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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見報

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澳門選舉

派禮物設筵席
涉賄選行為常見

■澳門立法會。
資料圖片

澳門沒有區議會，特首選舉一般都是在無競爭的情況下和諧進行，
沒有香港的劍拔弩張的氣氛，亦沒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因此本文集中討

論立法會選舉文化。選舉文化與政治及各種社會制度息息相關，筆者透過比較香港與澳門的
選舉文化，希望讀者可更加清楚現時香港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對選舉政治的影響。
■嘉賓作者：仇國平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港澳立法會選舉，最大不同在於涉嫌賄選的行
為。相較於香港，澳門在這方面嚴重得多。因
為香港在廉政公署的努力下，與選舉有關的貪
污問題並不嚴重，過去亦有當選議員因涉及貪
污而被捕。而澳門雖也有將選舉行賄及受賄人
士繩之以法的例子，但被捕的都是貪污中的小
蒼蠅，當選者無一受到牽連。選舉前夕，參選
人往往以社團活動、慶祝國慶、甚至以參選人
結婚周年紀念等名義大排筵席、大派禮物及派
送現金等。選舉宣傳期開始後，候選人在街頭
上派發印有選舉組別的小食，以及在選舉當
日，會有社團一車一車把選民送到酒樓用膳，
再用車把選民送去投票。今年更有記者拍到有
人向有關係選民派發五百元鈔票。根據澳門法
例，即使候選人在場，只要過程當中沒有呼籲
投票支持某位候選人不屬違法。最後，善於利
用這種方式宣傳的選舉組別，成為今次選舉的
大贏家。

作者簡介： 仇國平博士

現為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主
要著作包括：China's Policies on Its Borderlan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及Government and Policy-Making Reform in China: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ing Capacity等。

政黨縱橫捭闔

■澳門立法會選舉助選團搖旗
■澳門立法會選舉助選團搖旗
吶喊場面熱烈。
資料圖片
吶喊場面熱烈。
資料圖片

港澳選舉大不同

媒
體
參
戰
在
港
不
在
澳

由於影響澳門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是金
錢、社團福利及社區網絡，令港澳選舉氣
氛出現很大差異。香港的候選人，較重視
政策的論述，以及政治取向。因此，他們
有很大積極性爭取透過媒體就向公眾介紹
政綱及政治理念，藉此爭取選票。加上香
港的媒體數目較多，資金較充裕，需要吸
引讀者及觀眾以爭取廣告收益。為了加強
選舉新聞的可觀性，不少媒體報道都會針
對候選人的針鋒相對，又會與民調機構合
作，預測選舉結果。另外，電子媒體主辦
選舉論壇，讓候選人就政策及政治取向進
行辯論。

媒體不愁生計 辯論點到即止

至於澳門，大部分媒體獲取政府的現金
津貼，以及來自政府廣告的收益，要收支
平衡並不困難，即是報紙每日銷量不過
1,000份，仍然有利可圖。另外，有小部分
媒體背後有龐大商業集團支持，營辦媒體
目的不在營利，在於保護及拓展集團老闆
的利益，加上編輯不同程度的自我審查，
因此媒體毋須急於吸引讀者以提供爆炸性
報道。選舉新聞以報道候選人拉票活動為
主，沒有民調機構與媒體合作，預測候選
人的勝算。正如上文提及，選舉致勝取決於金錢、
社團福利以及社區網絡，政策辯論以及政治理念並
非選舉致勝的主因，令候選人缺乏動機應付選舉論
壇，有候選團隊的第一候選人，甚至乾脆缺席選舉
論壇。再者，澳門人口少地域小，人際關係密切，
十分重視和諧相處。出席者為免影響與對方關係，
在辯論中點到即止不足為奇，令選舉辯論沉悶非
常，影響市面的選舉氣氛。

社運不成氣候 兩地關係難成議題
另外，香港的立法會選舉，議題離不開民
主制度發展及兩地關係，而兩地關係又與普
選特首及立法會全面直選緊緊相扣。同時，
選戰大致以建制派與反對派對壘為主軸，配
以反對派之間的爭執。一般而言，立法會反
對派與建制派的票數為六四開，即約六成票
歸反對派，四成歸建制派，但這個比例在去
年立法會選舉被打破：反對派只得五成五選
票，建制派取得四成五。一般相信，反對派
得票比率下降，與地區工作不及建制派做得
扎實有關 。

澳門並無普選終極目標
至於澳門，有別於香港：澳門基本法並無規
定普選特首的終極目標，要求普選特首及立法
會全面直選的社會運動不成氣候，民間訴求並
不強烈，令支持民主政制成不了選舉重大議
題。由於民間對普選沒有強烈訴求，減低內地
與澳門的緊張關係，加上民間對中
央的澳門政策及一國兩制的實施大
致滿意，內地與澳門
關係成不了議題。

建制「民主派」 各有各拉票
至於建制派與「民主派」的關係，幾乎是河
水不犯井水，各有各拉票，兩者之間的競爭不
大，主要原因是兩者票源不同: 據「民主派」
龍頭新澳門學社最資深議員吳國昌表示，他們
的支持者主要是中產階層、天主教徒以及曾經
接受新澳門學社幫忙、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草根
階層。至於建制派，以新舊移民及本地出身的
草根階層為拉攏對象。

建制之爭 最受矚目
反而，建制派之爭成為最近三屆澳門立法會
選舉的矚目之處：傳統愛國陣營包括以工會聯
合總會（工聯）為骨幹的同心協進會，以及包
括街坊總會、婦聯、歸僑總會等二十多個傳統

親中社團組成的群力促進會。在今屆選舉比上
屆痛失兩成、或7,000多張選票，一般相信是
由於同以草根選民為拉攏對象的新興建制社團
搶票所致。新興建制社團由博彩及商界利益組
成，理論上與草根階層利益對立，但澳門政府
近年博彩稅收益暴漲，商界候選人可以不用擔
心政府加稅下，要求政府增加福利的期票博取
草根選民支持。除了草根選民外，新興建制社
團因為兼具博彩業及同鄉會背景，不少支持者
是人數日多的博彩業員工以及鄉里。例如今屆
得票比上屆多五成的民聯，其第一候選人陳明
金是福建社群的領袖。至於得票比上屆多六成
的澳粵同盟，成員是江門同鄉會的領袖。（見
表一）

宣傳期僅兩周 難展宣傳攻勢
再者，澳門的選舉宣傳期只有兩星期，宣傳期未
開始，候選人不得宣傳政綱及政治理念。宣傳期開
始後，負責統籌選舉的選舉管理委員會又以環保為
由，拒絕把候選人政綱寄給選民，對張貼宣傳海報
諸多限制，今年更一改以往做法，以保護公眾安全
為名，不再在人流最旺盛的議事亭前地豎立告示
板，讓候選人張貼海報宣傳。面對種種掣肘，候選
人難以有效展開宣傳攻勢，進
一步打擊選舉氣氛。

想一想

■媒體在香港立法會選舉中
■媒體在香港立法會選舉中
起到一定作用。
起到一定作用。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表一：2013 澳門立法會選舉選票分布
（佔總投票數字的百分比）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當選候選人
陳明金
麥瑞權
何潤生
施家倫
高天賜
梁安琪
關翠杏
吳國昌
區錦新
陳美儀
鄭安庭
黃潔貞
宋碧琪
梁榮仔

得票
26390.0
16251.0
15815.0
13195.0
13119.0
13089.0
11960.0
10987.0
8827.0
8756.0
8125.5
7907.5
6597.5
6559.5

■資料出處：直接選舉各投票區域的結果，立法會選舉2013
表一顯示，建制派（不包括定為不清的、又不肯大方承認屬建制
派的候選人）得票超過六成，「民主派」不及二成五，其餘為難以
歸類的候選人。建制派中的傳統親中陣營得票不及兩成，為歷屆新
低。至於「民主派」的新澳門社只能取得一成五選票及兩個議席，
比去屆少一席。同屬「民主派」代表公務員利益的新希望，以百分
之九的選票取得兩席，比去屆增一席。
面對選舉失利，澳門的傳統建制及「民主派」預
期會在議會更積極之餘，亦會以更多街頭行動吸引
市民注意及支持。

1. 分組在網上搜尋最近香港及澳門立法
會選舉候選人的政綱，從政治改革、
延伸
經濟方針、社會民生政策、以及文化
活動
保育比較兩地候選人的政綱。
2. 分組在網上搜尋最近香港及澳門立法
會選舉候選人的選舉論壇片段，討論
候選人的辯論技巧及內容。
3. 分組在網上搜尋最近香港及澳門立法會選舉的選舉指
引，比較兩地反賄選及促進公平選舉的措施。

1. 根據上文，指出投票前收受利益的影響？

2. 參考上文，你認為甚麼因素最影響選民的投票取向？試從候選人政綱、往績、辯
論表現、金錢及物質回報、政治立場及候選人籍貫等因素考慮。

候選名單
第十三組：民聯
第八組：澳粵同盟
第十四組：群力
第十三組：民聯
第九組：新希望
第一組：澳發新連盟
第六組：同心
第十九組：民主昌
第五組：民主新
第十二組：革新盟
第八組：澳粵同盟
第十四組：群力
第十三組：民聯
第九組：新希望

港
澳

概念圖

勢成水火，競爭激烈

■澳門立法會候選人梁安
琪(右)在汪明荃陪同下出
場，氣氛熾熱。 資料圖片

河水不犯井水；建制派之爭更受矚目

建制「民主」兩派之爭

3. 面對種種選舉引起的問題，你認為民主選舉應否進一步擴展？
4. 有人認為，「用物質利誘選民投票是一種選舉腐敗行為」
，參照澳門現時的法律，你有多大程
度同意這一觀點？

民主

港澳選舉文化

港

5. 試討論港澳立法會選舉的異同。

港

普選特首成兩派之爭

有廉政公署，情況不嚴重

澳

延伸
閱讀

1.《香港如何擺脫管治的困局》
，新力量網絡
http://www.synergynet.org.hk/b5_m14_1.php?id=2651
2. 仇國平：《建制派大勝 民主派折戈 — 澳門立法會選舉分
析》，信報財經月刊，2013年10月號，437期，頁72-74。
3.《學者：賄選風氣盛 挑戰社會道德底線！》，論盡媒體
http://aamacau.com/2013/09/20/baseline/。

媒體

民主政制非重大議題

港
請即登入http://kansir.net/
「Kan Sir 通識教室」瀏覽更
多參考資料及學習教材。

涉嫌賄選

澳
大排筵席、大派禮物金
錢；澳門法例，不算違法

媒體報道並與民間機構合作

澳
新聞以報道候選人拉票為主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