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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是一個享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地區。澳門地方雖然細小，但傳媒事
業頗為發達。
特區政府努力提高施政透明度，加強與傳媒的溝通與對話，使特區政府的資訊能及時和
準確地向公眾傳達，確保各種資訊流通。特區政府還期望傳媒能發揮好監督的功能，以促使
各政府部門改進工作，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澳門設有專門的法律保障新聞工作者採訪、報道和接收資訊的權利，確保新聞工作者執
行職務時的獨立性。

大眾傳播媒介
電子傳媒
澳門的電子傳媒機構包括一間電視台，兩間廣播電台，一間有線電視台和 3 間以澳門為
基地、提供衛星電視廣播服務的公司。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廣視）提供的電視節目由 1988 年 2 月正式啟播，提
供廣播公共服務。2008 年開始提供數碼廣播，現時模擬和數碼廣播並行，13 個數碼頻道包
括：中文和葡文兩個 24 小時頻道、體育、資訊、高清、澳門綜藝、澳門電台中央電視台 13
新聞、中央電視台 1 綜合、CGTN、CGTN 紀錄片、海峽衛視、湖南國際。
澳門兩間電台分別是澳廣視屬下的澳門電台和私營的綠邨電台，每日均 24 小時廣播。當
中澳門電台有中文、葡文兩個頻道。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0 年 7 月正式啟播，共有 97 個頻道（其中包括 72 個基
本頻道、16 個特級組合頻道、5 個測試頻道、2 個酒店用戶專用頻道），每日 24 小時廣播。
澳門衛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宇宙衛星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是澳門首家獲准提供衛星電視
服務的公司）現有澳門衛視新聞台 1 個頻道，2009 年 1 月開播，每日 24 小時廣播。
澳亞衛視有限公司開設的澳門衛視中文台於 2001 年 6 月開播，每日廣播 24 小時。
澳門蓮花衛視傳媒有限公司於 2008 年 12 月 2 日獲發提供衛星電視廣播電信服務的准照，
准照期限 15 年，現有澳門蓮花衛視 24 小時頻道，於 2009 年 1 月 1 日正式啓播。

報業
澳門的報業已有 100 多年歷史。1839 至 1840 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期間，曾命人摘譯英文
《澳門月報》，在廣州出版《澳門新聞紙》以供施政參考。1893 年 7 月 18 日，孫中山與澳門土
生葡萄牙人飛南第等合作創辦以中文、葡文刊印的《鏡海叢報》。1897 年 2 月 22 日，康有為、
梁啟超創辦《知新報》。辛亥革命後，澳門中文報業蓬勃發展，《澳門時報》、《濠鏡晚報》、《澳
門通報》、《濠鏡日報》等多家報紙創刊。

345

2022 澳門年鑑

現時澳門有 14 家恆常出版的中文日報，總印數超過 10 萬份，澳門亦有多份中文周報出
版。
葡文報紙在澳門的歷史比中文報紙更為久遠。1822 年就有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
紙《蜜蜂華報》。《澳門鈔報》、《直報》、《澳門郵報》等葡文報刊創刊也較早。現時，澳門的
葡文日報有 3 家；葡文、英文周報各 2 家。英文日報有 2 家。
香港、內地和海外出版的報章、雜誌也有在澳門出售。澳門居民還可以收看或收聽到香
港、內地的電視和電台的節目。

駐澳傳媒
新華通訊社及葡萄牙新聞社在澳門設有分社或代表處；人民日報社和中國新聞社在澳設
有分社； 中央電視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廣播電視、上海文匯報、信報財經新聞、亞
新社、香港電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香港）、鳳凰衛視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等
傳媒機構都在澳門駐有記者。

新聞從業員團體
澳門的新聞從業員團體包括：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澳門記者聯會、澳門傳媒工作者協
會、澳門傳媒俱樂部、澳門體育記者協會、澳門葡英傳媒協會和澳門青年傳媒協會。

新聞局
新聞局屬局級機關，直接隸屬行政長官。新聞局在社會傳播方面之協調及研究工作、發
佈官方資訊、安排記者採訪等方面向特區政府部門和傳媒提供協助。新聞局定期出版中、葡、
英文版的《澳門》雜誌、《澳門簡介》和《澳門年鑑》等；並積極加強透過新媒體和流動網絡
發放最新的訊息。
新聞局致力拓展在社交媒體及新媒體的服務，向傳媒和市民提供不同類型的訊息，包
括《澳門政府新聞》手機應用程式、微信公眾號「澳門政府資訊」、新聞局 YouTube 頻道、
Facebook 專頁、Telegram 頻道、Instagram、澳門特區發佈（微博）、澳門特區發佈（微信）走
近澳門（今日頭條）、走近澳門（大灣區發佈）。在上述基礎上，2021 年初開設影音號，總瀏
覽量超過 240 萬人次，取得正面效果。新聞局出版的中、葡、英文版《澳門年鑑》、《澳門》
雜誌，分別推出網頁、流動裝置應用程式，方便讀者快捷瀏覽相關資訊。
新聞局 Facebook 專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 46,261 人讚好；56,520 人追蹤。
2021 年共發佈 7,684 則帖文。當中圖文消息有 6,948 帖、視頻有 736 條（直播 136 次）。
新聞局 2019 年 4 月重新登記微信公眾號「澳門政府資訊」，取得公眾號官方認證。2021
年關注人數從 2020 年 30,108 人，增加到 2021 年底的 50,681 人，「澳門政府資訊」在 2021 年
共發佈 1,427 則帖文，瀏覽總次數 1,996,04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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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新聞局內地微信公眾號「澳門特區發佈」、微博公眾號「澳門特區發佈」及今
日頭條號「走近澳門」，增加發佈的頻率，訂閱人數及閱讀率都錄得明顯增長。其中微信公眾
號「澳門特區發佈」於 2021 年共發佈 1,380 則帖文，訂閱人數由約 59,000 增至近 108,000，
增長率近逾 80%。微博公眾號「澳門特區發佈」於 2021 年共發佈 1,763 則帖文，訂閱人數由
79,036 增至 127,000，今日頭條公眾號「走近澳門」於 2021 年共發佈 1,183 則帖文，訂閱人數
由 6,544 增至約 30,000。
在內地推廣方面，新聞局持續尋求與內地有影響力的綜合性媒體機構合作，加強對大灣
區的新聞資訊推廣，講好灣區建設中的澳門故事；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港澳台節目中心「大
灣區之聲」長期合作，包括協助廣播組及新媒體組組織專題報導，及聯合製作新媒體專欄《觀
覽澳門》的專題報導，介紹特區文旅資訊及最新發展。其中《澳門是我家》、《全景看澳門》
及《澳門非遺系列》三個項目更作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2 周年新媒體專題報導。此外，新聞
局繼續與香港人民網合作，製作《澳門微視》系列視頻，4 集視頻共取得逾 1 億點擊率。

發放官方新聞
新聞局先後推出自行開發的新聞信息提交系統（E-info Submit）、新聞信息管理系統
（E-info Management）、新聞信息發佈系統（GovInfo Hub）等，為特區政府的官方新聞交收建
立一個可靠、安全的途徑，加快新聞發佈流程及加強信息通報機制。新聞局又推出民防信息
的接收及自動發佈資訊化機制，同時開啟接通氣象局的天氣警報提示服務，把信息透過即時
通訊軟件推送給新聞記者，及在公眾網站發佈，提升政府重要信息對外發佈的時效性。
2021 年，新聞局撰寫、發佈及協助各部門發放的中、葡、英新聞資訊（新聞稿、採訪通
知、重要通知及講辭）共 17,823 條，305 段視頻及 472 輯圖片。

定期刊物登記
新聞局的新聞廳負責對報刊企業、編印企業及定期刊物進行登記。根據《出版登記規章》
的規定，刊物登記後，如日刊在 180 天期限內仍未出版、其他刊物在一年期限內仍未出版，
或刊物出版中斷的時間與上述期限相同的情況下，登記將被吊銷。刊物登記不須繳付任何費
用。
2021 年，在新聞局新登記的出版物，包括周報、雙周刊、季刊及年刊共 12 份，同時，年
內有 10 份刊物取消登記。

政府入口網站
特區政府入口網站（www.gov.mo）於 2004 年 12 月正式投入服務。它是提供特區政府所
有部門的資訊和電子化服務的綜合服務平台。透過此網站，公眾可以直接連接至特區各公共
行政部門、立法會、法院、檢察院以及各高等教育機構的網頁。特區政府入口網站以中（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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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簡體）、葡、英三種語文為本地居民、遊客和商人提供澳門特區的資訊，方便他們瞭解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最新情況，並提供各種公共服務的介紹和聯絡方式。網站的設立有利特區政
府及時發佈各項政策，加強與民間的溝通，增加施政的透明度和聽取公眾的意見。

印務局
印務局是執行特區政府出版政策的部門，主要負責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及其副
刊；匯編澳門法例；印製官方單行本、特區總預算及該預算所提及的機關與部門的預算、特
區賬目、施政方針、法定格式的官方印件；使用特區政府徽號的官方性質的印刷品，以及須
在特別保安及監管條件下進行的印刷品的排版、校對和印刷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簡稱《特區公報》）分為第一組及第二組，分別於每星期一及星
期三上午 9 時出版。如遇上公眾假期，則在隨後首個工作天出版。如因性質緊急或特殊而不
能在正常日期公佈時，有關公佈在相應組別的《特區公報》副刊內刊登，或者在專設特刊內
刊載。
法律、行政法規、立法會決議、行政命令及行政長官對外規範性批示、澳門特別行政區
主要官員對外規範性批示、以「中國澳門」名義簽訂的國際協議、立法會的選舉結果、立法
會委任議員的委任、行政會委員的任免、各級法院院長、法官、檢察官的任免及依法應公佈
的其他任免事項、依法須公佈的其他文件，須於《特區公報》第一組公佈，否則不產生法律
效力。必須在《特區公報》第一組上公佈的還包括：
1.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及其修改，由澳門特區提出的對該法的修改

議案及有

權限實體對該法的解釋；
2. 在澳門特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其在澳門特區實施
的解釋；
3.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通過的關於澳門特區的各項文件；
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區設立及運作的規範性文
件；
5.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權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根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有關規定發出的命令、指令及批准文件；
6.

中央人民政府任免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的文件；

7. 行政長官施政報告。
須在《特區公報》第二組上公佈的法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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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協議；
2. 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澳門特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的司法互助協議及
互免簽證協議；
3. 澳門特區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簽訂的司法互助協議；
4. 立法會的公告及聲明；
5. 特區政府的公告及聲明；
6. 依法須在此組公佈的其他文件。
從 2000 年開始，印務局把《特區公報》第一組及第二組全文上網（www.io.gov.mo），方
便公眾查閱。為加強網上《特區公報》電子版本的嚴謹性和完整性，於 2015 年 11 月推出《澳
門特別行政區公報》電子認證版。截至 2021 年 12 月，印務局網站已建成一個超過 29,570 條
全文法律、法規的網上資料庫，匯集的資料包括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所公佈的各類法律、法規，
及 1976 年至 1999 年 12 月 19 日期間在澳門公佈的法律和法令。2021 年每月平均有逾 418,000
人次瀏覽該局網頁。

《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例》
澳門特區成立前印務局出版《澳門法例》。特區成立後，該局開始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
法例》，半年出版一次，把在《特區公報》上刊登過的主要法例，如法律、行政法規、立法會
決議、行政命令等等輯錄成書。

對外服務
印務局的對外服務包括：接受訂閱《特區公報》；售賣官方刊物及印刷品，除《特區公報》
外，印務局也售賣該局出版及印製的書籍、其他公共部門出版的書籍、官方印件和法例光碟
等；為私人機構在《特區公報》刊登公告及通告，及為私人機構或個人提供印刷服務。
2016 年 1 月推出了電子認證版的《特區公報》，供各公共部門實體及市民免費訂閱。
根據第 20/2021 號法律《修改第 3/1999 號法律〈法規的公佈與格式〉》的規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以電子方式取代紙本方式出版，而電子版《公報》具
有法律效力。

資訊科技
科技委員會
科技委員會是一諮詢組織，就制定科技發展及現代化政策方面向特區政府提供顧問性質

349

2022 澳門年鑑

的輔助。
科技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運輸工務司司長擔任副主席，其餘委員包括、經濟財
政司司長及社會文化司司長（或其代表）、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可指定該委員會一名
全職成員為其代表）、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可指定該委員會一名全職成員為其
代表）、澳門大學校長、澳門理工大學校長、澳門科技大學校長、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理事長、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所長。
行政長官還委任李政道、朱麗蘭、路甬祥、朱高峰、盧鍾鶴、李連和、宋永華、馬雲及
陳清泉共 9 位在相關領域蜚聲國際的學者擔任委員會顧問。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是根據澳門特區第 14/2004 號行政法規而設立，受特區行政長官監督。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旨在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科技發展政策的目標，對有助於提升澳門特
別行政區的科研實力、創新能力及競爭力的各類項目提供資助。為着配合其宗旨，特別資助下
列項目：
1. 有助普及和深化科技知識的項目；
2. 有助企業提高生產力和加強競爭力的項目；
3. 有助產業發展的研發、推廣、創新項目；
4. 有助推動研發成果轉化的科研項目；
5. 有助推動對外科技合作的項目；
6. 推動對社會經濟發展屬優先的科技轉移的項目；
7. 專利申請。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負責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獎勵的相關工作，並可應內地及其他國
家或地區知名科學技術獎勵頒發機構的邀請，推薦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科研機構和人員申報有
關獎勵。 此外，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對設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科研平台提供資助。
根據經第 17/2005 號、第 10/2009 號、第 11/2015 號及第 15/2015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16/2001 號行政法規設立科技委員會的規定，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也負責向科技委員會提供技術
及行政輔助。

郵電局
自 1884 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後，澳門郵政服務一直依照國際公約運作。於成立當天，發
行澳門首枚郵票「皇冠」。其實早約一個世紀前（1798 年），海運服務的開展已正式揭開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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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郵政的歷史序幕。
郵電局自成立後，獲委派擔任多項職能，除傳統的郵政服務及郵政儲金局（1917 年成立）
服務外，於 1927 年獲賦予電話及無線電報的營運職能，因應社會發展，部份職能陸續轉由其
他實體或公共部門負責：1981 年，電訊服務由澳門電訊有限公司負責營運；2000 年，電訊的
監管職權轉移至電信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19 日，特區政府透過第 29/2016 號行政法規，修改《郵政局組織規章》，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將電信管理局的職權併入郵政局，改名為郵電局。郵電局為一具有法律
人格並享有行政、財政及財產自主權，以及具有信用機構功能的局級機構，其宗旨是在澳門
特別行政區提供郵政公共服務和規管、監察、促進、協調一切與電信業有關的活動，隸屬運
輸工務司司長。

郵政服務
2021 年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地郵件量相較 2020 年下跌 13%。
國際函件方面，個別承運航空公司因疫情關係暫停航班，影響出口郵件的通行郵路，
2021 年出口國際平郵和國際空郵較 2020 年下降 24% 和 51%。入口國際平郵下降 13%，而入
口國際空郵則增加約 16% 。出口函件主要寄往的國家及地區包括內地、香港、美國、台灣地
區、葡萄牙、新加坡、英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德國、法國、加拿大、荷蘭、馬來西亞、
泰國、日本和韓國。入口函件主要來自的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內地、英國、台灣地區、葡
萄牙、日本、澤西島、美國、新加坡、荷蘭、瑞士、加拿大、法國、比利時、瑞典和新西蘭等。
掛號函件方面，2021 年本地郵件量相較 2020 年增加 6%，出口和入口國際空郵分別下跌
23% 和 19%，出口和入口國際平郵郵件量亦分別下降約 10% 和 2%。
為滿足企業、機構和政府部門推廣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郵電局推出「推廣易」服務。客
戶只需提供目標消費群所在區域，郵電局的專業團隊可提供高性價比的派遞服務。2021 年「推
廣易」派遞的本地郵件量較 2020 年錄得 3% 小幅上升。
2021 年特快專遞之出口和入口郵件數量與疫情前相若，由於 2020 年 2 月及 3 月疫情較為
嚴重期間，口罩的出口及入口郵件數量明顯急升，故 2021 年與 2020 年相比較減少約 27.13%
出口量及 9.85% 入口量。特快專遞郵件的主要目的地為內地、台灣地區、日本、香港和美國；
主要來源地則為內地、台灣地區、日本、香港和荷蘭。目前，特快專遞服務範圍涵蓋約 200
個國家和地區。
2021 年郵政包裹的出口量及入口量有約 25.71%（平郵：26.62%，空郵：21.87%）和 3.95%
（平郵：10.79%，空郵：0.85%）的升幅，主要由於 2020 年部份國家及目的地受疫情影響暫停
空郵包裹服務，而 2021 年各地逐漸恢復空郵服務。出口包裹的主要目的地為加拿大、德國、
尼泊爾、內地和美國；入口包裹的主要來源地則是澳大利亞、德國、美國、台灣地區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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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使用電子報關系統
配合萬國郵政聯盟公約規定，自 2021 年 4 月 12 日起，凡由本地投寄特快專遞、包裹、
掛號及非掛號之小郵包（非信件類）郵件往澳門以外的國家或地區，寄件人必須於投寄前提
交電子報關資料。

協助「電子消費優惠計劃」工作
配合特區政府推出的「電子消費優惠計劃」，郵電局轄下的郵政總局以及 11 間郵政分局
於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12 月 13 日期間設立服務點，協助選擇「消費卡」的居民拍卡領取電
子消費優惠。

安全電子郵政服務
安全電子郵政服務構建了完善的電子派遞平台，先後推出郵政電子掛號郵件、郵政電子
郵件、電子直函推廣 e、電子賬單、派遞特快專遞郵件及包裹電子通知單等服務，並與不同的
機構合作推動電子派遞，如聯同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推廣安全
電子郵箱（SEPBox）接收電子賬單。於雜誌推出廣告，讓市民認識安全電子郵政服務。
另外，郵電局推出「易通知」服務，向特快專遞及包裹客戶派送電子通知，有助快速準
確獲取郵件資訊。安全電子郵箱的登記點已覆蓋不同機構，包括身份證明局、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行政公職局、財政局、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文化產業基金、澳門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及社會保障基金，郵電局（郵政總局）、郵政儲金局、筷子基郵政分局、紅街市郵政分局、
望廈郵政分局、水坑尾郵政分局、濠景郵政分局、海洋花園郵政分局、路環郵政分局、石排
灣郵政分局、嘉模郵政分局、黑沙環郵政分局、澳門大學郵政分局及 eSignTrust 註冊署。

集郵
2021 年，郵電局共發行 15 個多元且具紀念意義的郵票主題，當中的生肖系列 -「牛年」、
「中國內地景觀 八」、「花地瑪聖母聖像出遊」及「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等郵品。
除發行常規郵品外，以「牛年」、「節日 - 佛誕節」為主題的郵品，發行郵票禮盒。
2021 年共提供 13 個紀念郵戳服務。另開設個性化郵票網上訂購服務。
在國際領域上，郵電局 2018 年發行的「漢文文書」郵票，榮獲德國設計委員會（German
Design Council）評選為 2021 年度德國設計獎 - 卓越視覺傳達設計組官方文件類別的特別獎
（2021 German Design Award - Excellent Communications Design, Official Documents Category
Special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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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儲金局
郵政儲金局是隸屬於郵電局的信用機構，負責郵電局的出納工作，並從事屬銀行性質的
多項業務，向公眾提供信貸、匯款、電子支付及兌換服務。
信貸服務方面，主要向公務員及與儲金局簽訂僱員貸款協議的公共事業機構及私人公司
的僱員，提供免擔保的短期貸款。2021 年批給貸款總額約 2 億元。
郵政儲金局的電子支付平台為公衆提供網上的付款服務。公眾在網上申請或享用政府不
同服務時，可透過該平台即時付款。2021 年約有 49 萬筆交易。
郵政儲金局於 2018 年獲行政長官許可，構建和營運「信貸資料平台」，經過一系列的系
統設計和開發，以及與各參與銀行的聯調測試，平台進入模擬運行階段。預計最快於 2022 年
第二季度為澳門各銀行提供服務，以實現客戶的個人信貸資料共用，降低信貸風險。。
此外，郵政儲金局還提供包括港元、美元、人民幣、歐元、日元等 16 種外幣兌換服務。
至於匯款服務方面，為配合郵政儲金局的整體業務發展，提供超過 18 年的澳門地區西聯
匯款代理服務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終止。

電子認證
電子認證服務（eSignTrust）作為特區政府在區內認可的唯一電子證書簽發實體，為市民、
企業人員及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簽發電子證書，提供網上身份的認證，增強電子文件的證明力。
根據第 5/2005 號法律《電子文件及電子簽名》，使用電子證書所簽署的電子文件具備法律效力。
2021 年，隨着電子政務深化落實，郵電局提供的「雲簽」服務進一步擴大應用範圍，為
政府多個部門提供專案整合服務，使用「雲簽」電子遞交公報稿件、電子報價、航班申請之
審批等。自 6 月起，eSignTrust 發出的電子證書全面支援 EDI 電子報關服務平台，電子簽名適
用於各類進出口申報單。
2021 年，eSignTrust 分別為財政局及海關完成電子認證簽署伺服器系統的部署，開通合
格電子簽名的功能以簽署電子證明。
至 12 月底，各類別有效電子簽名證書總數同比相約，增幅以標準證書較為突出，同比增
幅約 362%，「雲簽」同比增幅約 2%，而合格證書則輕微下跌約 9%。以企業 / 機構用戶類別
的增幅較為突出，標準證書及「雲簽」電子證書的增幅分別約為 606% 及 25%，主要來源自
電子報關外貿經營人的申請。
eSignTrust 於 2021 年 3 月起，為電子證書及「雲簽」服務申請人增設線上視像會議鑒別
身份，申請電子認證服務更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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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繼續通過國際認可的網譽認證審計（WebTrust for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取得
網譽認證標記（WebTrust Seal）。
配合特區政府把互認電子簽名證書，作為優化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信息基礎設施的施政安
排，eSignTrust 參與《港澳兩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的框架性意見》的草擬工作，按序推進互認
工作。

電信服務
固定電信網絡和對外電信服務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下稱 CTM）及 MTel 電信有限公司（下稱 MTel）獲發的固定公共電
信網絡及服務牌照，以及 CTM 持有的《公共電信服務特許合同中期檢討公證合同》（下稱特
許合同）均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或屆滿。因應特區政府正就未來電信政策及監管制度作
出討論，為配合有關工作並確保公共電信服務的提供，經綜合考慮後，特區政府決定對 CTM
及 MTel 的固定公共電信網絡及服務牌照續期兩年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同時對 CTM 的特許
合同延期兩年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新附錄合同也規定特區政府可透過提前 60 日通知 CTM
的方式，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終止相關的延期。
至 2021 年年底，全澳的固網電話線共 99,474 條。澳門半島和兩個離島街道和公共場所裝
置的公共電話共 515 部。這些公共電話都可以作直撥國際長途電話之用。目前，澳門的國際
長途電話可直撥 246 個國家和地區。

公用流動電話服務
至 2021 年年底，澳門有 4 間流動電信網絡營運商，分別為澳門電訊有限公司、中國電信
（澳門）有限公司、和記電話（澳門）有限公司及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均
提供 3G 及 4G 流動電信服務。而隨着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不斷普及和用戶對流動數據需求的提
高，現時 4G 服務已成主流。
至 2021 年年底，流動電信用戶合共 1,274,747 戶，流動電話普及率約為 187%（註 1）。

無線電通訊服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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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公用無線電傳呼用戶數

公用流動電話用戶數

公用流動電話循環
儲值卡數

2003

3,453

198,696

165,335

2004

2,728

228,296

20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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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無線電通訊服務資料
年份

公用無線電傳呼用戶數

公用流動電話用戶數

公用流動電話循環
儲值卡數

2005

2,513

259,336

273,422

2006

1,891

301,512

334,835

2007

2,782

356,117

438,206

2008

2,780

395,943

536,653

2009

3,097

420,098

617,282

2010

3,204

459,330

662,931

2011

3,101

525,209

827,985

2012

1,886

564,576

1,048,881

2013

1,278

597,012

1,125,233

2014

865

638,725

1,217,728

2015

722

677,018

1,219,079

2016

701

700,609

1,269,363

2017

546

743,261

1,505,863

2018

334

764,085

1,417,109

2019

58

802,220

1,991,254

2020

0

832,949

788,268

2021

0

880,785

393,962

互聯網服務和寬頻服務
至 2021 年底，使用寬頻的登記客戶數為 205,524，比 2020 年增長 2%。其中寬頻住宅用
戶數達 183,029，約佔總住戶數的 90%（註 2）。
城市無線寬頻網絡計劃於 2009 年開展，2010 年 9 月正式向市民和遊客提供服務。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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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底，「WiFi 任我行」的服務地點共有 182 個，錄得超過 1 億 1 千 800 萬成功連線使用
次數。
郵電局於 2017 年准許合資格的互聯網服務提供者（ISP）在室外設置 Wi-Fi 熱點並向公眾
提供服務，為持續擴大澳門免費 Wi-Fi 的覆蓋，同年 12 月起推出「FreeWiFi.MO」計劃，推
動澳門機構向巿民和旅客提供免費 Wi-Fi 服務，計劃得到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政府部門、酒
店、醫院、商場、銀行、電召的士、公共事業及餐飲業等機構的支持和參與。截至 2021 年底，
提供服務的地點合共有 591 個。
《網絡安全法》生效後，郵電局作為指定網絡安全監管實體，承擔監管四個範疇的關鍵基
礎設施私人營運者的職責。包括監管視聽廣播、經營固定或流動的公共電信網絡和提供互聯
網接入服務、全公共資本公司，以及活動僅限於科學及技術領域的行政公益法人，並持續監
督實名制和網絡地址轉換記錄保存的有效落實。

電視服務
澳門基本電視頻道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4 月起，一直支援澳門居民接收基本電視頻
道，同時於全澳各地區展開線纜優化工程，整理及拆除過街線纜，該公司的支援服務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獲續期 2 年，2021 年 6 月大致完成將過街線纜地下化的工作，現時透過地下化
網絡接收基本電視頻道信號之住宅樓宇用戶覆蓋率超過 90%。
收費電視地面服務方面，在開放電視服務市場的政策目標下，特區政府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透過非專營模式與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續期 5 年，配合收費電視服務市場全面開
放及未來匯流的發展。
特區政府在 2014 年 7 月透過新批示豁免直徑不超過 3 米並用作私人接收電視節目的地球
站（即衛星電視接收器）的政府許可，方便居民透過衛星電視接收電視頻道。

互聯網域名登記及管理
特區政府於 2011 年 3 月設置新的澳門互聯網資訊中心。該中心於 2014 年在「.mo」域下
推出中文和葡文域名服務及支援電子付款；優化澳門域名的申請程序及要件，提供更優質及
多元化的域名服務；2015 年推出了 IPv6 的域名服務，2018 年推出「. 澳門」域名服務，進一
步推動澳門域名服務的發展。

IPv6 網絡科研實驗室
為使業界及相關領域人員認識 IPv6 的搭建，提升業界對部署 IPv6 的信心，前電信管理局
與澳門理工學院合作設置「IPv6 網絡科研實驗室」，提供 IPv6 的應用和連接的示範、進行相
關研究及開發等，該實驗室於 2013 年 4 月 16 日正式投入運作，郵電局持續與澳門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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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舉辦相關的 IPv6 推廣活動。

地面數字電視廣播的發展
澳門在地面數字電視廣播方面，緊隨全球的發展趨勢。現時由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的地面數字電視節目頻道增加至 13 條。

與鄰近地區協調無線電業務及頻率規劃
2002 年簽署《內地與澳門地面移動、固定及廣播（聲音及電視）業務頻率協調協議書》
後，兩地一直在無線電業務發展上保持良好的聯繫。
郵電局與珠海市無線電主管部門，聯同珠澳兩地移動通訊網絡營運商，定期舉行網絡信
號過界覆蓋的測試。2021 年受到疫情影響，郵電局按照協定，組織澳門營運商獨立測量，掌
握及持續改善網絡信號過界覆蓋的情況。
2021 年 11 月，郵電局與內地無線電業務頻率協調代表團，以視頻會議形式舉行內地與澳
門無線電業務頻率協調會談。

註 1：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 2021 年第 4 季人口統計，以 683,200 人計算。
註 2：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 2021 年人口統計，2021 年年終住戶數目為 202,70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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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健康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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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的傳
播，進一步保障居民和旅客
的健康和安全，特區政府開
發澳門健康碼系統，供用戶
在進入出入境口岸及公共場
所時，確認健康狀況及適用
的防疫措施。澳門健康碼與
廣東省按照國家統一要求開
發的健康通行碼「粵康碼」
互認，既提高口岸防疫的效
率，也為粵澳雙方居民的便
捷往來提供保障。
目前，澳門健康碼系統及
其手機應用程式，也接入用
戶的疫苗接種記錄及提供行
程記錄功能，配合公共場所
的「場所碼」使用，當出現
社區確診個案，便能更快速
追蹤傳播路徑，減低社區風
險，實現精準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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