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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治安穩定，罪案率比全球很多城市都低，居民安居樂業。特區政府保安當局根據既
定的施政方針，因應社會狀況，針對犯罪趨勢，調整、部署及執行相關的對策，有效地打擊
犯罪活動，預防犯罪，保障居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維護社會安穩太平。

警察總局
警察總局是負責指揮及領導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執行行動的機關，於特區政府成立
後組建，屬於特區的內部保安系統組成部份，在 2001 年 10 月投入運作。警察總局作為行動
策劃和參謀的機關，由局長辦公室、情報分析中心、行動策劃中心、資源管理廳、電腦及資
訊科技部和新聞及公共關係辦公室 6 個附屬單位組成。警察總局亦負責籌劃、協調和監控澳
門特區的民防體系運作。
2020 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警察總局全力配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工
作，支援協調中心 24 小時查詢熱線運作，對資料進行統計和整理，又聯同其他部門，增加資
訊發放渠道，在澳門各區透過電子顯示屏、流動廣播車等方式進行防疫宣傳。
澳門及珠海為加強防治抗疫合作力度，於 2020 年 1 月 23 日成立了聯防聯控工作組，行
政長官指示由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擔任澳方組長，警察總局局長梁文昌擔任澳方聯絡員，聯同
衛生局及治安警察局等部門代表，每天互通最新疫情信息、防控措施以及口岸對接資訊等，
維護兩地民眾的安全和健康。
警察總局統籌及協調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並聯同海關開展「冬防」行動，因應是澳
門出現首宗確診新冠肺炎個案，警察總局調整三個部門的行動計劃，為尋找懷疑有可能帶有
病毒人士，加強巡查非法旅館、娛樂場及其周邊場所，並在街道上執行截查。
2020 年，在兼顧防疫抗疫工作同時，警察總局繼續統籌及開展「雷霆行動 2020」等一系
列預防及打擊犯罪的聯合行動項目，穩定社會治安。
在情報分析方面，警察總局在重要節假日和大型活動期間，為確保有關活動順利進行，
事前從多方面搜集情報和資訊，進行分析和評估，界定風險級別，向各警務單位提供安保工
作意見，以採取更有效的措施，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就應對澳門大型慶典或團體活動
的安保工作，警察總局協調海關、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及消防局啓動聯合行動指揮中心，
有助各部門對突發事件的即時處理。
為落實「科技強警」的保安施政方針，警察總局與保安司轄下相關部門，聯同工務範疇
部門及承建單位，推進「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又稱「天眼」）的建設項目，四階段在全
澳安裝的 1620 支鏡頭，已於 2020 年完成。人臉及車牌識別「後台模式」應用，在獲得個人
資料保護辦公室互聯測試許可後，已開展測試。
為提升人員與其他公共及私營機構應對及處理突發事件及災難的能力，警察總局每年積
極派員參與各類型的演習，2020 年除「水晶魚 2020」民防演習，重點開展「可疑人物闖入校
園」事故的應對演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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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務聯絡及訊息通報方面，在保安司司長的領導下，警察總局繼續貫徹主動警務、社
區警務和公關警務的三大理念，從多渠道發放警務、民防及防疫資訊，加強市民對警方職責、
執法理念的瞭解﹔同時，透過廣泛的宣傳教育及適時發放最新的犯罪手法，提升市民自我的
保護及防災避險意識，達致警民攜手，共同滅罪防災的目標。

治安警察局
治安警察局主要負責維持公共秩序及安寧，預防、偵查及打擊犯罪，維護公共及私人財
產，管制非法移民，負責出入境工作並管制及監察車輛與行人的通行。截至 2020 年底，治安
警察局人員編制為 6,355 人，編制內在職人員總數為 5,147 人，編制內職位填補空缺為 1,208
人，各級文職人員總數為 449 人。
2020 年，在防疫工作方面，治安警察局協助追蹤確診患者及密切接觸者行動軌跡，加強
對疫情相關的監察及巡查；派員護送需隔離人士往返隔離點，協助完成醫學觀察人士前往居
住地或離境安排；看守及維護隔離地點、醫學檢查站、核酸檢測站秩序；並參與特區政府包
機接回滯留湖北的澳門居民的行動。
在社會防控方面，採取「聯合專項行動」關注可能導致的治安隱患；巡邏及維持口罩及
防疫物品售賣點、電子消費卡領取點等的秩序，處理不法購買防疫物資及盜用消費卡的案件；
支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的查詢熱線工作；配合社會文化司的防疫宣傳需求，利
用局方的廣播系統播放防疫資訊；派員在各人群聚集地點作出配合特區防疫措施的勸籲；聯
同多個部門對建築地盤作出檢查衛生管理及非法勞工情況。
在出入境管理方面，協助衛生部門於各出入境口岸進行體溫監測，設立健康申報區及開
設特區通道，調整各口岸的通關時間，協助執行對疫情高發地入境人士的各項檢疫措施；對
繁忙口岸實施人潮管制；派出專車前往香港國際機場接回澳門居民和學生；協助因受疫情影
響未能返回原居地的人士；協助通關人士轉換通關憑證。
治安警察局設立前線人員心理支援機制，又通過社區警務聯絡機制，把防疫資訊廣傳到
各社區。

行動通訊中心
治安警察局的策劃行動廳設有行動通訊中心，居民撥出的「999」緊急求助電話皆接駁至
該中心，由該中心把案件分類，並調派警員到現場處理。2020 年，行動通訊中心接聽「999」
緊急求助電話共 336,380 宗。
該中心設有道路監察系統，工作人員透過安裝在澳門三條跨海大橋上的攝影機所傳回的
影像，監察大橋上的交通情況，適時作出調度。
「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俗稱天眼系統）2016 年 9 月 15 日正式投入運作，第一階段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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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19 支監察鏡頭，第二及第三階段合共 601 支監察鏡頭，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正式投入
運作。第四階段的 800 支監察鏡頭，已於 2020 年 8 月 6 日投入運作。監控鏡頭分佈於澳門各
出入境口岸外圍周邊、主要道路、交通樞紐、治安黑點、僻靜及存在安全隱患的地點。行動
通訊中心人員利用天眼系統確保社會治安及公共秩序，尤其是預防犯罪及輔助刑事調查。

特警隊
特警隊於 1979 年正式成立，現有隊員 675 人，轄下分有 6 個專業部隊，分別為防暴隊、
保護要人組、特別行動組、爆炸品處理組、警犬組、搜查及安檢組。主要工作包括負責設施
的安全；打擊不法分子，尤其是使用火器的不法分子；在嚴重暴力，包括出現狙擊手或挾持
人質的情況下採取行動。

司法警察局
司法警察局是一刑事警察機關，負有預防及調查犯罪，以及協助司法當局的法定職責。
根據經 14/2020 號法律修改的第 5/2006 號法律，該局對 13 類嚴重或特定犯罪具有專屬權限，
下設 8 個廳級部門分管刑事調查、維護國家安全、刑事法證、技術或行政支援、人員培訓等
專業業務。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澳門支局（處級）亦設於司法警察局內。全局人員
編制 1,362 人，2020 年在職人員有 1,259 人。
2020 年，司法警察局開立各類案件 9,291 宗，其中刑事專案調查 3,883 宗，檢舉 95 宗，
精簡調查 2,018 宗，要求調查 3,295 宗。全年完成調查案件共 11,427 宗，包括專案調查 4,021
宗，檢舉 95 宗，精簡調查 1,661 宗，要求調查 5,650 宗。
全年的專案調查及檢舉案件包括：殺人案 2 宗、縱火案 45 宗、勒索案 90 宗、搶劫案 22
宗、盜竊案 419 宗、販賣毒品案 57 宗、吸食毒品案 13 宗、販賣人口案 0 宗、操縱賣淫案 12
宗、犯罪集團案 31 宗、家庭暴力案 11 宗等；與博彩相關的罪案共 413 宗，其中包括為賭博
的高利貸案 72 宗、由高利貸衍生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案 32 宗；此外，開立將假貨幣轉手案（包
括使用偽造信用卡）60 宗、詐騙案 380 宗（當中電話詐騙 31 宗，不包括賭場詐騙及利用電腦
或互聯網實施的詐騙）、資訊罪案 1247 宗，以及其他類別案件。
2020 年，配合特區政府和保安範疇的整體防疫部署，司法警察局啟動 24 小時運作的危機
應變機制，運用刑偵專業能力和經驗，協助追蹤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行動軌跡，收集影響
社會治安、防疫工作和民心穩定的風險情報訊息。在上級協調下，密集巡查懷疑非法旅館，
派員駐守指定酒店防止隔離人士違反防疫措施；又調整警務部署，嚴防疫情衍生新型犯罪手
法，實現防疫防罪兩兼顧。
司法警察局藉新媒體快速準確傳播疫情最新資訊和澄清不實傳言，組織青少年參與抗疫
義工活動，聯同民間組織巡訪社區宣傳防疫指引，凝聚社會大眾支持特區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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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犯罪
司法警察局與民間社團、教育界、物業管理業界等共同推動預防犯罪工作，透過「司法
警察局大廈防罪之友」、「學校安全聯絡網」以及「婦女防罪之友」等警民合作組織，交流社
區和學校的治安訊息，制定具針對性的防罪滅罪部署。每年舉辦「社區安全青年領袖計劃」
和「滅罪小先鋒種子計劃」，培育年輕人知法守法意識。在多個社交平台上，司法警察局均設
有官方帳號或頻道，向不同群體發放最新警情和執法情況，增進警民關係。

危機談判任務
司法警察局危機談判組是以談判方式化解危機、緩和衝突，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該組成員來自該局各調查部門，全為兼任性質，經嚴格甄選及培訓後成為正式組員，並須定
期進行演習及參加培訓。組員須隨時隨地奉召執行危機談判任務，協助解決脅持人質和自殺
等事件。
2020 年，危機談判組共接獲 11 宗要求執行危機談判工作的自困、自殺等求助個案，全部
事件妥善解決。同時，危機談判組共接獲 20 宗其他行政機關要求派出危機談判人員，到場協
助對被非法佔用的土地或僭建物進行騰空或清拆的行動。

澳門保安部隊
澳門保安部隊由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治安警察局、消防局和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組
成。至 2020 年底，澳門保安部隊有軍事化人員 6,678 名、文職人員 995 名，合共 7,673 名。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的職責是在澳門保安部隊範圍內的法律、人員、後勤、財政管理、
通訊、基礎設施、組織及資訊方面提供技術及行政輔助，以及提供計劃、統籌及程序標準化
的輔助，提供計劃、統籌及程序標準化的輔助，研究及統籌澳門保安部隊資訊領域的整體發
展，促進澳門保安部隊範圍內的信息、數據共享及保安系統功能的協調，以及統籌和管理澳
門保安部隊負責管理的陸路口岸邊檢大樓的運作。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與治安警察局、衛生局緊密合作，迅速安排
資訊技術人員優化及緊急修改出入境系統、調整通關設備，協助做好把關工作。

招募
澳門的治安警員和消防員的招募工作，統一由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負責整個招考程序。
治安警員和消防員入職的學歷條件為具備高中畢業程度。准考人須經過體檢、體能測試、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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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測試和心理技術測試，合格且符合資格者將獲錄取修讀保安學員培訓課程，成績合格者將
就職成為治安警員或消防員。

2020 年保安學員的招募情況
獲錄取修讀培訓課程人數
保安學員培訓課程

遞交報考文件人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第二十八屆

2,581

96

12

108 a)

第二十九屆

2,510

126

39

165 b）

a) 已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就職，當中 54 名警員、47 名消防員；
b) 包括 48 名原為第二十八屆澳門保安部隊保安學員培訓課程之合格投考人，獲批准轉入第二十九屆澳門保
安部隊保安學員培訓課程，連同 117 名第二十九屆澳門保安部隊保安學員培訓課程之合格投考人，將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就職成為警員或消防員。

另外，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統籌澳門保安部隊的文職人員之招聘，獲聘用的人員會被分
派至澳門保安部隊各部門工作。

諮詢及投訴
2020 年，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共接獲個案 115 宗，其中投訴個案 16 宗，建議及提供意見
15 宗，查詢資料 77 宗，舉報 5 宗，不涉及保安部隊事宜 2 宗。16 宗投訴個案中，有 7 宗涉
及人員，6 宗涉及器材設施，2 宗涉及內部行政，1 宗涉及環境。

紀律程序立案
澳門保安部隊對所有軍事化人員在紀律上的要求非常嚴格。澳門保安部隊提供資料顯示，
2020 年，共有 247 宗違反紀律卷宗完成調查，對 290 人作出調查，包括治安警察局 225 人、
消防局 48 人、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6 人、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11 人，大部份紀律程序是
因為輕微違反紀律而立案調查。其中，31 名治安警察局人員及 3 名消防局人員因刑事違法行
為而被處分。

消防局
消防局主要任務是在發生火災、水災、倒塌等一切危及人命或人身完整以及財產之災難
時提供救助；預防火災；對緊急病人及遇難人提供救助，並參與民防及應付緊急情況。
截至 2020 年底，消防局人員編制為 1,589 人，編制內在職人員 1,420 人，編制內職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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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空缺為 169 人。消防局現設置 9 間消防行動站，分佈於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包括消防
總部暨西灣湖行動站、中央行動站、黑沙環行動站、港珠澳大橋行動站、氹仔島行動站、路
環島行動站、橫琴島行動站及澳門國際機場的消防機場處 2 個行動站。
2020 全年，消防局處理事故 42,966 宗。

消防車輛和裝備
現時，消防局擁有消防車輛 252 輛，包括水泵車 24 輛、18 米及 20 米梯泵車共 8 輛、鋼
梯車及平台車 10 輛、搶救車 12 輛、高空拯救裝備車 3 輛、救生氣墊車 4 輛、泡沫車 1 輛、
泡喉車 1 輛、滅火 / 救護摩托車 14 輛、救護車 45 輛、摩托車 16 輛等。

滅火
2020 全年，消防局共處理 1 宗三級火警，20 宗二級火警、582 宗一級火警及 206 宗雜項
火警。按原因分類，主要是居民忘記關爐的火警有 157 宗，其餘包括電線短路 52 宗、誤會
152 宗、虛報 1 宗、懷疑有人留下火種 99 宗、懷疑縱火 1 宗、起火原因不尋常 15 宗及其他原
因引致的火警 332 宗。在年內火警中共有 55 人受傷。

其他緊急和特別服務
在發生氣體洩漏、協助開門、電梯困人、企圖自殺、工業意外、交通意外、清除墮下
物、清洗地面、樓房或樹木倒塌、山泥傾瀉、水浸、澳門機場拯救和特別服務工作等事故
時，消防局會提供緊急和特別服務。2020 年，消防局處理上述緊急和特別服務召喚共 5,335
宗。

救護車服務
消防局負責澳門的緊急救護服務，緊急救護車隊現有救護員 1,204 名。2020 年共處理
36,822 宗緊急救護車召喚，參與救護車服務出勤 40,166 架次。

防火
第 24/95/M 號法令第 2 和第 3 條規定，澳門新落成建築物的設計及消防設備均受該法規
規範，而舊有的建築物則按個別情況建議改善消防設施。消防局對澳門的商場、工廠、飲食
場所及各類型娛樂場所等進行防火安全巡查、監察和查驗，並將檢查結果及意見書送交有權
限的實體跟進處理。2020 年，消防局共審查建築圖則 4,677 宗，查驗 1,573 宗，消防設備測試
2,265 宗，防火安全巡查 8,040 宗，針對投訴及聲明異議之巡查 622 宗，防火及滅火器材認可
448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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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於 1988 年 7 月 4 日成立，是保安司轄下的一所高等教育機構。
保安高校主要的職責是為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開辦授予警務科學學士學位、監獄安全學
士學位和防護及安全工程學學士學位的培訓課程。在內部公共安全、刑事科學、災難及拯救、
民防、關務及海上運輸監察活動及監獄安全專題範疇上，開辦授予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的課
程。另外，亦開辦授予文憑或證書的其他課程。
保安高校亦與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合辦相關職程內的晉升課程，同時，還負責為治安警
察局人員職程、消防局人員職程、海關關員職程及獄警隊伍人員職程的投考人進行職前培訓。
「 警 官 / 消 防 官 培 訓 課 程 」 從 1995 年 至 2020 年 共 培 訓 了 339 名 警 官 及 消 防 官， 於
2020/2021 年度在學就讀「警官 / 消防官培訓課程」的學生有 34 名。而 1990 年至 2002 年開辦
的「地區治安服務課程」，連同 2003 年至 2020 年開辦的「保安學員培訓課程」共培訓了 8,434
名學員，於 2020 年修讀並完成「保安學員培訓課程」的學員共有 101 名。另外，澳門保安部
隊高等學校於 2020 年舉辦了 36 項短期課程、講座和研討會，合共有 3,441 人次出席。

交通意外
據治安警察局統計，2020 年澳門共發生 10,194 宗交通意外，3,589 人受傷，5 人死亡。

海關
澳門特區海關是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而設立，是澳門特區一個具有行
政自治權的公共機關，海關關長是海關主要負責人，由行政長官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對行
政長官負責，但不影響透過行政法規將權限授予保安司司長而產生之監管權。
澳門特區海關於 2001 年 11 月 1 日正式運作，11 月 6 日舉行成立典禮及海關大樓揭幕
禮。每年 11 月 6 日為海關成立紀念日。
海關預防和打擊走私、關務欺詐及侵犯知識產權，並與鄰近地區海關部門加強情報交流
和協調，堵截走私、偷運及打擊販毒等跨境犯罪，同時配合相關部門的檢疫工作，保障進口
食品的衛生安全。
2020 年，海關共破獲 73 宗非法出入境案件，被截獲的非法入境者為 259 人，被截獲的「蛇
頭」有 32 人。另外，海關緝獲大批未申報進口貨物，其中包括：蘭花 139.97 公斤、肉類及蔬
菜 70,792 公斤、酒精類飲品 8,811 升、香煙 1,440,869 支、雪茄 73,815.35 克、煙絲 90,920 克。
此外，在各口岸共緝獲精神科藥物 730 粒、黑櫻米 25 公斤、可待因咳水 1,920 毫升。
在知識產權和工業產權保護方面，緝獲冒牌袋共 188 個、冒牌鞋 74 對、冒牌成衣 70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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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手錶 122 隻、冒牌手機配件 3 件、冒牌化妝品 157 件、冒牌眼鏡 5 副。
另外，提起實況筆錄 4,904 宗，其中違反《對外貿易法》4,638 宗，違反海事及水務局條
例 9 宗，涉及毒品個案 1 宗，涉及非法移民 1 宗、涉及《刑法典》17 宗，侵犯知識產權 5 宗，
違反《禁止非法工作規章》17 宗，違反《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33 宗，違反《監管
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票據出入境》7 宗，涉及其他部門之轉介個案 119 宗。
抗疫期間，海關作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的成員，全力配合落實防疫抗
疫措施。與內地海關建立抗疫物資快速通關聯絡機制，保障抗疫物資第一時間驗放，迅速投
入澳門市場﹔派員駐守部份醫學隔離觀察酒店；維持醫學檢查站及核酸檢測地點的秩序及安
全﹔協助對返澳船隻及船員進行監察管理；針對在水客多發的口岸，加強相關執法部署，以
及全力打擊偷渡活動，守好防疫前線。

海上監察
海關海上監察廳負責澳門海域及沿岸的巡邏工作，2020 年與珠海市公安局新成立的打擊
走私支隊及水域管理支隊建立聯絡機制，共同打擊珠澳兩地的走私偷渡活動。
為維護海上秩序，海關船隊聯同珠海市公安局及海警，於 2020 年在澳門海域及內地海域
進行 1,360 次維持海上治安及航道安全的同步行動；在沿岸方面，與武警執勤第二支隊進行 6
次同步行動及 2 次演練。為強化外港航道及內港航道的秩序和安全，與海事及水務局在內港
及外港共同展開 3 次聯合海上巡查行動及 9 次搜救及救援操練。
海關船隊現有巡邏船 20 艘及巡邏快艇 41 艘。

國際合作
澳門海關是世界海關組織（WCO）成員。海關全力參與世界海關組織相關行動，主要打
擊非法活動的行動包括 2004 年 8 月 1 日開始至今，參與亞太區域情報辦公室（RILO AP）為
打擊香煙走私而推行的行動﹔ 2008 年開始至今，參與「國際機場毒品扣查即時通報系統」及
於 2015 年開始至今，參與「海上貨運毒品扣查即時通報系統」﹔ 2020 年 3 月 17 日至今，參
與 WCO 建立的「聯絡機制」﹔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參與亞太區情報聯
絡辦公室（RILO AP）進行針對非法跨境運送《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
中的附件二之廢棄物的行動；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24 日，參與 WCO 為打擊假冒、不法
或不合規格之藥品，以及威脅市民健康安全之防疫物品（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不法販
運活動的行動；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5 日，參與 RILO AP 為打擊販運毒品的行動；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11 日，參與 WCO 為打擊販運不法有害廢棄物的行動，同期聯同國際刑
警組織（INTERPOL），參與打擊走私野生動植物、非法資金轉移、偽造文件、預防違禁品
轉移及相關犯罪活動等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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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查詢及投訴
海關的內部審查辦公室直屬海關關長，專責處理舉報、投訴及查詢事宜。2020 年接獲的
舉報個案共 1,069 宗，內容包括違反對外貿易制度、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移民、違反海上安全
法規、非法勞工及毒品活動等。投訴個案 152 宗，內容涉及程序手續、海關人員行為操守、
環境及噪音、器材設施等。另提供各類查詢服務合共 5,191 宗。

金融情報辦公室
金融情報辦公室根據 2006 年 7 月 29 日第 227/2006 號行政長官批示成立，原為經濟財政
司管轄的獨立部門，負責收集、分析及向具權限的實體提供與清洗黑錢犯罪及資助恐怖主義
犯罪有關的資料。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二階段職能重組工作安排及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Asia/
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於 2017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評估報告》中
的建議，澳門特區政府決定由保安司司長指導金融情報辦公室的運作，進一步推進澳門特別
行政區對打擊清洗黑錢和恐怖活動融資的承諾和努力。金融情報辦公室職權及架構維持不變，
有關決定自 2018 年 10 月 16 日生效。
金融情報辦公室自 2006 年 11 月起接收可疑交易報告，2020 年度，共收到來自金融業、
博彩業及零售業超過 2,200 份報告。
澳門特區為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APG）會員於 2019 年 8 月的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
組織年會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於全球眾多已接受評估的司法管轄區中，成為首個以全部合格
的評級通過所有 40 項 FATF 技術性合規（Technical Compliance）國際標準的會員。
2020 年 4 月下旬，金融情報辦公室主任獲委任為國際反清洗黑錢組織「金融行動特別
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轄下負責制定監察名單的國際合作檢討小組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view Group, ICRG）之區域分組「亞太區聯合小組」（Asia /
Pacific Joint Group, APJG）聯合主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持續派員參與國際反清洗黑錢組織事
務，提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形象，掌握 FATF 最新評估要求及政策，積極參與打擊清洗黑錢
及恐怖融資的國際工作。
在本地方面，金融情報辦公室負責協調澳門反清洗黑錢及反恐怖融資跨部門小組，成員
包括來自司法、執法、監管及法務等部門，並就反清洗黑錢及反恐怖融資工作收集數據、進
行研究及執行相關建議，對受監察的行業訂出指引，以及就接獲的可疑交易資料作統計和分
析。
在國際合作方面，金融情報辦公室於 2009 年 5 月加入艾格蒙聯盟（Egmont Group），藉
以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繫合作，並與中國內地和香港、葡萄牙、韓國、印尼、菲律賓、
馬來西亞、日本、泰國、新加坡、斐濟群島、澳洲、美國、俄羅斯聯邦、英國、孟加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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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以色列、柬埔寨、摩納哥、黎巴嫩、東帝汶、愛沙尼亞、吉爾吉斯、哈薩克、巴西、
佛得角及印度共 28 個不同地區的金融情報組織簽署合作備忘錄。

民防總計劃
民防是澳門特區公共行政當局與居民共同推行的活動，目的是防範由嚴重意外、災害或
災難引起的集體性危險，減輕該等危險造成的損害，以及拯救身陷險境的人士。當發生嚴重
意外、災害或災難時，聯合行動中心將動用手上的人力和物力，建議、協調及監督一連串無
論是主動或被動的特別措施，目的是為預防及減少危險以及減輕其影響；並在由熱帶風暴或
其他事故造成的異常及反常情況下，確保採取一切必須預防措施，維持基本的服務及保障居
民正常的生活條件。執行民防行動時，將因應緊急預防狀態、拯救狀態以及災害或災難狀態
而採取分階段行動。遇有需要時，還可以把澳門分為澳門半島及離島區兩個區域，各設立一
個行動中心，以便在聯合行動指揮官的指揮下，訂定或協調所要採取的措施或行動。
民防體系由警察總局負責籌劃、協調和監控，架構由 2 個行動中心及 30 個部門及機構組
成，2 個行動中心包括：民防行動中心（全澳門事宜）、離島區行動中心（離島事宜）；9 個軍
事化部隊及治安部門，包括：警察總局、海關、治安警察局、消防局、保安部隊事務局、保
安部隊高等學校、司法警察局、民航局、海事及水務局；14 個其他政府部門，包括：仁伯爵
綜合醫院、交通事務局、教育暨青年局、土地工務運輸局、旅遊局、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新聞局、社會工作局、房屋局、市政署、衛生局、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郵電局；以及 7 個私營機構，包括：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電訊有限公司、西灣大橋
管理公司、澳門紅十字會、鏡湖醫院、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和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民防行動中心設於氹仔北安碼頭出入境事務大樓三樓，由 2017 年 5 月 23 日起，該行動
中心由軍事化部隊及治安部門人員實行 24 小時基本運作。
2019 年，警察總局聯同民防架構成員，總結應對颱風的實踐經驗，於 4 月修訂《民防總
計劃》及「颱風期間風暴潮低窪地區疏散撤離計劃」，同時針對不同的突發公共事件，制定相
關的專項應急預案，涵蓋颱風、地質災害、公共衛生、水電、環境等多個領域。
《民防法律制度》於 2020 年 9 月 15 日正式生效實施，讓澳門民防現代化得到堅實的法律
支撐，完善民防事務的管理和運作，推動社會提升防災的意識和能力，其中一項重點工作，
是組建志願協防制度以進行各類行動的統籌和協調，同時在災後復原方面，發揮志願者的積
極性和支援作用，合力盡快回復社會的正常生活秩序。
2020 年，民防架構繼續舉行代號「水晶魚」的大型民防演習，提升架構內成員之間應對
災害的聯動能力、促進與民間團體和市民在防災救災中的協同能力，推廣「颱風期間風暴潮
低窪地區疏散撤離計劃」。
警察總局聯同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及內地專家組 2019 年起推出「應急指揮應用平台」、
「澳門民防資訊」手機應用程式及微信公眾號，加強指揮統籌能力及讓市民更方便接收由民防

238

公共秩序

行動中心發佈的即時資訊和民防訊息。

懲教管理局
懲教管理局是負責組織、管理監務部門和執行收容青少年的教育監管措施的部門，並支
援其運作；轄下設有路環監獄和少年感化院兩個從屬單位。

路環監獄
路環監獄是執行剝奪自由的刑罰及羈押處分的部門；由 9 座建築物組成，6 座用作收容在
囚人，其中一座用以囚禁被列為防範類及須作特別隔離在囚人的特別囚禁區牢房，設於澳門
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側。
監獄設男囚區及女囚區；每一囚區下設兩個分區，一個為被羈押者而設，另一個為被判
刑者而設。經有權限的特區政府成員許可，路環監獄可例外地執行收容保安處分。

在囚人口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路環監獄的最大收容量可達 1,941 名在囚人，收容的在囚人總
數為 1,548 人，羈押犯及已判在囚人分別佔 153 人及 1,395 人，其中，男性在囚人共 1,337 人，
女性在囚人共 211 人。

在囚人重返社會計劃
為協助在囚人重返社會、重建新生，路環監獄開設教育及職業技能培訓課程，在囚人可
根據個人的條件、意向及需要，向獄方提出申請。

少年感化院
少年感化院是負責執行法院所判「收容措施」的教育場所，設有男童區及女童區，每區
下設觀察中心、教導中心及教管訓練中心。感化院內有一隊全日輪值的輔導員團隊，還有社
工、心理輔導員、職業培訓導師及教師等，為院生提供教育與職業培訓、個人及家庭輔導，
並開展社會服務計劃。

服務對象
少年感化院的收容服務一般適用於年滿 12 歲而未滿 16 歲的未成年人，收容期可延長至
院生年滿 21 歲為止。至 2020 年底，少年感化院有男院生 8 人，女院生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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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法律制度》於9
月15日正式生效。
《民防法律制度》強
化當局對民防行動的統籌
管理，推動社會提升防災
自救的意識和能力，以及
確保與民防相關的重要資
訊得到有效傳播﹔同時為
政府、社會和公眾協同參
與民防工作提供條件，引
導民間力量與政府形成合
力，實現更高效的災害事
故預防及應對效果。
10月13日，受熱帶風
暴「浪卡」影響，地球
物理暨氣象局懸掛八號
風球，這是《民防法律制
度》生效後，首次啟動民
防架構，特區政府及社會
各界聞「風」而動，嚴陣
以待，從容應對，有序展
開防禦颱風的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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