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特別行政區資源環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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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球的資源和環境是唯一而且無法替代，面對日趨惡化的生態和資源

環境，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行政當局必需加強資源環境保護工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於土地面積小而且缺乏自然資源，但人口密度相當高，

在現時眾多的資源環境議題中，應以土地和水域資源的利用和保護作為

研究的方向，考慮相關項目的資源環境審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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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球上的人類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國家或者民族之中，但卻處於同一、

而且是唯一的資源環境系統中，沒有人可以置身其外。資源環境系統是

一個開放而且複雜的生態循環系統，為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和

可持續發展能力，需要落實以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為目標，維護資源環

境安全和合理運用。 

1. 資源環境定義 

現代的環境保護工作起始於工業革命時期，隨著當時大型工廠的出現，

工業中心的空氣污染對大氣層造成嚴重的氣體污染。人們逐漸認識到人

類活動會損害自然環境，所以應盡公民責任去為下一代保護大自然。隨

着時代和人類活動方式的變化，環境保護工作的主要內容亦不斷發展和

演變，到了二十世紀 90年代，社會和公眾面臨的主要環境問題是日益惡

化的自然資源環境。 

總體上說，地球的資源可分為無限資源、可再生有限資源和不可再生

資源。然而，在人類的活動過程中，由於缺乏適當的方式去確保公民履

行環境保護的責任，各類資源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現了危機。就算是過去

被認為是無限的資源如水、空氣等，都因為人們對大自然的污染行為，

以及資源分佈等情況，在不同地區出現各種的資源問題。而可再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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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如森林、糧食等，以及不可再生資源如石油、煤等就更顯得稀缺。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對資源的定義是：“所謂資源，特別是自然資源是指

在一定時期、地點條件下能夠產生經濟價值，以提高人類當前和將來福

利的自然因素和條件。”而環境總是相對於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環境

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隨中心事物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資源環境

是指環繞於人類周圍的自然界資源，它包括大氣、水、土地、生物和各

種礦物資源等的總合，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 

2. 澳門現有的資源環境 

2.1 概況： 

澳門特別行政區（下稱澳門特區）位於中國東南部沿海，地處珠江口

西岸。過往，澳門特區由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所組成，土地

總面積共 30.4平方公里。自 2015年 12月 20日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 665號國務院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

把澳門特區海域面積明確為 85平方公里。即在行政區域調整後，澳門特

區的行政區域界線包括陸地和海上兩部分。 

澳門特區的地形基本上是丘陵地形，最高山丘位於路環島，高度為

170.6米。由於過去多年的填海造地，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由填海區連為

一體，澳門半島和氹仔島是由三條大橋連接。 



澳門特區的人口接近 65 萬1，人口密度由 2011 年的每平方公里 1.84

萬人上升至 2015年的 2.11萬人，在世界城市人口密度排名位居前列。隨

著澳門特區經濟在過去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工、商業活動在質和量方面

都有很大的變化，通常居住人口和旅客數字不斷上升2，伴隨和衍生出不

少影響環境和資源耗用的問題。 

澳門特區的土地面積小，不具備天然資源如礦產、森林、水利、能源

等；食品、能源、食水、日用品等均需從澳門以外的地方進口。但澳門

特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逐步由輕工業及手工業，轉型至以服務業及

旅遊娛樂業為主軸的經濟體系，增加了對各類資源的消耗。過去五年，

澳門特區的人口累積增長了 16.04%至約 65萬人（由 2011年至 2015年累

積增長數字，下同），年入境旅客數字量增長 9.69%至約 3,071 萬人次；

經焚化處理的固體廢料增加了 54.67%至約 51萬公噸，耗電量增加 30.08%

至約 5,000百萬千瓦小時，耗水量增加 20.4%至約 8.5萬千立方米。 

由於澳門特區不具備天然資源，所以澳門特區的資源環境以土地和水

域為主。 

2.2 樹林和土地資源： 

澳門特區是一座太平洋、南中國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地處珠江口西岸。

                                                 
1
 截至 2016年第一季，澳門特區人口為 64.91 萬人。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
 回歸初期（2001年至 2002 年）的入境旅客約為每年 1,000 萬人次，自 2003年賭權開放後旅客人數

迅速增長，至 2014 年高峰期入境旅客達到 3,100 多萬人次。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19 世紀的澳門只有約 10.28 平方公里，由於土地資源稀缺，行政當局逐

步進行填海造地。最早期的填海造地可追溯至 1863年，當時由於廣東及

廣西省移居澳門的人口增加，以及澳門當時出口貿易、制茶作坊、咸魚

加工、機器繅絲等工業發展迅速，對土地的需求甚大，促成了在當時澳

門半島南端的首次填海造地。時至今日，澳門特區的土地面積已擴展至

30.4平方公里，特區政府於 2008年向中央政府提出新的填海申請，國務

院於 2009年 11月正式批覆同意特區政府填海造地3，填海區共分為五塊，

分別位於澳門半島東、南，以及氹仔的北面，總面積約為 350公頃。 

澳門特區的人口居住分佈以澳門半島為主，澳門半島佔地約 9.3平方

公里，即全澳 30.7%的土地集中了 80.6%人口，人口分佈不平均。現時由

政府所管轄的綠地範圍約 870萬平方米，綠地率約為 28.5%。由於人口增

長迅速，人均綠地面積由 2011年的 15.5平方米，下降至 2014年的 14平

方米。綠地的分佈同樣不平均，澳門半島的綠地面積佔全澳的 23.4%，澳

門人口稠密、土地資源緊絀的情況下，現有的綠化區對澳門來說，實是

彌足珍貴的自然資源。 

對於土地的使用，按第 10/2013號法律《土地法》的規定，程序上可

由政府主動提出，或由申請人向專責部門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提出土地

使用的申請，其後會按照土地申請的種類、性質、用途，以及週邊受影

                                                 
3
 譚光民，澳門的土地資源與經濟發展，《熱帶地理》1999 年 12 月。 



響的情況等，土地工務運輸局向相關的政府部門、諮詢委員會、團體，

甚至公眾進行諮詢，最後把土地使用申請的意見匯總分析並提交行政長

官，行政長官可對批給及規範批給的條款作出決定。 

對於綠地的維護工作，則由民政總署負責。範圍包括公園花園、道路

綠化、小型綠地、重植林區等。現時澳門特區有公園、花園共 45個，集

中在澳門半島北區、東區、南區，離島有 4 個郊野公園。重植林佔全部

綠化面積接近七成，為了令重植林區多方向發展，營造了多個淡水濕地。

民政總署從 2013年開始，逐步建立動、植物資料庫，現時收錄本澳動物

資料 192筆，植物資料 1,697筆。 

2.3 水域資源： 

澳門特區的水域由內港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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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澳門周邊的水域

屬於珠海市，澳門沒有界定水域範圍，特別是對於澳門以東的水域範圍。

當澳門需要填海的時候，往往會涉及珠海的水域範圍，需與珠海市、廣

東省及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協調和申請。 

由於澳門人口一直在增長，自開發以來，澳門政府一直都透過習慣法

而填海造地；而在近代，由於珠海不斷在澳門西部和北部的水域填海，

使澳門在該水域已沒有填海的空間，同時為了保護路環南岸的水質和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A0%E6%83%AF%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A0%E6%83%AF%E6%B3%95


然生態免受填海而污染，因此傾向澳門以東的水域，即珠江口填海發展

土地。 

2015年底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把

澳門特區海域面積明確為 85平方公里，明確澳門特區的行政區域界線包

括陸地和海上兩部分。因此，澳門特區對周邊水域的管理，將進一步包

括打擊海上走私和偷渡、水域公產的保護和维修，水域航道的設立和管

理、漁業資源的保護和開發、旅遊資源開發和利用、水域生態和水域環

境的保護等等，意義重大。 

由於過往澳門沒有劃定水域的概念，現正進行相關的立法工作，包括

《訂定船舶通行及船舶上人員的規範》、《海上傾倒疏濬物管理制度》，並

修訂《海事及水務局的組織及運作》，明確將協調管理海洋事務的職責賦

予海事及水務局。未來特區政府還將透過跨部門小組研究完善海洋管理

方面的法律制度，包括制訂“水域綱要法”等法律法規。現行對保護海洋

資源的相關法規包括 1997 年 8 月 25 日第 35/97/M 號法令 ，規範在海事

管轄範圍內禁止投擲或傾倒有害物質；以及 1995年 11月 14日第 58/95/M

號法令（刑法典第 268 條）的防止污染罪行，另外需要遵守一系列相關

的國際公約（參閱第 4點）。 

現時澳門特區水域現況較受關注的是污染問題，2011 年 6 月環境保

護局公佈《澳門環境狀況報告二○○八—二○○九》，指出 2008年至 200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1%9F%E5%8F%A3


年間，沿岸水質監測結果顯示本澳各採樣點均呈不同程度的污染，當中

以內港污染最為嚴重，建議評估本澳沿岸水體中重金屬的污染狀況，以

及加快澳門半島污水廠的升級以及盡早開展對澳門整體污水處理系統的

規劃研究。此後數年間，至 2014年內港水域的非金屬污染指數介乎 1.85

至 2.29 之間，均大幅高於標準值 1.00。為此，環境保護局與海事及水務

局正展開一系列工作改善內港水質情況。 

2.4 資源環境相關法例 

除上述關於土地及水域管理的法例外，澳門特區對管理資源環境的相

關法律規範尚包括： 

2.4.1 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資源及環境保護範疇國際協議及公約： 

 《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 

 《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植物保護協定》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 

與保護海上資源環境有關的國際海事公約： 

 1990年國際油污防備、反應和合作公約  

 經修訂的 1973年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國際公約的 1978年議定書  

 防止傾倒廢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約（1972 年 12 月 29

日於倫敦、墨西哥城、莫斯科及華盛頓） 

2.4.2 澳門特別行政區就保護環境的法例主要包括： 

 2016年第 15/2016號行政法規 －車用無鉛汽油及輕柴油標準 

 2014年第 8/2014號法律 － 預防和控制環境噪音 

 2014 年 5 月 26 日第 12/2014 號行政法規 － 水泥製造工業場

所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及設施管理規定 

 2012年 3月 5日第 41/2012號行政長官批示 － 新輕型汽車的

環保排放標準 

 2009年 8月 19日第 18/2009號行政長官公告 － 命令作出多項

關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訂於蒙特利爾的《關於消耗臭氧層

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的公佈 

http://cn.io.gov.mo/Legis/International/record/146.aspx
http://bo.io.gov.mo/bo/i/2016/24/regadm15_cn.asp


 2008 年 2 月 11 日第 1/2008 號行政法規 － 進口新重型及輕型

摩托車應遵守的氣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規定 

 1991年 3月 11日第 2/91/M號法律 － 訂定本地區環境政策應

遵守總綱及基本原則 

 1986 年 9 月 29 日法令第 45/86/M 號法令 － 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適用於澳門地區之規章 

 1986年 7月 26日第 6/86/M號法律 － 訂定澳門地區水域公有

權新制度 

3. 澳門資源環境審計可關注的地方 

資源環境審計是透過審計的手段促進相關部門改進管理，以提高資源

使用效率，實現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同時結合環境科學與審計

實務而形成的一項專門的審計工作。 

國家審計署在 2008年公布的《審計工作五年發展規劃》，明確將資源

環境審計列為六大審計類型之一，並提出著力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資源

環境審計模式。2009 年發佈了《審計署關於加強資源環境審計工作的意

見》，指導全國各級審計機關積極開展資源環境審計實踐。由此可見資源

環境審計具有很強的開放性和目的性，需要因應國家或地區的實際環境

和資源狀況，配合社會和經濟的獨特發展條件，針對性進行審計實務，



以達到既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澳門特區基於土地及自然條件的制約，加上近年出現各項資源環境議

題，資源環境審計工作首要關注澳門特區對土地的利用以及水資源環境

的保護。 

3.1 對土地的利用 

以現時本澳每平方公里 2.11 萬人的人口密度，要在市民的居住及生

活質素，和商業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對土地資源的需求可說是不言而喻

的。早前特區政府推出 1,900個經濟房屋單位讓居民抽籤購買，收到的申

請高達 42,600多個，可以看出土地資源管理的重要性。現行的《土地法》

以及《城市規劃法》4分別在 2013 年頒布，在此之前本澳沒有城市規劃

的相關規範，故現時特區政府缺乏用作興建公共房屋的土地資源；而且

澳門半島作為澳門最早期發展的地段，沒有預留用作綠地的地段，改變

土地用途時受到社會的質疑，這些問題均成為了現時特區政府難以解決

的民生議題。 

在過去數年，澳門特區審計署持續對土地資源管理的議題進行研究，

包括資源環境法律法規的制訂情況，對改變土地用途的諮詢成效等，亦

曾經對本澳的綠化工作進行審計。審計結果促成民政總署全面強化澳門

特區的動、植物管理，由 2013年起逐步建立全澳的動、植物資料庫，改
                                                 
4
 第 13/2013號法律。 



善綠地管理。 

由 2009 年開始，隨著新城填海計劃的啟動，澳門特區的資源環境狀

況將出現重大改變。整個新城填海區分五部分（A區至 E區），合共約 350

公頃。其中 A 區位處於澳門半島以東，其東面為興建中的港珠澳大橋之

落腳點的口岸人工島，面積為五區中最大，約 138 公頃，填海工程預計

於 2016 年完成。A 區現初步規劃用作商住社區、基礎設施、水岸公園、

公共設施等，當中公共房屋的數量接近 3 萬個單位，預計居住人口超過

10萬人。為做好新城填海區的城市規劃，特區政府在 2009年開始進行規

劃，經過概念階段、規劃草案，之後再進行了三個階段的大型公眾諮詢，

最後一次公眾諮詢於 2015年 8月完成，詳細規劃至今仍未公布。 

新城填海計劃將會對澳門特區的城市發展影響深遠，因此，必需嚴格

遵守《城市規劃法》以及《土地法》去建設和發展，並遵循合理規劃及

使用的原則，以配合市民和商業的需求，達到良好使用土地資源及可持

續發展的目的，亦會成為資源環境審計的重要關注項目。 

3.2 水資源環境的保護 

作為沿岸城市，水資源和沿岸水質成為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水

資源方面，本澳的飲用水除小部份來自雨水收集外，大部份食用水源自

珠江主流的西江，在輸澳後經適當的處理才通過供水網絡輸送到各家各



戶。澳門蓄水庫共有 4座，合計總庫容約 295萬立方米，以 2015年的日

耗水量接近 23.3 萬立方米，可見本澳各水庫的儲水以儲備及緊急調度為

主，水資源非常寶貴。 

沿岸水質方面，澳門特區在過去多年的《澳門水域水質監測和評估報

告》中，水質評定是國家《海水水質標準》（GB3097-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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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90 年，本

澳的衛生部門指出，部分水域範圍內的重金屬和大腸杆菌含量偏高，不

得在該範圍內捕魚，顯示水資源環境已經受到污染物影響。近年，當局

持續分析圍繞澳門沿岸十二個監測點的水質總評估指數、非金屬評估指

數、重金屬評估指數變化。由 2011 年至 2014 年的數據顯示，十二個監

測點中的六個，其非金屬評估指數及重金屬評估指數均高於標準上限；

其中以毗鄰珠海市的澳門半島內港區水域，其污染情況最為嚴重，2014

年的污染值為 1.94，超標近一倍。 

澳門半島內港為狹長海灣，本身的水交換條件較差，污水需要經過較

長時間回蕩，才能進入外海。過去多年由於橫琴和澳門各自進行不少的

填海工程，使內港污染持續加劇。此外，污水處理又成為了另一個需要

面對的難題，位於澳門半島的污水處理廠於 1995年投入營運，廠房的設

計日處理能力為 14.4萬立方米，為澳門最主要污水處理設施，2014年處

理本澳 73.8%的生活及商業污水。但隨著澳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用水量



持續上升，2014 年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量為 359.5 公升，超過香港特區和

台北市5，與此同時所產生的污水量亦同步上升。自 2009年開始，澳門半

島污水處理廠的平均日進水量已經超出廠房的處理能力。資料顯示，2004

年全數進入澳門半島污水處理廠的污水均進行了生物處理，但至 2014年

污水廠的生物處理能力下降接近一半，超過一半污水只進行基本處理6，

即透過篩網及沉澱把污水中的固體垃圾、沙等作基本清除後就直接排放

入海。可以預計，此部分污水的污染物很可能會超過標準，加劇沿岸水

域污染情況。多年前環境保護局已經啟動污水廠的升級和擴容工作，至

今仍未能展開有關的工程。除污水廠的處理能力外，亦可能存在非法接

駁水渠，直接排放污水的情況，亦即是土地工務運輸局對《供排水規章》

的執行情況；加上現時本澳沒有水污染物排污申報制度，進行污染源的

分級分類控制等監控機制，這些都是值得關注以及具有潛在資源環境審

計議題的項目。 

總 結 

全球的環境問題迫在眉睫，澳門特區雖然土地面積小而且不具備天然

資源，但在資源和環境保護方面卻存在不少議題，尤其土地資源的利用、

水資源環境的保護等方面。因此，推動資源環境審計工作，可以對保護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為 356.2 公升，台北市為 327 公升。資料來源：澳門環境狀況

報告 2014，澳門環境保護局。 
6
 2014 年污水處理廠的平均日進水量為 159,955 立方米，超出廠房處理上限的 11.08%。經基本處理的

污水為 52.78%，經生物處理的污水為 47.22%。資料來源：統計年鑑 2014，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現有的資源環境及治理環境污染起正面作用，作為對市民及子孫後代負

責任的態度，以及使地區經濟及環境狀況的發展得以協調並達到可持續

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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