要求全體會議先通過最後文

本，然後再由編撰委員會多加注意更正這些細節，務使政府公

報刊登的行文清晰，尤其中文法律概念。葡文行文也應該更為

簡明易於理解，以助日後法律的有效實施。

多謝主席。）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這個法案，我們是，當然啦，為了專業資格是建立一個制

度，也都在第二條裏面都是指定有十三個方面的，集十三個範

疇的這些專業的資格。但我們現在所建立的就只是一個平面的

專業資格，平面嘅。點解話平面的？因為這些全部只是認證了

他的資格之後是沒任何的這些晉升這些等的機會嘅。我們都知

道，明白一樣嘢，就是話在這個法案是澳門的即是講專業認證

角度來講它是第一個法案，但是實際上在之前《私框》教師的

法律制度其實亦都是另一種形式的專業認證來嘅。在《私

框》裏面制定的時候都會有一至六級的教師，我們現在這裏是

沒有嘅，而沒有，有個問題就是話隨著我們個都市的發展，大

型的建設是越來越多，而事實上在大型建設裏面往往有些層級

的工程師可能是被要求，不是直接要求一般的工程師，可能要

求是專業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才可以擔當這個職責的時候，過

往出現了在澳門一些外地來的投資，大型建設裏面發現澳門是

沒這些即是一般工程師以上的級數的工程師，在那個情況下變

成澳門好似沒人才那樣。這一點上面，當然我明白現在我們剛

剛開始建立這些制度時候，就是一個平面，先建立一個平面先

啦，未來時候才有一些，即是可能再經過一段時間實踐之

後，積累了相當的專業人才之後然後才能夠是去考慮不同級別

的工程師的認證。這一點上面，雖然司長其實沒辦法回應

我，我也都明白個問題所在，但是我覺得，這一點，就是在立

法會作這個發言，即是作為一記錄，我們未來是需要朝著這個

方向來到發展嘅。

多謝。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多謝主席，好多謝剛才兩位議員

的一些問題。

這樣關於歐安利議員嘅，我是同意嘅，我諗日後，因為剛

才大家講，這個問題，同我立法的原意，是純粹是個字眼問

題。我都同意是由編撰委員會把有些字眼再執一執它。至於區

錦新嘅，我諗關於我們現在這個制度嘅，其實我們是參考了世

界好多不同的國家，但是普遍來講都是沒設一個所謂的一個級

數嘅，當然有些國家會有，但是在今次裏面我們考慮就話設立

一個切合我們澳門實際的情況。當然未來有沒需要？我諗這個

等日後再檢討個陣時再作一個研究，但暫時我們覺得現在在法

案裏面的制度是符合我們澳門實際的情況的一個制度。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將法案的第一章第一條到第四條付予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法案的第二章第五條至第十條進行細則性審議，請

大家發表意見。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將第二章第五條至第十條付予表

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法案的第三章第十一條至第十六條進行細則性審

議，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關於我們建立這個制度確認登記的時候，需要一個實習和

考試。考試方面，在我們的法案裏面就著墨不多，因為在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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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裏面都是規定了將來是由補充性行政法規來到規定嘅，但

是我作為委員會的成員，那就的確，我在委員會的時候，我唔

記得問這個問題，因為問乜嘢呢？就是話現在它所講的考試的

種類啊，週期性和進行方式是用補充性行政法規來到規定，但

是我其中一點就是話，究竟將來這個考試會採用的是乜嘢語

文？當然啦，澳門是官方語文有中文和葡文，但是如果只是中

文和葡文是作為官方語文，在考試的時候只是考這兩種，因為

這兩種語文可以選擇的時候，就可能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就可

能會排除了好多其他地方接受訓練的返來這裏，在英國、在美

國或者在其他國家去讀的時候，如果我們這個語文方面完全只

是得中文和葡文就可能會不利於這個專業認證這一個，對其他

地方或者接受英語訓練的人返來在澳門進行這個認證和執

業。在這個情況下，我就希望提醒下，比如將來在制訂行政規

章的時候是不是有條件去最少增加埋英文作為考試的語文的選

擇？這一點也都是提請政府方面關注。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我諗，當然，有關考試的澳門的

兩個官方語言必定是這個是考試的可以使用的語言，至於其他

語言的使用方面，我諗這個也都是留待返將來設立的大會和相

關的專責委員會，由它就按實際的情況再作研究。我諗當委員

會我們有業界的人士參與方面，他們是肯定更能是反映到澳門

的實際的需要嘅。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將第三章第十一條到第十六條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四章第十七條至第二十六條作細則性審議。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關於持續進修方面，現在我們這個持續進修就擺在針對一

些要註冊的工程師，他們就是需要有一些持續進修，但是事實

上，我們現在是分成兩層啦，一層就是登記確認資格，另一層

就是註冊可以執業，兩層。而註冊執業的當然是他們要承擔那

個責任會更加大，但事實上其他確認登記了的這些專業人

士，其實他都是一些專業人士，但是，現在我們在這一個法案

裏面就即是並沒規定他們需要一個持續進修。但事實上持續進

修本身也都是一個應該是一個必要的方面。就算以我剛才提及

到我們的《私框》，教育界的《私框》為例，也都規定就是所

有合資格的教師都需要每年接受持續培訓 30 小時嘅。這裏就只

是規定註冊的才需要而沒註冊的話就不需要，這一點上面也都

希望政府能夠解釋一下，點解專業人士不需要在法律上面規定

他們都是需要有一個持續進修？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我諗，對於剛才區錦新議員提出

的問題，對於取得資格認可人士都納入我們持續進修這個要求

裏面，政府認為長遠而言這個是有一個需要嘅，但是我們在這

個進修的制度設計過程中，我們也都要考慮大量的工作，先後

緩急。所以我們是考慮現在在現有裏面是將註冊人士擺了在我

們這個法律裏面，我們覺得這個是這個較為一個穩妥的一個推

行。當然我們知道外國嘅，有它們自己的制度。外國的制度它

不止單單是註冊嘅，資格認可都包括裏面。但是我們都明白到

我們現在這個制度只是剛剛一個起步。在現在這刻我們是先對

於這些執業的註冊人士將他規範好、管理好，確保這些註冊的

專業人士的工作質量，和透過一個持續進修是得以保持，這個

是我們政府在立這個法的時候一個取態。

多謝主席。

主席：沒有其他議員發表意見，現在我們將第四章第十七

條至第二十六條付予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各位議員：

我們還有 48 條未審議，現在休息 15 分鐘。

（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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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因為要表決的，所以請等一等。

外面還有沒有同事？因為這個是表決案。外面還有沒有議

員？

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進行第二十七條到第三十二條的細則性審議，即

是第五章的第二十七條到第三十二條的細則性審議。

請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司長：

想問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是留意到，其實政府在和小組委員會討論的時

候，有提及過，即是在意見書裏面的第二十一頁，而在文本裏

面是增加要求私人工程興建申請時需要由監察工程的技術員簽

署相關責任書的內容。因為其實現在公共工程都做緊這方面的

要求嘅，而且政府也都認為基於樓宇的安全考慮，即使低層的

或者只是屬裝修的，可能都要需要符合這些的聘請監察人員的

規定。但是最終即使提案人即是政府說明了的東西，小組也都

認同，但是最終在這個文本裏面有沒有相應的規定，其實覺得

這一個究竟出了一些甚麼問題令到政府最終好似在小組同意的

情況之下你收返這一個規定，希望政府可以解釋這一方面，點

解在今一個章節沒包含到。

另外就是第二十九條那裏，關於這一些人員在如果是技術

缺陷方面責任，其實都見到有調整的，分別就是對於比如在地

基主結構十年，一些其他的防水啊、電力啊、供水啊等等的設

施就用五年，其實似乎就是按照返政府在之前諮詢都市建築法

律制度的時候的一個建議年份去載在這裏嘅。但是委員會都有

提及過嘅，就是其實現在有些意見都是話都市建築那個法律制

度裏面的那些保修期的規定似乎不足夠，希望要有所延長。都

想瞭解返啦，我諗兩者之間的關係比較大的，雖然今日討論的

是一個專業資格的法律，但是都希望政府能清晰交代啦，都市

建築總章程的修訂的進展和政府的目標是幾時可以落實？因為

是政府也都承諾了啦，將來在這個法律的修訂的過程裏面都會

將這一些的要求納入在相關制度裏面的，修建都市建築總章程

的時候。我想問這兩方面的問題。

唔該。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多謝主席。

我諗，關於在未來，在今次這個法律制度裏面加入了監察

工程方面，其實我們在小組就是討論過。其實最主要就係

話，這個監察工程是否需要的話，個需求，應該是由都市建築

總章程所訂定嘅，而今次我們這個專業資格法主要就是規範從

事這些監察工程人員他的權利和義務，在這裏定了。所以就是

話，在我們現在裏面是已經全部，相關執行人員的權利義務已

經寫清楚，所以一旦如果都市建築總章程是修改了，也都增加

了監察工程的話，兩個是相銜接。但是我們都講了未來我們的

方向都是要設立這個監察工程。因此在未來的這個都市建築總

章程修改方面，我們也都會在這方面提出增加。至於都市建築

總章程的修改裏面，我們在早幾年已經是開始。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也都是從速那樣進行。我們希望是盡快能夠完成了之後提

交到立法會作出審議嘅。

多謝主席。

主席：沒有其他議員發表意見，現在我們將第五章的第二

十七條到第三十二條付予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五章的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六條進行細則性審

議。

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Obrigado Sr. Presid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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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Secretário: 

Apenas uma clarificação. Reporto-me ao artigo 34.º, Alterações 

ao projecto. A clarificação que pretendo tem mais a ver com o n.º 2 

deste artigo 34.º. O n.º 2, como sabe, consagra a obrigação de 

consultar o técnico que anteriormente apresentou o projecto de obras 

e, se entretanto houver alteração a esse projecto, esse técnico terá de 

ser necessariamente consultado. Portanto, há aqui o regime de 

consulta prévia obrigatória. A questão que coloco é, unicamente, a de 

saber se esta consulta obrigatória se restringe apenas às alterações da 

estrutura principal do prédio e não a todas e quaisquer alterações. Só 

e apenas à estrutura principal. É esta a ideia do Executivo? Em caso 

afirmativo, a Comissão de Redacção terá de fazer os necessários 

ajustamentos entre o n.º 1 e o n.º 2 desta norma, para clarificar e 

especificar este ponto de vista. 

Muit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歐安利：多謝主席。

司長：

我只想清楚第三十四條“對計劃的修改”，第二款規定的

有關必須諮詢先前提交工程計劃的技術員，其意思是否說，如

果計劃有修改時，必須先諮詢這名技術員。因此，產生了預先

諮詢的強制性。我的問題是要知道強制諮詢是否只限於樓宇的

主要結構的修改而非所有部份或任何部分的修改。只限於主要

結構，這是否政府的意思？如果是的話，編撰委員會要對這條

文的第一款和第二款進行必須調整，以明確指明這個觀點。

多謝主席。）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就在第二十三條裏面，我們關於

第二款裏面，佢話要預先書面諮詢原計劃設計者，個立法的原

意就好似歐安利議員所講，是主要是針對這個主體結構方

面，其他方面是不需要嘅。

多謝主席。

主席：這樣，在這一方面是否應該可以再編撰？你同意？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同意。

主席：那我稍後一籃子再……

現在對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六條付予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五章的第三十七條至第四十條進行細則性審

議，請各位發表意見。

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相類似的問題，因為其實在我們的委員會的意見書裏面都

是都指出了，也都希望司長能夠有一個回應啦。就是話在第四

十條那個工程指導範圍不可兼任，其實和第四十四條那個監察

工程範圍內不可兼任，兩個都有些相同的地方。就是話，我們

曾經收過政府的一個工作文本裏面是比較詳細那樣列出了，或

者在原法案的時候都有比較詳細那樣列出了，就是話，指出一

些工程指導他們不可兼任的範圍，其中牽涉到還有就是，比如

這裏所提及到嘅，比如與負責監察工程的技術員、自然人、商

業企業主或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係或商業關係，與負責監察工

程的技術員或自然人、商業企業主之間存在夫妻或等同配偶的

關係，直系血親或者姻親、異親等內的旁系血親或姻親關

係，這是都是被視為不應該有直接關係的職務，涉及這個職務

嘅，現在我們就沒了。這個我們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即是大家

都認同了是必須有一些這樣的回避，但是現在沒了的時候，也

都希望政府解釋一下，點解會刪除了這些這樣的回避？是否這

個不可兼任的情況下，親屬關係就完全可以，即是以後如果遇

到這樣的情況，是親屬關係，可以個丈夫做指導工程個太太去

做監察監督工程那樣都得的呢？

希望政府能夠解釋一下。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我諗，首先就是關於不可兼任這

個回避制度裏面，政府的立場一直以來都是好明確嘅，也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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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有需要設立。這裏我們在小組委員會的會議我們多次都表

達了政府立場。但是解釋一下，點解在今次這裏有這個條文是

沒擺喺度，最主要就在我們的討論過程中，我們都聽取了法律

專家的意見，因為他們覺得在法律技術的層面上面，這些有關

的要求的安排，更適當是擺返在將來的職業道德規範及紀律制

度的一個法律草案是更為適合，而這個相關的法律草擬工作我

們也都在小組我們都已經表達了是進行當中，將來我們會將這

一部分擺埋在將來這個法律裏面。一就個安排更合適，二來大

家也可以更詳細去作出相關的一個討論。

多謝主席。

主席：沒有其他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將第三十七條至四十

條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四十一條至四十四條進行細則性審議，請大家發

表意見。

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主席：

我要求第四十四條分開表決，原因是如頭先同事所講的一

樣，原來在我們法案的最初文本，它好清晰是講明嘅，這一些

的監察人員，監察工程的人員，其實他們有一個同承攬人、負

責指導的技術員之間是不可以存在任何的勞動關係、從屬關係

或者是商業夥伴關係，甚至其實都聽過有意見話一些可能親屬

關係都應該要免除。其實正在講的就是說，你作為監察人員與

本身這間公司或者一些相關的技術指導人他中間不應該有一些

這樣的關係，是一個利益回避的機制。當然啦，頭先司長你講

了，聽法律專家的意見，它可能另外一個規範，但問題就是在

今日法案獲得通過之後直至這個規範的生效期間，這個空白仍

然是沒辦法解決嘅。而好坦白講，我都見不到，即使在這一個

法案裏面加入了這一個條文它有些咩非常矛盾和衝突的地

方，令到政府一直在成個討論法案過程都好清晰認為需要設

立，好明確認為要有這個回避制度的過程裏面最後又選擇抽返

它出來。這一個，我相信都不是討論過程裏面小組委員會或者

相關的議員他們的意思。所以我覺得要分開表決第四十四

條，我也都不可能完全認同。不可兼任的制度，我覺得需

要，但它裏面的條文不完善，尤其是抽出了這一個利益關係利

益回避的制度的話，我覺得不可以完全支持。

主席：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Obrigado Sr.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 

Colegas:

Como o Sr Secretário disse, estas questões, as questões 

referidas nas antigas alíneas 2), salvo erro, desta norma... quando se 

fala em relações de parentesco, relações de trabalho, relações de 

pendência, relações de parceria comercial... para já, o que é que 

significa relação de pendência? Que tipo de parceria comercial é que 

é impeditiva... impeditiva do desempenho da função de fiscalização? 

Quando o seu parceiro comercial ou, enfim, em Macau, as 

sociedades são imensas, a sociedade é pequena, e muitas vezes 

entrecruzam-se... entrecruzam-se as diversas funções. Pode um 

técnico ser duma sociedade, duma empresa de construção e, portanto, 

a conexão, a convivência aqui em Macau é muito típica. Dizer 

expressamente e no imediato, entrando esta lei em vigor daqui a seis 

meses, que há todo este tipo de impedimento por relações familiares, 

por relações de pendência, que não sabem o que é, se é dependência 

económica, se é dependência pessoal e... sobretudo, no que diz 

respeito à parceria comercial, em que âmbito? Portanto, são questões 

obviamente pertinentes que a senhora, que a colega levantou. 

Obviamente, que todos não concordam... não estão de acordo com 

uma má fiscalização ou com uma fiscalização pouco imparcial, o 

que se exige para o interesse público é que as obras sejam bem feitas 

e que também sejam bem fiscalizadas. 

Atendendo à conjuntura actual, à situação concreta e actual de 

Macau, este tipo de norma ser obrigatória dentro do prazo de seis 

meses pode, efectivamente, criar problemas no sector. Daí que, 

entendo, tal como vários outros profissionais ligados a este sector, 

que esta matéria é mais pertinente e deve ser discutida na futura... no 

futuro conselho de arquitectos e engenheiros e urbanistas. Uma vez 

criado este conselho, deverão os respectivos membros discutir a 

criação do código deontológico e de disciplina, e nesta s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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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pelizar todas as questões inerentes. Seria uma posição mais 

realista e mais adequada aos interesses gerais diferir a entrada em 

vigor duma norma deste tipo. Tem de haver, como em Macau já se 

costuma falar, tem que haver uma consulta prévia, uma consulta 

pública. Não diria tanto consulta pública, mas ao menos ter sido 

criado este conselho... e os membros deste conselho é que devem 

debruçar-se sobre as questões de impedimento profissional para 

depois ser apresentada a respectiva proposta de lei à Assembleia 

Legislativa. Concordo com esta solução preconizada na versão final 

do diploma apresentado pelo Governo. 

（歐安利：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同事：

正如司長所說的，原文第 2）項的問題，如果我沒有搞

錯，是關於親屬關係、勞動關係、從屬關係、商業合夥關

係，從屬關係是甚麼意思？哪種商業合夥會阻礙執行監察工

作？澳門地方細，公司多，它們之間的交往密切，關係緊

密，例如，一名技術員可以是屬於一間公司或一間建築公司

的，這種縱橫交錯的關係網就是澳門特色。明確地說，如果法

律六個月後生效，可能會出現各種迴避問題，如親屬關係、從

屬關係。尤其是商業合夥方面，不知道是何種從屬關係，或者

是經濟從屬或人士從屬，哪方面的商業伙伴關係？有同事提出

這方面的問題當然是恰當的。沒有人同意有一個力度不足或不

中立的監察，公共利益要求的是妥善完成及在有效監察下的工

程。

考慮到目前形勢，尤其是澳門具體現實情況，如果這項強

制性規定在六個月內生效的話，可能會對行業產生問題。因

此，本人與行業有關的專業人士都認為，這項規定應該由將來

的建築及工程專業委員會討論會較適合。該委員會一旦成

立，有關成員應討論設立職業道德守則及紀律守則，在這層面

上研究相關問題。推遲該規定的生效日較為實事求事及符合大

眾利益。在澳門凡事都要求進行預先諮詢和公眾諮詢，現在暫

且不說進行公眾諮詢，而是由上述委員會討論研究有關專業迴

避問題，然後以法案形式提交立法會審議。我同意政府提交法

案最後文本中主張的解決方案。）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對於這一條其實我都覺得好難接受嘅。當然啦，司長剛才

都解釋了，如果用司長的解釋，我覺得就是話可以理解，因為

從一個法律技術上面應該要留待紀律層面上面的法規去規

管。但是其實我就是好擔心，就剛才聽到歐安利議員所講

嘅，也都是其後所聽來的一些意見，政府收回這一個是基於現

在澳門市場細小，好多現實的運作上面去考量，要取消這一個

條文原來的一些回避制度，我覺得這一樣是接受不了嘅。半年

之後的生效，其實現在我們在那個整體的公共工程的運作上面

已經有監察工程，只是私人的工程上面是未有這一個要求。而

對於這些監察人員，現在我們可以話等他將來坐落來去傾，納

入制度，其實我有些擔心嘅。所以對於這一個條文是很難接

受。我也都覺得，即使政府要有一個理由話留待未來的紀律制

度去處理，但是這個紀律制度是應該要盡快出臺，如果不

是，我們就沒辦法向社會公眾交代。

唔該。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關於這個紀律制度，我再重

申，就是說，其實我在小組都表達過我們也都介紹過，我記得

我都介紹過，有關一些相關的內容啊等等。這個我們都是爭取

是盡快的盡可能生效嘅，就算是遲少少的都是不能夠遲太多都

是會生效。這個當初我們也都有個行政法規，都是在小組討論

過，大家覺得用法律是更加適當嘅，我們都同意用一個法

律。換句說話將來也都會送到來立法會作出一個審議嘅。當然

我都想補充返少少李靜儀議員所講，她話會不會出現一個真空

期，即是這個生效了，道德操守那個就未生效，會……它是不

會，因為點解？監察工程那個，我們頭先議員都問，監察工程

應是經由都市建築總章程所修訂了才會有，如果都市建築總章

程一日未修訂通過的話是都不會存在，變了不會出現，這個法

律生效了之後有監察工程，但是這個監察工程是沒這個回避制

度，它不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根據李靜儀議員的建議，將四十四條先付表決。第四十四

條，作一個表決。

（表決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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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四十四條通過。

現在將第四十一條、四十二條、四十三條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六章的第四十五條至五十六條進行細則性審

議，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將第六章第四十五條至第五十六

條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七章的第五十七條至六十四條進行細則性審

議，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沒有議員發表意見。現在將第七章的第五十七條至六十四

條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現在對第八章第六十五條至七十四條進行細則性審議。

崔世昌議員。

崔世昌：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我對於政府在最後文本是加返第七十三條檢討和頭先大家

的討論裏面睇到，確實是有這個必要性嘅，因為這個法律出了

來無疑是對專業認證，尤其是工程的認證是行前一大步。但是

是一個新的事物，也都從大家睇到，在委員會，政府和業

界，都是共同用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大家不是

十分一致的意見，也都是希望在未來兩年的運作裏面，能夠睇

到出來有乜嘢是可以檢討和修改。

另外還有一點也都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個都市總章

程，正如頭先好多同事都提到能夠盡快出臺，能夠配合這個法

律，大家共同是對工程的有關的工作。睇了這個都市章程出了

之後和這個法律生效之後的配合和整體的運作來講，是希望不

論政府，也都要多加留意有關的執行情況，業界也都要自己實

事求是，以公眾利益為優先來去是睇這個事情，相信在下一次

檢討裏面，來到立法會，將會是比較可以再作一些更完善的修

改，使到這個認證的制度從而是在澳門是可以逐步去趨向完善

嘅。但是實事求是，這個確實是行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在這裏

是覺得是比以前來講已經做了多一步，也都希望其他的行業的

認證可以是好似這個一樣逐步可以做成。

多謝。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對於第六十五條就關於民事責任保險的規定那方面，也都

是涉及，因為第十八條的第二款裏面，就關於註冊和註冊續期

的要件，在這方面因為在小組的討論的過程裏面，我諗好大部

分的議員都好關注這個民事責任保險的有關情況。但是在討論

的過程裏面，政府那方面都涉及於其他的一些司和跨部門，在

這方面我也都好促請政府方面，在有關的民事責任保險那方

面，能夠加快有關的行政法規的一些立法工作。因為這個有關

的民事責任的保險相對來講是一個續期和一個註冊的要件，也

都是在有關，當出現了是有些損失的情況底下，也都可以作為

一個保障。所以這一方面也都聽聽政府對於這個民事責任保險

那方面，可不可以話俾大家聽具體的一個推進和一個時間的方

面是點樣？

唔該主席。

主席：請劉司長回應。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關於民事責任保險方面，我們會

爭取這個法案生效了之後，我們會第一時間就會成立專業委員

會和屬下的一支專責委員會。我諗這個也是這些委員會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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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中一個最優先的工作。也都明白社會對這個保險的一個訴

求，和這個也都對於業界、工程業界是非常之關心，因為牽涉

到他們裏面一些的運作。這方面我們承諾是這個法律生效之後

是第一時間起動這方面的一些的行政法規的工作。因為在小組

我們都提過好多次，這個不是單單政府，而是跨部門，尤其是

牽涉金融方面，也都除了建築業嘅，其實也都包括這個保險業

嘅。這個是比較複雜，但是這個我們都有信心是可以爭取盡快

完成這方面的行政法規嘅。

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

現在將第八章第六十五條至七十四條付表決。

（表決進行中）

主席：通過。

劉司長：

剛才歐安利議員都提了有關的問題，就是有編撰上面的字

眼問題，政府同不同意這個方式？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我們同意嘅。

主席：同意是嗎？

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嗯。

主席：這樣，大家有沒有甚麼意見？即是有些技術性，非

原則性的字眼上面，是中葡文之間的法律語言上面的調整，我

們交給編撰委員會進行整理，大家有沒有意見？……如果大家

沒有意見，《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法案就細

則性通過了。現在進行有關的表決聲明。

崔世平議員。

崔世平：多謝主席。

專業資格制度建設是培養本地人才和促進跨境合作的關鍵

舉措。剛才通過的《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給

予相關的人士法制的地位，彌補了專業資格認可和專業經驗缺

乏有機結合的現象，也都讓本澳的專業人士能夠有機可以和全

球習慣常見的做法接軌。雖然條文之中有些內容仍未有吸納到

業界的建議，和相關的一些行政法規也都未見同步出現，但本

人認為今次的法案是為建築、工程和城市規劃範疇的執業人士

作出了努力，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所以本人支持了今次法案

的通過。

多謝。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以下是關翠杏議員和本人的表決聲明：

《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是一項規範相關

專業行業專業資格要求確保相關人士專業技能提升，以保障公

眾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制度，所以我們支持這一個立法。然

而今日通過的法律對相關專業人士的紀律規範、道德操守和責

任承擔以致在提供監察服務時所必須的利益回避制度等基本空

白。上述規定是強化專業要求確保服務質素以及維護公眾利益

所不應該遺漏的。對於政府最終沒有在這個法案裏面加入要求

私人工程興建申請時需要由監察工程的技術員簽署相關責任

書，更加刪除了最初文本建議負責監察的技術員與承攬人或者

指導工程人員之間不得有勞動關係、從屬關係或者商業夥伴關

係的利益回避規定，我們並不認同。

現時本澳居民的住屋負擔沉重，為了一圓安居之夢需要付

出巨額的款項，甚至畢生的積蓄，一旦發生樓宇安全結構等問

題，對於住戶或整個社會都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善豐事件是應

當引以為鑑。在此再次促請特區政府履行在討論法案時的承

諾，盡快制定相關人士的職業道德規則，以及完成修訂已經嚴

重滯後的都市建築總章程，完善工程施工的監察機制以及利益

回避機制，以更好保障公眾利益。

唔該。

主席：劉永誠議員。

劉永誠：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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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人的表決聲明：

為了讓法律得以盡快落實執行，更好那樣規範在執行這個

計劃編製、工程指導或者監察職務範疇技術員的資格，以提升

本地整體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以配合社會發展之下對建立和工

程質量的要求所需，並逐步和國際標準接軌，因此，本人對這

個《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是投下了贊成

票。但與此同時，也都希望在法律通過之後未來有關都市建築

總章程修訂的時候，在對執行計劃編製工程指導或者監察職務

的人士，他承擔職務時所需的資格訂定上能具體的做出這個定

義，並且能更多咁結合澳門現時實際的人資情況，緊密評估最

新的市場供需的情況，以提升法案執行的可操作性。另外也都

希望有關《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的眾多配套

行政法規能夠盡早公佈，好讓相關法律能夠盡早發揮作用，令

澳門的建築相關範疇的專業程度得以優化和改善。

多謝。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

以下是本人的表決聲明：

澳門自回歸和賭權開放以後，社會和經濟發展一日千

里。住屋和居住環境由於人口的增加和遊客數量不斷上升，對

都市建築城市規劃專業性要求也越提高。同時為配合未來社會

的長遠發展，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專業上也極需要和國際接

軌。再者，為了建築樓宇的安全性獲得保障，本人認同關

於《都市建築及城市規劃範疇的資格制度》法案意見書所

指，樓宇安全與興建樓宇的技術人員所擁有的專業能力，包括

專業知識和技能是密切相關的。要確保居民的居住生活環

境、人身和財產安全等公共利益，制定法律嚴格監控興建樓宇

的技術人員的入職資格是必須的。此外，從人才的發展方面角

度睇，制定相關的資格制度對於行業的人才的發展也起到積極

的作用。因此，本人投了支持票。

多謝。

主席：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Sr. Presidente, é só para dizer que 

espero que um dia o regime de incompatibilidades venha a ser 

discutido, mas em simultâneo com o regime de obrigatoriedade de 

fiscalização das obras privadas. Nesta temática temos que fazer a 

divisão entre empreitadas públicas e privadas. Nas públicas há o 

regime respectivo e o Governo, obviamente, salvaguarda os 

interesses da população e encontrará um fiscalizador adequado. 

Relativamente às obras privadas, o regime não é obrigatório... sê-lo-

á um dia. E, quando o for, o regime de incompatibilidades deverá, 

então, ser seriamente discutido e aprovado. Muito obrigado, Sr. 

Presidente. 

（歐安利：主席：

我只講希望有一日可在此討論不可兼任制度及監督私人工

程的強制性制度。現在公共和私人工程承攬是分開監督的。在

公共工程方面，有相關制度規範，當然政府要確保市民的公眾

利益，有適當的監察人員進行監察。而在私人工程方面，沒有

強制制度，但是將來有一日會成為強制的，當成為強制時，應

與這不可兼任制度一併認真討論及通過。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在這裏以立法會名義再次多謝劉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今日

的會議。

我們今日三個議程到現在都結束了。

在 2014 年，我們今日應該是最後一次會議了，因為接著就

是各個假期了。我在此祝各位同事、各位官員，我們全體工作

人員，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聖誕快樂和新年進步。

現在宣佈會議結束。

翻譯：翻譯辦公室

文牘：紀錄及編輯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