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條文編號對照表 

經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

的第 3/2001 號法律通過的

文本 

經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獲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的第

11/2008 號法律修改的文本 

經重新編號並透過第

39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

新公佈的文本 

第一條 …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三條 第三條 

第四條 … 第四條 

第五條 第五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六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七條 第七條 

第八條 … 第八條 

第九條 第九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 … 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 …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 …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 … 第三十一條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條文編號對照表 

經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

的第 3/2001 號法律通過的

文本 

經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獲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的第

11/2008 號法律修改的文本 

經重新編號並透過第

39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

新公佈的文本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四條 …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 … 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九條 … 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條 … 第四十條 

第四十一條 …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二條 … 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 …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 … 第四十五條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七條 …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廢止）   

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六條 

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八條 第五十七條 

第五十九條 第五十九條 第五十八條 

第六十條 第六十條 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一條 … 第六十條 

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一條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條文編號對照表 

經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

的第 3/2001 號法律通過的

文本 

經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獲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的第

11/2008 號法律修改的文本 

經重新編號並透過第

39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

新公佈的文本 

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五條 第六十五條 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六條 第六十六條 第六十五條 

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六條 

第六十八條 第六十八條 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九條 第六十九條 第六十八條 

第七十條 … 第六十九條 

第七十一條 … 第七十條 

第七十二條 … 第七十一條 

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二條 

第七十四條 第七十四條 第七十三條 

第七十五條 … 第七十四條 

第七十六條 … 第七十五條 

第七十七條 … 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八條 第七十八條 第七十七條 

第七十九條 … 第七十八條 

第八十條 第八十條 第七十九條 

第八十一條 … 第八十條 

第八十二條 第八十二條 第八十一條 

第八十三條 … 第八十二條 

第八十四條 第八十四條 第八十三條 

第八十五條 第八十五條 第八十四條 

第八十六條 第八十六條 第八十五條 

第八十七條 第八十七條 第八十六條 

第八十八條 第八十八條 第八十七條 

第八十九條 第八十九條 第八十八條 

第九十條 第九十條 第八十九條 

第九十一條 … 第九十條 

第九十二條 … 第九十一條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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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

的第 3/2001 號法律通過的

文本 

經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獲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的第

11/2008 號法律修改的文本 

經重新編號並透過第

39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

新公佈的文本 

第九十四條 第九十四條 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四條 

第九十六條 … 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七條 … 第九十六條 

第九十八條 … 第九十七條 

第九十九條 … 第九十八條 

第一百條 第一百條 第九十九條 

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條 

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零三條 第一百零三條 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百零四條 … 第一百零三條 

第一百零五條 第一百零五條 第一百零四條 

第一百零六條 第一百零六條 第一百零五條 

第一百零七條 第一百零七條 第一百零六條 

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百零七條 

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百一十條 第一百一十條 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百一十一條 第一百一十一條 第一百一十條 

第一百一十二條 第一百一十二條 第一百一十一條 

第一百一十三條 第一百一十三條 第一百一十二條 

第一百一十四條 第一百一十四條 第一百一十三條 

第一百一十五條 第一百一十五條 第一百一十四條 

第一百一十六條 第一百一十六條 第一百一十五條 

第一百一十七條 第一百一十七條 第一百一十六條 

第一百一十八條 第一百一十八條 第一百一十七條 

第一百一十九條 第一百一十九條 第一百一十八條 

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百一十九條 

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 … 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 

第一百二十四條 第一百二十四條 第一百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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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

的第 3/2001 號法律通過的

文本 

經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獲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的第

11/2008 號法律修改的文本 

經重新編號並透過第

39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

新公佈的文本 

第一百二十五條 第一百二十五條 第一百二十四條 

第一百二十六條 第一百二十六條 第一百二十五條 

第一百二十七條 … 第一百二十六條 

第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一百二十九條 … 第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百三十條 第一百三十條 第一百二十九條 

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百三十條 

第一百三十二條 第一百三十二條 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百三十三條 … 第一百三十二條 

第一百三十四條 第一百三十四條 第一百三十三條 

第一百三十五條 … 第一百三十四條 

第一百三十六條 … 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一百三十七條 … 第一百三十六條 

第一百三十八條 … 第一百三十七條 

第一百三十九條 … 第一百三十八條 

第一百四十條 … 第一百三十九條 

第一百四十一條 … 第一百四十條 

第一百四十二條 … 第一百四十一條 

  第一百四十二 A 條 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一百四十三條 … 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一百四十五條 … 第一百四十五條 

第一百四十六條 第一百四十六條 第一百四十六條 

第一百四十七條 第一百四十七條 第一百四十七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 

第一百四十九條 … 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一百五十條 … 第一百五十條 

  第一百五十 A 條 第一百五十一條 

  第一百五十 B 條 第一百五十二條 

第一百五十一條 第一百五十一條 第一百五十三條 

第一百五十二條 … 第一百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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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

的第 3/2001 號法律通過的

文本 

經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獲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的第

11/2008 號法律修改的文本 

經重新編號並透過第

39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

新公佈的文本 

第一百五十三條 … 第一百五十五條 

第一百五十四條 … 第一百五十六條 

第一百五十五條 … 第一百五十七條 

第一百五十六條 … 第一百五十八條 

第一百五十七條 第一百五十七條 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一百五十八條 第一百五十八條 第一百六十條 

  第一百五十八 A 條 第一百六十一條 

第一百五十九條 … 第一百六十二條 

第一百六十條 … 第一百六十三條 

第一百六十一條 第一百六十一條 第一百六十四條 

第一百六十二條 第一百六十二條 第一百六十五條 

第一百六十三條 … 第一百六十六條 

第一百六十四條 第一百六十四條 第一百六十七條 

第一百六十五條 第一百六十五條 第一百六十八條 

第一百六十六條 第一百六十六條 第一百六十九條 

第一百六十七條 第一百六十七條 第一百七十條 

第一百六十八條 第一百六十八條 第一百七十一條 

第一百六十九條 … 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一百七十條 … 第一百七十三條 

第一百七十一條 第一百七十一條 第一百七十四條 

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一百七十二條 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百七十三條 第一百七十三條 第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百七十四條 … 第一百七十七條 

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百七十五條 第一百七十八條 

第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百七十六條 第一百七十九條 

第一百七十七條 第一百七十七條 第一百八十條 

第一百七十八條 … 第一百八十一條 

第一百七十九條 … 第一百八十二條 

第一百八十條 … 第一百八十三條 

第一百八十一條 … 第一百八十四條 

第一百八十二條 第一百八十二條 第一百八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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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於 2001 年 3 月 5 日公佈

的第 3/2001 號法律通過的

文本 

經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獲立

法會細則性通過的第

11/2008 號法律修改的文本 

經重新編號並透過第

391/2008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

新公佈的文本 

第一百八十三條 第一百八十三條 第一百八十六條 

第一百八十四條 第一百八十四條 第一百八十七條 

第一百八十五條 … 第一百八十八條 

第一百八十六條 … 第一百八十九條 

第一百八十七條 … 第一百九十條 

第一百八十八條 第一百八十八條 第一百九十一條 

第一百八十九條 … 第一百九十二條 

第一百九十條 … 第一百九十三條 

第一百九十一條 … 第一百九十四條 

第一百九十二條 … 第一百九十五條 

第一百九十三條 第一百九十三條 第一百九十六條 

第一百九十四條 第一百九十四條 第一百九十七條 

第一百九十五條 
第一百九十五條 

（廢止第三款） 
第一百九十八條 

第一百九十六條 第一百九十六條 第一百九十九條 

  第一百九十六 A 條 第二百條 

第一百九十七條 第一百九十七條 第二百零一條 

  第一百九十七 A 條 第二百零二條 

第一百九十八條 第一百九十八條 第二百零三條 

第一百九十九條 … 第二百零四條 

第二百條 第二百條 第二百零五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