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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地處珠江三角洲出口，毗鄰廣東省，與香港相距
約 60 公里。本地時間比格林尼治子午線時間早 8 小時。澳門特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
環島。原點地理座標為北緯 22º22’40”，東經 113º32’22”。嘉樂庇總督大橋、友誼大橋和西
灣大橋把澳門半島和氹仔島連接起來，而路氹填海區把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連為一體。
根據 2015 年 12 月 20 日第 128/2015 號行政長官公告：命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 665 號，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由陸地及海上部份組成，陸地部份由關閘澳門邊檢大樓段
和鴨涌河段兩段組成，海上部份由內港段、路氹航道段、澳門南部海域段、澳門東部海域段、
人工島段和澳門北部海域段六段組成。西起東經 113º31’41.4”，東至東經 113º37’48.5”，南
起北緯 22º04’36.0”，北至北緯 22º13’01.33”。

面積
澳門總面積因沿岸填海而不斷擴大，自有記錄的 1912 年的 11.6 平方公里逐步擴展至
2018 年的 32.9 平方公里。其中澳門半島面積為 9.3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 28.3%； 氹仔島面
積為 7.9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 24.0%； 路環島面積為 7.6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 23.1%； 路
氹填海區面積為 6.0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 18.2%。而新城 A 區面積為 1.4 平方公里，佔總
面積的 4.3%； 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面積為 0.7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
2.1%。另外，澳門大學面積為 1.0 平方公里。
根據 2015 年 12 月 20 日第 128/2015 號行政長官公告：命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 665 號，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將澳門特別行政區海域面積明確為 85 平方公里。

地質和地形
澳門土地結構類型比較簡單，主要由平地、台地和丘陵構成。平地（包括填海造地）面
積 23.8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 72.3%； 花崗岩丘陵 6.0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 18.2%； 台地僅 1.2
平方公里，佔總面積 3.7%，為殘存的古剝蝕面，主要分佈在澳門半島上的崗頂、白鴿巢公
園、望廈觀音堂後山、螺絲山以及氹仔島的南端，海拔高度 20-25 米，面積雖然不大，但高度
和坡度均較小，故利用率也較高。其他剩餘的土地面積約為 1.9 平方公里，包括保護區用地，
紀念物用地，保護林用地等，佔總面積 5.8%。澳門地形分佈具南高北低的規律性，如北部澳
門半島最高為東望洋山，海拔 90 米，南部路環島最高為疊石塘山，海拔 170.6 米，是澳門最
高的山峰，中部氹仔島最高為大潭山，海拔 158.2 米。

海岸線勘定
根據 8 月 13 日公佈的第 184/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海岸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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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海岸線，以 2017 年 7 月 1 日為海岸線勘定時間基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海岸線全長 76.7 公里，當中包括澳門半島 18.4 公里，離島（包括氹仔島、路氹填海區及路環
島）49.9 公里，新城 A 區 5.7 公里，以及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 2.7 公里。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海岸線類型分為人工岸線與自然岸線兩個主類別，其中人工岸線為主
要的組成部份，約佔海岸線總長度的 81.5%，主要分佈在澳門半島、氹仔島東側及北側； 而
自然岸線則主要分佈在氹仔島西側及路環島南端，約佔海岸線總長度的 18.5%。

氣候
澳門位於亞熱帶地區，北靠亞洲大陸，南臨廣闊熱帶海洋，冬季主要受中、高緯度冷性
大陸高氣壓影響，多吹北風，天氣較冷而且乾燥，雨量較少。夏季主要受來自海洋的熱帶天
氣系統影響，以吹西南風為主，氣溫較高，濕度大，降雨量充沛。由於冬夏季風向相反，加
上溫度日較差和年較差均少，屬海洋性季風氣候。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以 30 年資料計算的氣候平均值，1981 年至 2010 年間，澳門年總降雨
量平均超過 2,000 毫米，每年 4 月至 9 月是降雨量較多的月份。6 月雨量最多，平均達 363.8
毫米，1 月雨量最少，平均僅為 26.5 毫米。
澳門年平均氣溫為 22.6℃，氣溫最低的 1 月平均溫度為 15.1℃，不過大多數的年份還是
會有最低溫度在 5℃以下的寒冷天氣，但一般維持時間很短。月平均溫度在 22℃以上的月份
則多達 7 個月，表明澳門冬短夏長。
澳門常受颱風吹襲，颱風季節為每年 5 月至 10 月，其中 7 月至 9 月是颱風吹襲最多的月
份。

天氣概況
一般情況
2018 年，澳門全年平均氣溫及相對濕度均較氣候平均值略為偏高； 總雨量及總蒸發量均
較氣候平均值明顯偏少；總日照時數較氣候平均值略為偏少。
2018 年共有 7 個熱帶氣旋影響澳門，包括 6 月 5 日至 6 月 8 日的熱帶氣風暴「艾雲尼」、
7 月 17 日至 7 月 18 日的熱帶風暴「山神」、7 月 23 日至 7 月 24 日的熱帶低氣壓，8 月 9 日
至 8 月 15 日的強烈熱帶風暴「貝碧嘉」、9 月 11 日至 9 月 13 日的熱帶風暴「百里嘉」、9 月
15 日至 9 月 17 日的超強颱風「山竹」及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的超強颱風「玉兔」。其中
超強颱風「山竹」對澳門造成嚴重影響，是繼 2017 年颱風「天鴿」後再度引致澳門發出 10
號風球的熱帶氣旋。受「山竹」影響期間，澳門錄得最高風力達到每小時 137 公里。強烈熱
帶風暴「貝碧嘉」亦致澳門發出 8 號風球，同時由於其移動路徑變化飄忽，於南海北部徘徊
多日，受其影響，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連續維持 138 小時，打破澳門歷史上發出風球總時數最
長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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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潮警告方面，澳門受熱帶風暴「山神」影響，發出風暴潮戒備訊息，而就強烈熱帶
風暴「貝碧嘉」及熱帶風暴「百里嘉」發出藍色風暴潮警告，受超強颱風「山竹」的影響，
發出黑色風暴潮警告。

2018 年度發出惡劣天氣警告次數
警告 / 信號種類

發出次數

發出報告份數

一號風球

7

42

三號風球

5

69

八號東北風球

2

10

八號東南風球

2

10

八號西南風球

0

0

八號西北風球

0

0

九號風球

1

2

十號風球

1

9

取消所有風球

7

7

強烈季候風信號（黑球）

22

84

暴雨警告信號

8

30

雷暴警告信號

79

207

風暴潮戒備訊息

3

9

藍色風暴潮警告

22

48

黃色風暴潮警告

0

0

橙色風暴潮警告

0

0

紅色風暴潮警告

1

17

黑色風暴潮警告

1

9

取消所有風暴潮警告

3

3

熱帶氣旋信號

風暴潮警告

氣溫
2018 年平均氣溫為 22.8℃，較氣候平均值高出 0.2℃。最高月平均氣溫於 7 月錄得的
28.1℃，最低的月平均氣溫分別於 1 月及 2 月錄得的 15.0℃。全年的最高氣溫是 5 月 29 日錄
得的 35.8℃，而最低氣溫為 2 月 1 日錄得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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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濕度
2018 年平均相對濕度為 81%，與氣候平均值相比高 2%。8 月是年內最潮濕的月份，月
平均相對濕度為 87%；而 2 月為最乾燥的月份，月平均相對濕度為 72%。

降雨量
2018 年總雨量為 1,795.6 毫米，較氣候平均值少 262.5 毫米，約少 13%。最高的月降雨量
為 6 月錄得的 493.6 毫米，比氣候平均值多 129.8 毫米；而 12 月雨量最少，錄得 8.2 毫米雨量
記錄。全年最高日雨量為 108.2 毫米 , 於 9 月 16 日錄得。

蒸發量
2018 年總蒸發量為 790.9 毫米，比氣候平均值少 154.2 毫米。除 2 月至 5 月的蒸發量比氣
候平均值略為偏多外，其餘月份的月蒸發量均較同期的氣候平均值少。

日照量
2018 年總日照時間為 1,744.4 小時，比氣候平均值少 29.5 小時。全年日照時間最多的月
份為 5 月，達 246.4 小時，比氣候平均值多 110.0 小時； 而 2 月的日照時間則最少，只有 91.6
小時，較氣候平均值多 12.2 小時。

風
2018 年 1 月、2 月及 9 月至 11 月多吹東北偏北風，3 月及 7 月多吹偏東風，4 月多吹東
南偏南風，5 月、6 月及 8 月多吹偏南風，12 月多吹偏北風；年平均風速則為每小時 11.2 公里。

氣象服務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簡稱氣象局）隸屬運輸工務司，研究和服務範圍包括天氣預報、氣
候和氣候變化、地震、空氣質量和輻射監察。
氣象局每日定時為公眾及政府各部門、私人機構提供即時的天氣資訊服務及發放各類的
天氣預報。除發放每小時的實時氣象觀測資料外，該局每日定時發出 5 份天氣報告及預報、2
份澳門海上天氣預報，以及昨日天氣回顧的電子報告供市民查閱。該局於 2018 年內共發出天
氣預報 1,823 份、澳門海上天氣預報 729 份。
氣象局繼續與澳廣視合作，每天在早晨節目中，由該局人員講解當天、翌日的天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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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預報員會定時或於有特別需要時錄製天氣訊息語音，上傳至網絡供不同媒體下載使用，
內容包括： 今日天氣回顧、未來兩日天氣預報和空氣質量報告； 未來一周天氣展望； 特別天
氣訊息（針對颱風、暴雨、酷熱或寒冷等天氣情況）；早晨天氣錄音。
每當發出熱帶氣旋信號，氣象局會編制機率表提供未來一至兩天警告信號的可能情況，
市民可藉此瞭解熱帶氣旋於指定時段內影響澳門的可能性，從而更早地妥善安排相應預防措
施。當發出三號風球或以上信號時，澳廣視會以分割畫面形式發放最新的熱帶氣旋消息。針
對特別天氣情況（如預測氣溫顯著下降），氣象局會透過微信帳號、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及手機
短訊方式，向用戶、以及社福機構和學校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氣象局利用 24 小時運作的「自動空氣質量監測網絡」每天在網頁公佈實時空氣污染物濃
度，並總結當日的空氣質量，連同翌日的空氣質量預報向公眾發佈。
澳門國際機場內的航空氣象中心，主要提供航空氣象服務予有關航空機構及機組人員。
飛行氣象文件內容包括每航班相關航路的重要天氣圖、高空風及溫度圖、機場天氣報告和預
報及火山灰和熱帶氣旋諮詢情報。所有離澳國際航班均能通過航空氣象訊息系統（Aviation
Weather Information System, AWIS）獲提供最新及符合國際標準的飛行氣象文件，2018 年
該系統的飛行氣象文件下載總量為 34,481 份，而系統正常運作比率為 99.9%。
氣象局近年先後推出「流動網上天氣服務」、「澳門氣象局 SMG」手機流動應用程式
（APP）、微信官方服務帳號「澳門氣象局 SMG」、手機短訊、1311 電話語音查詢服務等途
徑，提供豐富的天氣和空氣質量資訊。氣象局更與相關部門合作，在關閘出入境大樓及外
港碼頭的電子顯示屏顯示熱帶氣旋和暴雨等最新天氣警告，以便跨境人士獲知澳門天氣訊
息。此外，該局也在外港碼頭設立「天氣服務中心」，為旅客提供最新天氣諮詢和最新氣象
資訊。
氣象局也提供「48 小時自動天氣預報」及「實時空氣質量指數」服務，在網頁不間斷提
供未來兩天逐時的溫度、濕度、風速、風向、天氣狀況預測和更及時的空氣質量指數，供市
民參考。2018 年氣象局更進一步豐富網站內容，於「自動天氣預報」新增天色和風兩種氣象
元素的逐時預報，對空氣質量「時指數」的計算和顯示進行優化，並在實時天氣資料新增日
最高溫度、日最低溫度和各監測元素的時間序列圖，讓市民更容易掌握氣象資訊。
2017 年起氣象局加强海上天氣信息的發放，除在網頁提供當天的澳門水域天氣預報外，
並分別在「1311 電話糸統查詢服務」及「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天氣訊息廣播頻
道服務」加入取得相關資訊的選項。經歷 2017 年颱風「天鴿」後，氣象局進行系列的完善及
宣傳教育工作，增強市民對惡劣天氣的認知和瞭解。2018 年氣象局針對熱帶氣旋及風暴潮兩
個行政命令進行了修改。熱帶氣旋方面（第 16//2018 行政命令），熱帶氣旋級別新增「強颱風」
及「超強颱風」兩個等級，加深市民瞭解颱風的破壞程度； 風暴潮方面（第 76/2018 行政命
令），氣象局新增「風暴潮戒備訊息」加強大眾對風暴潮的預警，而風暴潮警告由原來 3 個級
別新增至 5 個級別，擴大風暴潮水浸警告範圍，按嚴重程度排列分別為藍、黃、橙、紅、黑。
氣象局亦致力向大眾推廣氣象科普及防災減災知識，積極與學校、及其他民間社團合辦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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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澳門常見的惡劣天氣及應對惡劣天氣的安全措施。
2018 年氣象局重新粉飾了「節假日天氣預報」，以生動有趣的圖像向大眾提供詳細的節假
日天氣預報。「節假日天氣預報」會因應不同節日提供不同的預報內容，例如在端午節特別提
示降水及濕度預報，提醒參加龍舟活動的健兒注意天氣變化； 又例如在中秋節特別提示賞月
的時間與晚上的天氣狀況，迎合大眾期望的需求。
在 2018 年，氣象局分階段在低窪地區的部份民防天眼柱張貼「風暴潮警告標示貼紙」。
讓市民能更清晰和直觀地瞭解所處區域受哪些級別的風暴潮影響，及各級別可能出現的水浸
程度，以便因應當時生效的風暴潮警告，及早作出應對措施。同時在可能受風暴潮影響之停
車張貼標示，提醒車主及駕駛者。

監測網絡
在氣象監測上，氣象局轄下的 15 個自動氣象站，遍佈澳門各個要點，組成完善的「自動
氣象網絡」，24 小時不間斷地收集天氣資料，當中 3 個觀測站更以國際編碼 SYNOP 形式，每
15 分鐘將資料經由「全球電信系統」（GTS）自動傳送至全球。而廣東省氣象局、香港天文台
和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三方共同合作建成「珠江三角洲即時自動氣象站聯網」，互通氣象資
訊。
氣象局與香港天文台合作，在澳門裝設一個珠三角地區閃電監測系統的子站，該系統 24
小時運作，能夠提供珠三角地區閃電情況的實時資料。另於 2018 年，裝設兩台閃電系統即時
顯示界面。
在 氣 象 遙 測 方 面， 氣 象 局 擁 有 兩 套 氣 象 衛 星 接 收 及 處 理 系 統， 分 別 用 以 接 收 日 本
Himawari-8 衛星資料及中國風雲 2E 和風雲 2G 衛星資料、兩台雙偏振多普勒天氣雷達、3 套
低空風廓線儀、2 套微波輻射計、一套雲高測量儀、3 套能見度測量儀及兩套閃電探測儀用以
監測澳門及鄰近地區上空的天氣狀況。
氣象局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建立「水位及潮汐監測網絡」，為澳門水浸黑點和沿岸地區提
供 24 小時的實時水浸和潮汐監測數據，其中包括 17 個設於各區水浸黑點的陸地水位監測站，
2 個設於海旁的潮汐監測站及 2 個設於海旁的海浪監測站。
另外，氣象局與珠江水利科學研究院（下稱珠科院）合作，積極開展海洋氣象觀測工作，
於 2018 年底實時接收到由珠科院在澳門及珠江口附近海域建設的海洋浮標站的監測資料。使
本地區的氣象監測範圍由陸地擴展至附近海域，並由氣象擴展至水文，更及時掌握澳門附近
海域氣象和水文變化，為風暴潮的監測和預警提供重要參考依據。
空氣質量監測： 氣象局與澳門電力有限公司合作開展「空氣質量監測計劃」。氣象局具
有全自動空氣監測網絡，有效測量危害澳門空氣質量的主要污染物。澳門共設有 6 個空氣質
量自動監測站、一套激光雷達用以監測澳門上空的懸浮微粒和邊界層狀況，並備有 2 台流動
空氣監測儀，能在澳門各區進行空氣質量監測。另外，氣象局於 2012 年 7 月起採用新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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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量指數標準，提升空氣質量指標至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過渡時期目標值一（IT -1）的水
平。

(續)

地震監測： 氣象局於大潭山總部內設有 1 個地震監測站，站內裝設 1 套數字式地震儀及 1
套深井（距離地面 30 米）數字式地震儀，2014 年深井數字式地震儀升級改造，成為珠江三角
洲地震預警台網其中 1 個監測站。另外，也引進「遙測地震台網速報信息共享服務系統」以
接收全國的地震信息。
環 境 輻 射 監 測： 氣 象 局 總 部 設 有 監 測 環 境 輻 射 的 工 作 站， 主 要 探 測 大 氣 中 的 伽 瑪
（Gamma）輻射劑量率，定時於網頁上發佈。2013 年開展「澳門大氣環境輻射本底調查」的
研究工作，每年定期在澳門各區進行採樣以對澳門大氣環境輻射進行常規性調查。

區域和國際合作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為世界氣象組織成員，積極參與推動氣象科技、研究、培訓和應用，
每年派代表參加世界氣象組織和國內外各氣象部門、學術部門舉辦的各類型會議、研討會、
工作坊和培訓等活動。
氣象局亦是亞太經濟及社會委員會和世界氣象組織的颱風委員會成員； 該委員會秘書處
自 2007 年起遷址澳門運作至今。
氣象局積極參與國內外氣象部門的氣象科技會議和交流活動。每年均參加由粵、港、澳
三地輪流舉辦的「粵港澳氣象科技研討會」和「粵港澳氣象業務合作會議」，2018 年，該會議
由氣象局主辦； 氣象局分別主辦「第八屆粵港澳地區地震科技研討會」和「氣候變化對颱風
委員會地區熱帶氣旋影響之第三份評估報告」的專家會議。另外，參加了颱風委員會第五十
次屆會、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空中航行規劃和實施小組氣象分組第二十二次會議、世界氣象組
織（WMO）航空氣象學委員會（CAeM）第十六次屆會及技術會議（TECO）、第二屆中國
- 東盟氣象論壇、國際民航組織第十三屆空中航行會議、世界氣象組織儀器和觀測方法委員會
第十七次屆會及技術會議、颱風委員會第十三屆整合研討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
二十四屆締約方會議、《京都議定書》第十四屆締約方會議暨《巴黎協定》第一屆第三期締
約方會議、廣東省區域數值天氣預報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會議、南海風雲論壇、粵港澳大
灣區氣象發展規劃研討會、港珠澳大橋氣象服務會議、珠三角城市群颱風防御研討暨預報技
術交流會、粵港澳區域 PM2.5 聯合研究專家會議、全國氣象台長會議、颱風委員會舉辦的
「Roving Seminar 2018」、粵港澳空氣質量監測與預警技術交流會等。

空氣
澳門地小人多，街道狹窄而車輛密集，對空氣質素造成一定壓力； 但由於工業排放的污
染物較少，因此，整體空氣質素尚算良好。每年秋冬季，空氣中的污染物濃度都較高。夏季
主要受熱帶天氣系統影響，常常產生對流性降水，污染物容易擴散令污染濃度較低，空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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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較好。
從 2018 年的平均情況來看，澳門路邊站錄得空氣質量為良好的日子佔 66.0%，普通的日
子佔 33.1%，不良的日子佔 0.8%（3 天）。澳門半島高密度住宅區中，空氣質量為良好的日子
佔 64.7%，普通的日子佔 33.9%，而不良的日子佔 1.4%（5 天）。
氹仔高密度住宅區中，空氣質量為良好的日子佔 61.91%，普通的日子佔 38.9%。氹仔
一般性監測站錄得空氣質量為良好的日子佔 52.1%，普通的日子佔 40.0%，而不良的日子
佔 7.9%（29 天）。路環一般性監測站錄得空氣質量為良好的日子佔 53.6%，普通的日子佔
42.5%，而不良的日子則佔 3.9%（14 天）。九澳路邊站錄得空氣質量為良好的日子佔 52.2%，
普通的日子佔 44.4%，而不良的日子則佔 3.3%（12 天）。
2018 年，引致澳門空氣質量達到不良程度的主要污染物為微細懸浮粒子（PM2.5）及臭
氧（O3），其中微細懸浮粒子多在冬季影響澳門，而臭氧則多在夏季及秋季影響澳門。同時，
各監測站中以氹仔一般性監測站錄得「不良」的日子最多，有 29 天，佔全年 7.9%。整體而言，
2018 年澳門空氣質量符合標準（「良好」至「普通」）的日子超過 92.1%，與 2017 年相比，細
微懸浮粒子及臭氧濃度輕微上升，而其餘各類空氣污染物的濃度變化不大。

2018年年平均大氣污染物濃度
監測站

可吸入懸浮粒子 微細懸浮粒子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

一氧化碳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澳門路邊

50.4

25.8

---

52.6

---

0.9

澳門半島高
密度住宅區

48.9

22.7

5.3

47.9

32.3

0.7

氹仔高密度
住宅區 a

61.0

28.2

7.3

34.8

33.7

0.8

氹仔一般性

38.1

18.6

4.0

27.6

59.8

0.6

路環一般性

41.2

24.2

7.2

39.5

59.1

0.6

九澳路邊 b

42.4

30.3b

0.8

26.3

60.0

0.6

a

氹仔高密度住宅區站自 2018 年 8 月 8 日重啓監測。

b

九澳路邊站 PM2.5 監測儀器於 2018 年 5 月 4 日至 9 月 24 日期間因儀器故障及工程關係暫停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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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濃度與空氣質量日指數對照表
（2012 年7 月2 日起採用）
空氣質量指數

可吸入懸浮粒子 微細懸浮粒子
24小時平均
24小時平均

二氧化硫
24小時平均

二氧化氮
1小時平均

臭氧
8小時平均

一氧化碳
8小時平均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微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0

0

0

0

0

0

0

50

100

35

40

100

80

5

100

150

75

125

200

160

10

200

350

150

660

750

350

17

300

420

250

1,300

1,500

600

34

400

500

350

1,700

2,000

800

46

500

600

500

2,120

2,500

1,000

57

空氣質量指數對照表
空氣質量指數
空氣質量水平
（澳門定義）

0~50

5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良好

普通

不良

非常不良

嚴重

有害

狀態圖示

噪音
澳門噪音問題成因很多，人口稠密、車輛密度高、街道狹窄及大廈林立等都市特點，是
噪音傳播的重要成因。
2018 年，環境保護局及治安警察局接獲的環境噪音投訴個案共 8,873 宗，較 2017 年增加
約 0.05%。當中，環境保護局接獲 1,367 宗，較 2017 年增加 4.83%；治安警察局接獲 7,506 宗，
較 2017 年減少 0.78%。兩局接獲的投訴中，主要為「住宅樓宇中的日常生活活動及寵物」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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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757 宗）、「公共地方」佔 34.7%（3,077 宗）、「工業、商業及服務業」佔 14.7%（1,304
宗）。

環境噪聲監測網絡
環境噪聲監測網絡方面，澳門目前共設有 6 個環境噪聲監測站（3 個設於澳門半島、1 個
設於氹仔、1 個設於路氹填海區、1 個設於路環）。透過自動化網絡對環境噪聲、道路交通噪
聲及住宅區噪聲進行 24 小時監測，有關的噪聲監測數據每月在環境保護局網頁及澳門環境地
理資訊系統內公佈。2018 年公佈《澳門環境噪聲監測站年度監測數據報告 2017》以及 2017
年環境噪聲普查結果。

水質和污水處理
水質
澳門位於珠江出海口，三面環水，東面和南面分別面向伶仃洋和南中國海，水面寬闊，
外海潮汐流引起的水體交換，對進入該水域的污染物起到物理稀釋的作用。西面的內港是珠
澳兩地漁船的主要停泊點之一，位於上游的珠海前山河水閘關閉時，該水域處於半封閉狀態，
與外部的水體交換較差，污染物較易積聚； 水閘開啟時，水域水質主要受制於前山河水，而
積聚的污染物會隨水流向鄰近水域擴散。
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根據澳門的地理屬性，選用中國《海水水質標準》（GB3097-97）
第三類水質標準（即適用於一般工業用水區，濱海風景旅遊區），對各監測點的水質進行單項
指標評價、營養指數評價及綜合指標評價。

水質監測網絡
環境保護局管理的水質自動監測站共有 3 個，分別位於筷子基北灣青洲塘、內港及路氹
城生態保護區，透過自動化網絡對水質進行 24 小時全天候監測，有關的水質監測數據每月在
環境保護局網頁及澳門環境地理資訊系統內公佈。2018 年公佈了《澳門水質自動監測站年度
監測數據報告 2017》。環境保護局於 2018 年繼續執行沿岸水質的監測工作。

監管食水水質
民政總署化驗所其中一項職能為監察公共供水網、公用泉源及水井的水質，並以公共利
益為由建議關閉該等設施。為保證全澳市民飲用水的質量，化驗所定期監測澳門自來水出廠
水及全澳不同供水網及水庫的水質，確保達致《澳門供排水規章》（第 46/96/M 號法令）的要
求。
化驗所自 2003 年取得由「中國實驗室國家認可委員會」（現為「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

402

地理環境和人口

委員會」）頒授的 ISO/IEC17025 實驗室認可證書以來，致力提高分析水平，確保檢測質量，
鞏固及完善實驗室管理系統，持續參與並基本通過內地及其他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及澳洲
等權威機構所主持的能力水平測試，檢測技術符合國際要求，水認可檢測項目達 91 項，不同
類型食品認可檢測項目達 205 項。

污水處理
澳門現時共有 5 座污水處理設施，分別為澳門半島污水處理廠、氹仔污水處理廠、路環
污水處理廠、澳門國際機場污水處理站及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總處理能力達每天 35.6 萬
立方米。
2018 年，澳門半島污水處理廠的處理總量為 54,095,990 立方米，氹仔污水處理廠的處理
總量為 9,069,467 立方米； 路環污水處理廠的處理總量為 17,807,153 立方米； 澳門國際機場污
水處理站的處理總量為 31,489 立方米；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的處理總量為 668,885 立方米。
2018 年為澳門半島污水處理廠的優化、營運及保養進行公開招標，按序啟動優化工程。
同時，設於澳門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專門處理青洲自來水廠排泥廢水的預處理設施於
2018 年建造完成，進一步改善鴨涌河的水環境。2018 年完成《澳門污水處理設施總體規劃》，
並展開路環污水處理廠升級的前期設計。
為配合澳門新城區的規劃及發展，2018 年基本完成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人工島興建污水
處理廠的初步設計和環境影響評估，繼續推進污水廠及其污水輸送管的地質勘探和編製招標
文件，在各項前期工作完成後將進一步協調、推進及落實招標工作。

廢物管理
澳門的生活廢物收集及清運工作，公共垃圾桶的清潔和保養以及城市清潔服務，是以外
判合約方式交由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執行，該公司的運作受特區政府監察。根據民政總署
2018 年的統計，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2018 年收集的生活廢物總數約為 300,000 噸，每日平
均收集約 822 噸。
按照 2017 年發佈的《澳門固體廢物資源管理計劃（2017-2026）》，持續推動「源頭減廢、
分類回收」工作。2018 年推出《回收業設備及車輛資助計劃》，資助回收業購買經營回收活動
所需要的部份設備，包括破碎設備、分選設備、壓縮設備、搬運設備及稱重設備等 20 項設備
及輕型貨車，提升業界技術能力及促進業界持續發展。《澳門建築廢料管理制度》法規草案於
2018 年底進入立法程序。

垃圾分類
民政總署持續完善社區的公共分類回收設施，全澳的公共回收點增加至 356 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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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學校、政府部門、社團、私人機構及大廈參與資源垃圾分類回收計劃，為市民提供方
便的廢物回收途徑，2018 年透過各項資源垃圾分類回收計劃共回收廢紙達 2,503.1 噸、金屬
240.5 噸、塑膠 190.4 噸。
民政總署持續推動「玻璃樽回收計劃」，參與機構包括酒店、學校及商場等，並於全澳設
置公共玻璃樽回收點，2018 年的廢玻璃回收量達 417.5 噸。為減少有機廢物量，推行「街市
廚餘回收計劃」、「校園廚餘回收計劃」及「社區廚餘回收（試驗）計劃」，全年總廚餘處理量
為 15 噸。另外，完善舊衣回收系統與澳門救世軍合作推行「衣物回收計劃」，全年回收舊衣
物量約 635.9 噸。
環境保護局於 2018 年新春期間續推回收利是封好 Easy 活動，活動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
支持及參與，設置超過 600 個回收點，共回收約 210 萬個利是封（約 6,200 公斤），經分選後，
可重用的利是封約 105 萬個（超過 3,100 公斤）。
環境保護局首次舉辦「回收月餅盒好 Easy」活動，與政府部門、社團、酒店、銀行、高
等院校及學校、住宅大廈等合作，在全澳各區設置超過 800 個月餅盒回收點，鼓勵市民按照
「先重用、後回收」的原則，盡可能重用新淨的月餅盒，回收舊的月餅盒，活動期間共回收超
過 7,000 公斤的舊月餅盒並已作回收再造處理。

澳門垃圾焚化中心
澳門垃圾焚化中心主要處理全澳的固體廢物，共有 2 座廠房，每日處理能力為 1,728 噸。
2018 年，該中心共接收 538,944 噸固體廢物，平均每日約 1,477 噸。澳門的固體廢棄物當中，
有部份是由海事及水務局從海上收集的。
24 小時運作的焚化中心在處理城市固體廢物時所產生的廢熱，可回收發電。焚化中心的
發電能力除供自用外，全負荷時每小時最多還可輸出約 21 兆瓦的電力至公共電網，足夠澳門
約 33,000 多戶居民使用。2018 年焚化中心共輸出 17,889 萬度（17,889 萬千瓦時）的電力至公
共電網。
2018 年持續進行垃圾焚化中心第三期擴建的前期工作，已完成基本設計和環境影響評
估，正按序推進公開招標工作。
環保局積極推動廚餘的回收工作，2018 年開展「食肆廚餘回收先導計劃」，持續擴大廚餘
回收網絡，進一步回收處理更多中小型食肆等機構產生的廚餘，並繼續於美食節推行廚餘回
收。

特殊和危險廢物處理
澳門特殊和危險廢物處理站位於氹仔焚化中心旁，2007 年投入運作，以最新的歐盟焚化
標準處理特殊廢物，主要包括醫療廢料、屠場廢料、廢舊車呔、馬匹及狗隻等動物屍體、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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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沉澱物，以及其他固態或液態特殊廢料等。2018 年，該站的處理總量（包括醫療廢物）為
3,510 噸，當中，廢舊車呔的處理量約佔 43%。
環境保護局推出「廢舊電池收集計劃」至今已在全澳各區設置超過 1,100 個收集點，包括
學校、商戶及機構門市、住宅及商業大廈，公共部門及公共垃圾房等。計劃開展至今收集超
過 17,000 公斤廢舊電池，當中超過 14,500 公斤經預處理的一次性電池，於 2018 年 12 月底按
照《巴塞爾公約》的程序，經香港港口轉運到日本作後續的再生及資源化處理。
「電腦及通訊設備回收計劃」把收集到的較新型、且符合環保局捐贈要求的舊電腦，經一
定處理後將捐贈予慈善團體； 其餘則由回收計劃的承辦機構進行拆解，可回收的組件及物料
會運往其他地區作後續再生及資源化處理，整體回收率達 90%，並按《巴塞爾公約》相關的
越境轉移程序進行。

建築廢料處理
建築廢料堆填區位於氹仔機場大馬路，2006 年 3 月開始使用至今，主要用作填埋由開
挖、拆建、興建等活動產生的不可燃惰性固體廢棄物，包括瓦礫、混凝土塊、軟土及海泥等。
2018 年全年填埋約 210 萬立方米的建築廢料。

固體廢物自動收集系統
黑沙環新填海區固體廢物自動收集系統試點項目工程於 2006 年開展。主要是通過設於路
面的投放口與埋在地下的管道連接，透過空氣傳送的方式，將固體廢物輸送到設於友誼橋大
馬路與澳門污水處理廠之間的收集站，再由專車運往焚化中心處理。2018 年，固體垃圾自動
收集系統中央收集站硫化氫在線監測的營運及保養服務進行公開招標。

立法和污染管制
2018 年推出的環境領域相關法規包括：
1.

第 32/2018 號行政法規推出《回收業設備及車輛資助計劃》；

2. 修改第 30/2016 號行政法規《在用車輛尾氣排放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之附
件（第 130/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
3. 修改「新輕型汽車的環保排放標準」（第 256/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
4. 《核准「氣體污染物排放參數表」（裝有四衝程發動機的車輛），並以之取代經第
356/2010 號行政長官批示修改的第 1/2008 號行政法規附件二的表一及表三》（第
257/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
5. 《核准「尾氣排放標準」及「車載自我診斷系統規格」，並以之取代第 1/2012 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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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的附件一及附件二》（第 258/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
6. 《污水處理廠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 37/2018 號行政法規）；
7. 《製藥、覆銅板製造及塑膠加工工業場所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 38/2018 號行政
法規）。

國際公約
若干旨在控制全球環境問題的國際協議和公約也適用於澳門包括：

1

《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
《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正案
《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正案（倫敦修正案）
《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正案（哥本哈根修正案）
《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正案（蒙特利爾修正案）
《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正案（北京修正案）

2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

3

《巴黎協定》

4

《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及其於 1995 年、1998 年、2002 年、
2004 年和 2013 年修正案

5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及其於 2009 年、2011 年和 2013 年修
正案

6

《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
及其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5 日締約方第八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
某些危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約》附件三修正案

7

《關於汞的水俁公約》

8

《禁止為軍事或任何其他敵對目的使用改變環境的技術的公約》

9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植物保護協定》及其 1967 年、1979 年及 1983 年的修正案

10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11 《生物多樣性公約》
12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13 《關於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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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特區適用且與海上環境保護有關的國際海事公約包括：
1

《1990 年國際油污防備、反應和合作公約》

2

《關於 1973 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的 1978 年議定書》

3

《防止傾倒廢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約》1980 年對附則的修正案

4

《2001 年國際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

5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

環境保護局
環境保護局（簡稱環保局），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研究、規劃、執行、統籌和推動環境
政策的公共部門。

環境諮詢委員會
環境諮詢委員會由環境保護局局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最多 7 名其他實體或政府部門代
表，以及不超過 20 名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社會知名人士代表。
環境諮詢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澳門環境保護事務的相關範疇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並
就研究、制定、執行、協調及促進環境政策提出建議。

環保與節能基金
特區政府在 2011 年透過第 21/2011 號行政法規設立《環保與節能基金》，同時透過第
22/2011 號行政法規設立《環保、節能產品和設備資助計劃》，資助澳門的商業企業及社會團
體提高其環保能力以及引進環保技術、設備，務求進一步推動環保工作以及環保產業的發展。
《環保、節能產品和設備資助計劃》為基金設立後的首個資助計劃，資助對象為商業企業和社
團，根據第 63/2014 號運輸工務司司長批示，《環保、節能產品和設備資助計劃》的申請期限
將延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環境保護局累積共收到資助個案申請超過 7,600 份，截至 2018
年年底，已處理逾 99.8% 的申請個案，其中獲批資助超過 5,000 宗，涉及金額約 4.1 億元。
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11 月透過第 32/2018 號行政法規設立《回收業設備及車輛資助計劃》，
申請期為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止。

環境宣傳教育
環保局以「構建低碳澳門，共創綠色生活」為主題，2018 年，舉辦 286 項活動，參與人
數達 263,26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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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環保酒店獎」至今舉行十一屆，環保酒店數目由首屆的 8 間大幅增至 51 間，環保
酒店積極實踐環保管理，每間客房平均廢物產生量減幅超過 30%； 資源廢物分類回收累計總
重量超過 20 萬噸； 廚餘回收累計超過 3,400 噸，在節水節電和參與環保培訓等方面亦成效顯
著。
環境保護局為持續鼓勵和推動公眾減少使用膠袋，已第六年連續聯同澳門多個公共部
門、社團及機構舉辦「減塑有著數」。2018 年參與活動商號的分店數目超過 300 間。活動舉辦
6 年來，累計超過 26 萬人次參與（即至少減用 26 萬個塑膠購物袋）。
2018「綠色學校嘉許計劃」以「校園減廢回收」為主題，共有 25 間綠色學校獲得嘉許，
17 間榮獲「綠色學校榮譽大獎」，8 間獲「綠色學校傑出表現獎」； 當中以教師及大專院校生
為對象的「環保教案設計獎勵計劃」共有 24 隊獲獎，而以學生小組為對象的「環保校園嘉
Fun 獎」則有 38 間學校獲獎。
環境保護局與社團、外賣平台，以及本地食肆及飲料店合作推出「走塑好 Easy」活動，
鼓勵市民購買外帶食物時主動不索取一次性餐具。
為有效推動「源頭減廢」，鼓勵市民養成自備水樽的習慣，環境保護局首階段協調於政府
部門增設 13 部直飲式水機，並推出三項使用飲水設施的相關技術指引，以及包括在大型活動
推動自備水樽等，以宣揚「斟水」文化，並首次於美食節現場設置飲水機。
環境保護局繼續透過「環保 Fun」積分獎勵計劃，第一階段的「環保 Fun」之減廢回收
攞滿 Fun 回收資源垃圾，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會員人數超過 9,200 人。第二階段的「環保
Fun」之環保行為攞滿 Fun，發動來自社會各界的人士加入「環保 Fun」前線工作團隊「環保
Fans」，協助提供路氹城生態保護區的導賞服務。
環境保護局亦會在世界濕地日、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國際性環保節日，透過活動鼓勵
市民身體力行實踐環保行為，宣揚保護環境的訊息。

區域環保合作
「2018 年澳門國際環保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2018MIECF）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舉行。以「創新綠色發展 可持續的未來」為主題。
MIECF 充分展現國際環保平台的作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泛珠三角區域、粵港澳
大灣區、葡語國家及歐洲國家的綠色企業交流合作，吸引世界各地官、產、學等領域代表積
極參與。綠色論壇方面，2018 年舉行 6 場綠色論壇及 1 場特別環節，匯聚超過 50 位來自多個
國家地區的的環保先鋒、跨國企業高層及政策制定者等擔任演講嘉賓。
在泛珠三角區域環保合作方面，環境保護局先後參加、「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聯
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聯絡員工作會議」、「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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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三地在 2018 年 6 月發佈《2017 年粵港澳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監測網絡監測報告》。
持續推進「粵港澳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監測網絡」的管理及維護工作。
在《粵澳環保合作框架協議》框架下 , 於 2018 年進行廢舊摩托車之跨區轉移試運；此外，
雙方於 2018 年 9 月舉行粵澳環保合作專責小組會議，共同推動空氣監測、水環境、涌河的整
治、廢舊車輛處理、環保產業交流和環保宣傳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致力構建優質的生活環
境。
在港澳環保合作方面，雙方在 2018 年 7 月召開「港澳環保合作第十次會議」，雙方代表
共商未來合作計劃，就多項環保議題進行經驗分享和意見交流，共同推動提升區域環境質素。
環境保護局亦於 2018 年 10 月組織一行 22 人的代表團，參與香港第十三屆「國際環保博覽」。
在珠澳環保合作方面，在《珠澳環境保護合作協議》的框架下，珠澳兩地於 2018 年 5 月
召開「2018 珠澳環保合作工作小組會議」，雙方就多項環保意題進行合作交流。

澳門環境保護規劃
環境保護局在 2018 年持續推進《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10 － 2020）》的遠期工作。並開
展「澳門環境保護規劃（2021 － 2025）研究」之工作。

環保數據
2018 年環境保護局接獲投訴個案：
分類

數目（宗）

噪音

1,249

空氣污染

394

噪音與空氣

90

噪音與其他

29

空氣與其他

26

環境衛生

55

其他

105

總數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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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環境保護局應其他部門要求提供技術意見：
部門

旅遊局

場所和項目

次數

卡拉 OK、酒吧、酒店、餐廳、蒸汽浴及按摩場
所、舞廳及健康俱樂部等場所

296

發牌或續牌前的檢查

121

技術意見

8

工業場所檢查

6

經濟局

土地工務運輸局

工程計劃
( 包括： 樁基（環保）計劃以及延長施工時間申
請、建築計劃、擴建計劃、更改 / 合法化工程計
劃等 )

107

規劃條件圖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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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環境保護局於 2018 年收到 18 個新增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及相關資料。

植物
澳門植物種類算是豐富，約有維管束植物超過 1,500 種，主要分佈在澳門的山林、種植於
公園及休憩區內，前者主要由常綠闊葉林、喬灌矮林及海岸灌草叢組成，常見種類包括桃金
孃、毛稔、豺皮樟、土蜜樹、春花及芒萁等，後者則以栽培植物為主，包括朱槿、洋紫荊、
黃槐及假地豆等植物。此外，澳門擁有苔蘚植物 104 種，隸屬 34 科，63 屬，珍稀種類有澳門
鳳尾蘚、中華細指苔、腺褐角苔、東亞短角苔、小蓑蘚和海南明葉蘚。其中，澳門鳳尾蘚是
2011 年正式發表的新物種，由於澳門是此物種的首次發現地，故以澳門命名之。
澳門陸生自然植被具有較高的群落多樣性，可分為針葉林、針闊葉混交林、常綠闊葉林、
山林開始改造林分與建立防火林帶，引入許多鄉土樹種。如楝葉吳茱萸、大頭茶、降真香、
羅浮柿、竹節樹、人面子、假柿樹、樂昌含笑、印度紫檀、翻白葉樹、白桂木、濕加松、無
花果、馬尾松、鐵冬青、火力楠、荷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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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帶方面，由以往常用的金葉假連翹、黃金榕、花葉假連翹、大葉紅草、非洲茉莉、
金邊紅桑等觀葉植物外，近年為提升澳門街道綠化，增加景觀效果，還於綠化帶內增添色彩
化元素，例如種植杜鵑、朱蕉、黃蟬、紫花馬纓丹、翠蘆莉等彩化以及具觀花價值之灌木，
與黃花風鈴木、小葉欖仁、宮粉羊蹄甲、細葉榕等喬木相互配襯，增加景觀層次感。

綠化週
民政總署每年主辦「澳門綠化週」，得到多個民間團體協助，第三十七屆於 2018 年 3 月
17 日至 25 日舉行，主題是「全城愛綠 共植家園」，共舉辦 30 多項活動，近 3 萬人次參與。
是次活動陸地種植樹木總數為 1,225 株，派送植物數千盆及其他系列的教育活動，鼓勵市
民親身參與澳門的綠化工作。

野生動物
澳門土地狹小，加上土地開發、城市化的擴張等因素，影響和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活動範
圍與生存空間，澳門野生動物的種類和數量正不斷縮減。由於未受污染的天然水體有限，造
成兩棲類種類和數量均越見稀少。較常見的有黑眶蟾蜍、沼蛙、斑腿樹蛙、澤蛙、亞洲錦蛙
等 5 種。而在路環山林中，由民政總署開發的人工淡水濕地，為兩棲類提供了較佳的棲身之所。
澳門的野生哺乳類動物主要以蝙蝠、老鼠、赤腹松鼠等較常見。蝙蝠主要棲息於路環和
氹仔。2013 年調查發現新紀錄物種中華菊頭蝠。澳門半島可見東亞家蝠和短吻果蝠兩種，東
亞家蝠棲身於建築物的縫隙中，主要捕食蚊、蠅，有助抑制害蟲的數量； 而短吻果蝠取食公
園和山林的各種果實，有助樹種的傳播，對城巿環境和山林生態有正面的生態功能。赤腹松
鼠是澳門的外來物種，最初是作為寵物被引入的，現在已形成野外種群，加上缺乏天敵，對
許多本地動物均構成威脅，尤其會取食鳥蛋而危害鳥類的繁衍。
爬行類動物，特別是蛇類對於控制老鼠數量有相當重要的生態功能，2013 年在路環紀錄
到較少見的繁花林蛇和銀環蛇，然而澳門稠密的人口對於爬行類的棲息與覓食造成很大的影
響，加上部份人對蛇類有被咬的誤解和恐懼，使蛇類的數量和澳門各種野生動物當中銳減最
快。
鳥類動物，歷史調查共記錄到澳門鳥類逾 300 種，優勢種是白頭鵯（陸棲）和小白鷺（水
鳥）； 常見種有 9 種，其中暗綠繡眼鳥、八哥、長尾縫葉鶯、麻雀和畫眉等 5 種是陸棲鳥類，
環頸鴴、夜鷺、蒼鷺和池鷺等 4 種是水鳥，常見鳥類中陸棲鳥類多於水鳥種類。烏鵑和鳳頭
潛鴨為 2018 年新記錄。自 2006 年至今，共記錄鳥逾類 263 種，分屬 16 目 60 科。
澳門魚類資源豐富，根據棲息環境的不同可分為鹹水魚類、鹹淡水魚類和淡水魚類。鹹
水魚類和鹹淡水魚類主要是指澳門沿海附近的魚類，約有 200 多種。淡水魚類在澳門自然生
態中屬最需受保護的一群，雖然淡水魚類與兩棲類的棲息環境相似，但活動範圍比兩棲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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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狹窄，每當環境受破壞或遭人為干擾時，往往是最直接受影響的一群。
澳門的昆蟲種類眾多，分佈廣泛，經鑑定達 600 多種。當中共有蝴蝶 119 種。

法例和自然保護
澳門在 30 多年前已開始制定自然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確定有價值和需要被保留的
區域和動植物，另外，2004 年開始陸續頒佈新的行政法規，取代過往相關的多個法例，具體
如下：
1. 根據 1981 年 9 月 19 日頒佈的第 33/81/M 號法令，以及 1984 年 4 月 28 日修訂的第
30/84/M 號法令，和 1999 年 1 月 25 日修訂的第 3/99/M 號法令，路環石排灣公園因
具有教育、生態學、風景及科學的價值，立為保護區，其面積縮小為 196,225 平方米。
2. 根據 2013 年 8 月 13 日立法會審議通過的第 11/2013 號法律，以及 2018 年 5 月 4 日
制定的第 31/2018 號行政法規，將路環島海拔高度 80 米及以上區域列為緩衝區。
3. 1991 年 1 月 31 日立法會審議通過，1991 年 3 月 11 日以法律第 2/91/M 號正式頒佈
執行的《環境綱要法》，規定環境政策訂定必須遵從的一般綱領和基本原則。
4. 2004 年 7 月 28 日制定的第 28/2004 號行政法規《公共地方總規章》訂定在使用及專
用公共地方時須遵守的一般行為原則。
5. 2004 年 12 月 14 日制定的第 40/2004 號行政法規《衛生檢疫及植物檢疫》，規範對貨
物進行衛生檢疫及植物檢疫，並執行第 245/ 2014 號行政長官批示《澳門特別行政區
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列表》規範。
6. 第 4/2016 號法律《動物保護法》於 2016 年 9 月 1 日生效，法律對動物的飼養、管理、
售賣，以及利用動物作公開展覽及科學應用都有具體規範。適用於澳門的《瀕危野
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和《國際植物保護公約》，令澳門的
自然保育工作與國際接軌。

生態保護區
由環境保護局負責管理的路氹城生態保護區濕地位於路氹蓮花大橋附近，佔地約 55 公
頃，其中約 40 公頃的鳥類覓食區為生態保護區二區，位於路氹填海區的西海岸。而緊接這一
區域約 15 公頃為雀鳥棲息區，是生態保護區一區，主要為各種鳥類（包括珍稀的黑臉琵鷺）
提供合適的覓食及棲息的環境。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路氹城生態保護區現有浮游藻類植物 217 種、高等植物 381 種、
浮游動物 134 種、底棲動物 131 種、昆蟲 484 種、魚類 70 種、兩棲類 5 種、爬行類 20 種、
哺乳類 10 種。其豐富的食物資源吸引了 177 種鳥類在此覓食及棲息，其中包括珍稀的黑臉琵
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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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豐富生態教育資源，除每月舉辦「路氹城生態保護區公眾觀賞日」活動和親子「自
然學堂」工作坊，2018 年新增生態區濕地觀鳥行活動，提升生態保育意識。

郊野公園
澳門有 4 個郊野公園，分別是石排灣郊野公園、大潭山郊野公園、黑沙水庫郊野公園和
九澳水庫郊野公園。

石排灣郊野公園
石排灣郊野公園坐落路環疊石塘山西北麓，石排灣馬路旁，佔地約 198,000 平方米，園內
設施多元化，動物方面的有大熊貓館、動物園及雀鳥園，展覽方面的有大熊貓資訊中心和土
地暨自然博物館，休閒方面的有兒童遊戲區、大型野餐區及小食店等設施。

大熊貓館
澳門大熊貓館位於路環石排灣郊野公園內，建築佔地約 3,000 平方米，整個建築利用現有
的地形結合建築的特性進行設計，依山而建，呈扇形的分佈。館內設有兩個面積各約 330 平
方米的室內活動區和一個面積約 600 平方米的室外活動場，活動場地設計以貼近大熊貓的自
然生活環境作為考慮，重點加強綠化元素，同時加入水池、攀爬木等大熊貓玩樂設施。

大潭山郊野公園
大潭山郊野公園位於氹仔島東面，覆蓋雞頸馬路、嘉樂庇總督馬路和司徒澤雄神父馬路
之間的山林地帶，面積約 13,000 平方米，內有原生魚類保育區、中華 56 個民族雕像、大潭山
展覽館、燒烤場、人造滑草場、兒童遊戲區及霍公亭等，是集休憩、健身、環保、教育及陶
冶性情等多功能的郊野公園，也是居民享受森林浴，回歸大自然，豐富休閒生活的好去處。

中華民族雕塑園
中華民族雕塑園設於大潭山郊野公園內，是澳門首個以民族雕塑為主題的展示園。整個
園區主要分為雕塑展示區及展覽館兩部份。

黑沙水庫郊野公園
黑沙水庫郊野公園位於路環島中央山東南方的山林地帶，範圍東至鷺環海天度假酒店入
口的黑沙馬路，南至萬康園對面的「豬牯塘」出水口，總面積約 37.1 萬平方米。其中的黑沙
水生植物區和黑沙水生植物觀賞區是生態保育及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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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澳水庫郊野公園
九澳水庫郊野公園位於路環島東北面，東隔九澳堤壩馬路與九澳村相望，西臨石排灣水
塘，南與高爾夫球場及高頂馬路為鄰，北面以通往青年挑戰中心的馬路為界一直延伸至海邊
的山林地帶，佔地 81.8 公頃。
郊野公園以九澳水庫為中心，園內設有九澳水庫環湖徑、東北步行徑、堤壩大壁畫、我
等你廣場、小春溪、燒烤區、野餐區、橋水花落人家、綜合遊戲區、九澳水庫戶外體驗營及
淡水濕地生態區。是一個集自然教育，休閒活動的假日好去處。

人口
2018 年終總人口為 667,400 人，按年增加 14,300 人，增幅為 2.2%。居住人口估計中男性
佔 46.9%，女性佔 53.1%。
在構成人口數量增長的其中一個組成部份——人口的自然變動方面，2018 年新生嬰兒數
目為 5,925 人，較 2017 年少 2.2%；死亡數目為 2,069 人，少 6.6%；人口自然增長率為 0.59%。
在構成人口數量增長的另一個組成部份——人口的遷移變動方面，2018 全年人口淨遷移
為 10,500 人，按年增加 6,700 人，主要是居澳外地僱員增加所致。
按堂區分析，以花地瑪堂區的居住人口最多，有 254,000 人，佔總人口的 38.1%。

出生及死亡率
2018 年的出生率為 0.9%，死亡率為 0.31%。

人口老化
由於居民平均壽命增加，澳門人口老化持續，老年人口（65 歲及以上）佔 11.1%，按年
上升 0.6 個百分點； 成年人口（15-64 歲）比重則下跌 1.0 個百分點至 75.7%； 老化指數按年
上升 1.1 個百分點至 84.1%，為連續第 22 年上升。
本地人口老化更為明顯，老年人口（65 歲及以上）有 74,100 人，按年上升 7.5%； 成年
人口（15-64 歲）則下跌 0.5% 至 386,000 人。本地人口的老年人口撫養比率為 19.2%，即約 5
名成年人口撫養 1 名老年人口。

身份證明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特區）政府依
照法律給持有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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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給在澳門特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澳門特區的其他旅行證件。特區護照和旅行證件前
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澳門特區的權利。
身份證明局受行政法務司監督，職能包括： 統籌及執行關於澳門特區居民民事與刑事身
份資料的工作； 發出身份證及刑事紀錄證明書； 依法就紀錄所載的事實發出證明書； 向澳門
特區居民發出護照和其他旅行證件，處理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有關國籍的申請； 接收、審批
居留權證明書的申請，以及發出有關證明書； 組織具法律人格的社團及財團的登記及發出有
關證明書，以及履行法律賦予的其他職責。

個人證件
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才有資格申請澳門特區護
照。而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無權取得其他旅行證件的澳門特區的非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
民，可以申請澳門特區旅行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身份證明局共簽發 686,787 本澳門特區護照，49,493 本特區旅
行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籍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具有中國籍又持有葡萄牙旅
行證件的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可繼續使用葡萄牙旅行證件前往其他國家或地區旅行，因此，
上述人士可以同時持有特區護照及葡萄牙旅行證件。
身份證明局負責簽發往港旅遊證。凡是澳門特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或葡萄牙公民且持有
澳門居民身份證或澳門特區居民身份證，可申請《澳門居民往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旅遊證》（簡
稱往港旅遊證）。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身份證明局已簽發 441,470 本往港旅遊證。
身份證明局負責簽發澳門居民身份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
人數為 719,634 人。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首次領取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有
13,217 人。

國籍
澳門特區第 7/1999 號法律規定，由身份證明局處理特區居民的國籍申請。國籍申請的種
類包括：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士加入中國國籍、中國公民退出中國國籍、曾有過中國國籍的外
國人恢復中國國籍、具有中國血統又具有葡萄牙血統的居民選擇中國國籍或葡萄牙國籍、具
有其他國籍的原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變更國籍。
由 199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加入中國國籍的人數為 1,137 人；恢復中國
國籍的人數為 543 人； 退出中國國籍的人數為 90 人； 選擇中國國籍的人數為 3,054 人； 選擇
葡萄牙國籍的人數為 66 人；變更國籍的人數為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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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權證明書
居留權證明書是確立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有效文件。下列任何一類人士如宣稱
在澳門有居留權，但不持有有效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或澳門特區居民身份證明文件，且不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居住（香港特區及台灣地區除外）者，須向身份證明局申請居留
權證明書。
這些人士包括在澳門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澳
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在澳門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澳
門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並以澳門為永久居住地的具有中國血統但又具有葡萄牙血統的人士；
澳門永久性居民中具中國血統但又具有葡萄牙血統的人士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並以澳門為永久
居住地的中國籍或未選擇國籍的子女。居留權證明書中載有生效日期，在居留權證明書生效
後，持證人方可進入澳門特區居住。
由 199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身份證明局共發出 80,478 份居留權證明書。

刑事紀錄證明書
身份證明局自 1996 年 8 月開始發出《刑事紀錄證明書》及《未成年人特別紀錄證明書》。
《刑事紀錄證明書》是證明當事人前科的唯一及足夠的文件； 而《未成年人特別紀錄證明書》
則適用於未滿 16 歲人士。
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身份證明局共發出《刑事紀錄證明書》99,191
張，其中公眾申請 78,560 張，機關申請 20,631 張。另發出《未成年人特別紀錄證明書》93 張，
其中公眾申請 11 張，機關申請 82 張。

出入境管制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士入境、逗留和離境，特區政
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治安警察局的出入境事務廳負責澳門的出入境事宜。
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制廳對非本地居民的出入境作電腦記錄，並在其所持之護照或
旅行證件，又或其他被認為適合的文件上作記錄，當中載明按第 5/2003 號行政法規的規定獲
許可逗留的期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79 個國家的國民可豁免簽證來澳旅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
國民持有效護照進入澳門特區一般可逗留 14 天至 90 天，有的則可長達 6 個月（如英國）。。
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旅遊證且具備前往第三國家或地區的機票或入境簽證的人士，可
在澳門逗留最多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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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移民
2018 年內地移民按年減少 674 人至 3,532 人，是連續第三年錄得跌幅； 當中來自廣東省
的減少 604 人至 2,262 人；女性佔 65.1%。

逾期逗留和非法入境
2018 年被遣返逾期逗留人士共有 27,609 人，其中包括內地居民 25,876 人，台灣居民 80
人，香港特區居民 72 人，外籍人士為 1,581 人，以及自願遣返回內地之內地居民 21,777 人。

民事登記
民事登記局負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發生的出生、親子關係、收養、有關親權行使的規範、
婚姻、婚姻協定、死亡、失蹤人推定死亡等事實的民事登記工作，並發出具有關事實的證明
文件。

出生登記
出生登記除普通嬰兒登記外，還包括補辦出生登記（14 歲或以上）。在澳門出生的嬰兒，
應由其父母或監護人在 30 天內向民事登記局作出口頭聲明。2018 年共有 5,983 宗出生登記。

婚姻登記
婚姻登記是民事登記局的權限，包括對婚姻登記的申請、審批、主持民事婚姻的締結及
作出登記。2018 年共有 3,842 宗婚姻登記。

死亡登記
死者的遺屬或親友可前往民事登記局或向該局派駐在仁伯爵醫院及鏡湖醫院的登記分站
辦理死亡登記。2018 年共有 2,187 宗死亡登記。

兩願離婚申請
處理兩願離婚是民事登記局的權限，申請的條件是夫婦雙方必須結婚逾一年、沒有未成
年（18 歲以下）子女、已就扶養問題和家庭居所的歸屬達成協議的，可向民事登記局作出申
請。2018 年離婚申請個案有 675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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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爪角海岸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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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龍爪角海岸徑起點為黑沙海濱馬路，終
點於竹灣別墅群，屬於一線式的步行徑，沿途奇
石眾多，風景優美且生態豐富多樣。
為讓居民及遊客能近距離接觸龍爪角，特
區政府自 2000 年起着手研究當地的自然環境，
包括地形和動植物生態，設計規劃開築步行徑，
2003 年完成全長 1,200 米，難度中等的海岸徑。
在海風吹拂、海鳥翱翔的海邊，最適合親
子、好友同遊，親親澳門的好山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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