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移交 6週年情勢研析 
 

目次 
 

壹、總評………………………………………………………………………1 

一、政府施政在強勁經濟支撐下運作順利…………………………………2 

二、民主政制短期內難發展…………………………………………………2 

三、經濟增長持續，產業失衡加大…………………………………………3 

四、司法繼續維持獨立………………………………………………………3 

五、跨境犯罪日增，社會治安現隱憂………………………………………4 

六、新聞自我審查情況未變…………………………………………………4 

七、各方面與大陸互動密切…………………………………………………5 

八、國際社會續肯定澳門情勢發展…………………………………………5 

 

貳、臺澳關係……………………………………………………………….6 

 一、民間交流保持頻密………………………………………………………6 

二、臺澳互動良好，澳門居兩岸平臺功能漸顯……………………………7 

 

參、附錄………………………………………………………………………9 

一、臺澳重要交流活動及措施………………………………………………9 

二、陸澳簽署之協議及相關發展…………………………………………12 

三、澳門移交後之爭議事件………………………………………………14 

四、統計資料………………………………………………………………21 

五、澳門移交6週年大事記……………………………………………23 

 

 

 

 

 



澳門移交 6 週年情勢研析 
 

 行政長官強勢領導，特區施政平順。 

 民主政制短期內難發展。 

 經濟增長持續，產業失衡加大。 

 司法繼續維持獨立，社會治安現隱憂。 

 各方面與大陸互動密切。 

 國際社會續肯定澳門情勢發展。 

 臺澳關係互動良好，澳門居兩岸平臺功能漸顯。 

 

壹、總評 

澳門自「九九」移交大陸迄今，已邁入第6個年頭。第2屆

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何厚鏵的強勢領導下，整體運作平順，前景

尚稱樂觀。國際社會對於澳門之整體情勢，亦續予以肯定。 

大陸開放居民赴澳個人遊及澳門政府開放賭權兩項措施，刺

激澳門經濟長足增長。在經濟利多因素支撐下，澳門政府得以順

利施政。澳門的司法繼續維持獨立，惟新聞自我審查情形依舊。

社會方面，經濟發展已漸衍生利益分配問題，而隨著賭場增加，

利益爭奪現象亦令人擔憂，對於今後澳門政經是否續能穩定發

展，相關轉變將是影響因素之一。 

臺澳關係持續平穩發展，民間往來頻密，官方在涉及打擊犯

罪及防疫通報等方面之合作順暢。澳門積極扮演兩岸中介平臺角

色日顯，惟礙於兩岸因素，致難以有效促進兩岸關係之發展。 

 



一、政府施政在強勁經濟支撐下運作順利 

在強大經濟成長的支撐下，澳門政府得以滿足各方需求，平

撫社會不滿，因而，過去一年來，澳門政府施政及管治能力尚稱

平順。惟澳門政府仍須正視2005年9月第3屆立法會選舉所曝露

之各種問題，以及未來日益複雜的外在環境，期使其管治能力能

繼續有效行使。 

澳門政治運作係屬「社團政治」型態，除重視和諧包容之外，

更強調社會利益之分配。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憑藉其個人豐富的

行政歷練，以「行政主導」之運作模式，將澳門由移交初期百廢

待興之情況，發展為現今之平穩局面。 

行政長官何厚鏵在本屆任期結束後即須交棒，雖然他已多次

表達培養「愛國愛澳」人才的重要性，但治澳人才面臨斷層的局

面，仍令當地部份人士對於缺乏適當人選以擔當重責，表示憂心。 

 

二、民主政制短期內難發展 

澳門第3屆立法會選舉於2005年9月25日舉行。此次選舉

之參選人數及選民人數大增，促使選情較以往激烈。民主派的「民

主新澳門」在此次選舉的得票最多，顯示其理念獲得多數選民的

認同，但因受制於選舉制度，其在議會中的席次仍屬少數。 

行政長官何厚鏵在回應議員有關 2006 年施政報告內容的提

問時，首次明確表示2009年不會實行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雙普

選。他強調，澳門的民主步伐會按照基本法不斷向前推進，澳門

政府亦將在 2007 年啟動有關 2009 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的諮詢方

案。 



此外，澳門民主能否順利開展，亦取決於大陸當局的態度。

鑑於香港民主進展現仍爭擾不休，在香港民主問題尚未解決之

前，大陸當局為免衍生枝節，對於澳門民主之推展，勢將有所干

涉，其發展前景仍不明確。 

 

三、經濟增長持續，產業失衡加大 

澳門係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產業之外向微型經濟結構，2002

年賭權的開放及2003年大陸居民赴澳個人遊之實施，促進澳門龍

頭產業蓬勃發展及經濟的快速增長。2004年生產總值（GDP）澳門

幣804億元，較2003年激增28.6%，人均國民所得高達澳門幣17.6

萬元。2005年仍持續成長，第1季至第3季之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8.3%、8.1%及2.8%。 

惟在龍頭產業－博彩業快速發展的同時，經濟發展的不平

衡已經顯現，致部分當地中小企業營商不易，競爭力下降，市

民收入差距亦日漸拉大。因此，澳門政府今後如何透過完善法

治、健全金融管理、強化施政、提供技術輔助等方式，提供相

對公平的發展機會和營商環境，將是澳門經濟能否永續發展的

關鍵所在。 

 

四、司法繼續維持獨立 

在基本法的保障下，澳門繼續享有獨立的司法權，並未受到

大陸當局或行政機關的干涉。過去一年來，澳門司法機關透過「民

事訴訟法典」等多項法律法規之修訂，改革現行民事及刑事訴訟

制度之弊端與不足（如訴訟不當遲延、訴訟成本增加及司法體系



承受壓力過大等），以期健全司法訴訟體制，並滿足社會需求。 

此外，隨著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實施，澳門與大陸間跨法

域的法律協助工作，已有漸增之趨勢。2005年11月底雙方展開有

關民事、商事判決相互承認及執行安排之磋商，期在兩方獨立管

轄權的基礎上，就民事、商事判決承認等方面達成共識，以利提

供完善之司法保障。 

 

五、跨境犯罪日增，社會治安現隱憂 

隨著個人遊的開放及博彩業的蓬勃發展，大量外來旅客入境

澳門，使得跨境及跨國犯罪情況日增。針對此一趨勢，澳門政府

已擬定各種打擊犯罪對策，期以確保境內治安，其重點包括：打

擊博彩犯罪、清洗黑錢犯罪、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經濟及資

訊犯罪，以及影響日常民生的刑事罪行。截至目前為止，澳門社

會雖未有重大刑事案件發生，社會治安狀況大致亦算平穩，但大

量的賭場利益，似已引起黑社會的覬覦，澳門政府上述打擊措施，

能否有效執行，仍待觀察。 

 

六、新聞自我審查情況未變 

澳門媒體自我審查情況依舊存在。由於大部分媒體都接受政

府經費補助，因此，在報導上多以宣達政令為主，僅在少數民生

議題上有所發揮。 

 

七、各方面與大陸互動密切 



澳門經濟在大陸政策的支持下，對大陸的依賴性極深。大陸

除在 2003 年與澳門簽訂 CEPA 之外，並開放大陸居民赴澳門個人

遊，讓澳門經濟在短短幾個月就突飛猛進，2004年之經濟成長（高

達28.6%）多要歸功於大陸赴澳旅客之消費。根據澳門政府統計暨

普查局之資料，2004年大陸居民赴澳門個人遊共計3,518,752人

次，而 2005 年 1 月至 10 月大陸居民赴澳門個人遊更已高達

4,412,915人次。此外，泛珠三角地區也充分供應澳門居民各項民

生必需品，讓一般民眾的生活物資不虞匱乏。 

社會方面，大陸持續邀請澳門各社團領導幹部、政府官員、

媒體、工商界、教育界赴大陸參訪或受訓，並以高規格之接待方

式，讓澳門各界感覺深受重視，並對大陸產生潛移默化的認同感。 

此外，大陸除透過泛珠三角經濟論壇（9加2）的方式，聯繫

澳門與華南各省之外，大陸的各個團體也經常赴澳交流，而有關

兩岸四地之研討會亦經常分別在澳門或大陸各城市舉行，顯見雙

方交流極為頻繁。 

 

八、國際社會續肯定澳門情勢發展 

國際上對於澳門整體情勢發展仍持肯定看法。歐盟於 2005

年 8 月 5 日發表之年度報告指出，澳門政治情勢平穩發展，經濟

大幅增長，並加強與歐盟的聯繫。但該報告認為，澳門政府在制

定行政長官選舉法時，未能採納反對人士的意見，歐盟亦將持續

關注有關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情況，以及跨境工業區如何處理有

關雙方原產地規定、通關、出入境管制及稅務等方面的問題。 

美國於2005年2月28日公布之「2004年度各國人權報告」



亦認為，澳門居民仍享有基本自由，權利亦受到法律保護，司法

仍維持獨立，未有大陸駐軍侵犯人權的事件，但仍有以下問題：

居民無法以普選的方式改變政府、立法會的立法權受到限制，以

及罷工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未受到保護等。 

 

貳、臺澳關係 

一、民間交流保持頻密 

過去6年來，臺澳民間往來依舊頻密，雙方在人員往來、文

教、學術、藝術、宗教及青年等方面之交流十分密切。兩地在共

同打擊犯罪、公共衛生防疫通報，以及農特產品之交流與合作，

持續擴大，成效頗著。惟這些交流雖以民間自發性居多，但背後

仍不乏來自大陸方面的授意。 

目前我國旅客仍佔澳門外來旅客數之第3位，僅次於香港及

大陸。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之統計資料，2005年1至

11月臺灣赴澳門人數約為108萬6千餘人次，澳門訪臺人數則約

為1萬7千餘人次，分別較2004年同期增加18.7%及0.8%。另據

澳門政府調查，2004年臺灣旅客在澳門之人均消費為1,310澳門

幣。 

此外，澳門機場旅客逾 60%與臺澳航線有關，而臺澳航線亦

以臺灣旅客為主。據澳門政府統計，2004 年臺灣旅客入境澳門機

場共計618,799人次，佔全部入境澳門機場旅客之73.3%，而2005

年 1 月至 10 月入境澳門機場之臺灣旅客已達 601,231 人次，達

69.5%之比率。 

在臺澳貿易方面，根據財政部之統計資料，2005 年 1 至 11



月臺澳貿易金額約為 3 億 1 千餘萬美元，較 2004 年同期增加

2.7%。其中，臺灣對澳門出口約2億8千萬美元，較2004年同期

增加 2.6%；臺灣自澳門進口約 3 千萬美元，較 2004 年同期增加

5.3%。 

 

二、臺澳互動良好，澳門居兩岸平臺功能漸顯 

為促進臺港澳間之互動與交流，我政府自2005年1月1日起

開辦港澳居民「網上快證」。該措施實施以來，各界反應良好。 

臺澳官方往來雖無直接的管道，但雙方政府 6 年來多以善

意、務實、互惠之態度來處理臺澳相互事務，雙方關係大抵良好，

並在既有基礎上繼續運作。在兩岸互動上，澳門亦繼續扮演中介

平臺角色，並促成2005年元月春節包機順利在澳門完成協商。但

受制於兩岸因素，未來臺澳官方之溝通與聯繫能否有長足開展之

可能性，仍須視未來兩岸關係之發展而定。 

為促進臺澳關係及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未來澳門政府在官

方往來方面，應考慮採取更積極的作法，提升制度化溝通聯繫管

道的功能，並考慮在臺設立代表機構。我政府亦將在現有基礎上，

持續加強與澳門各界之聯繫，進一步推動彼此之交流與合作。 



參、附錄  

一、臺澳重要交流活動及措施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05.1.1 港澳居民自元旦起可在網上申請入臺證，8秒內即

可核覆申辦結果，網絡申請及機場落地簽註首 3

月內免收費用。證件自簽發日起 3 個月內有效，

可入出境 2次，每次停留 14天。 

澳門日報，

2005.1.2 

2005.1.8 臺北醒吾技術學院校長袁保新一行 4 人於 1 月 8

日前往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訪問，雙

方就今後加強兩地間合作與交流等事宜交換意

見。 

澳門日報，

2005.1.8 

2005.2.3 由我全國臺港澳學聯主辦、臺灣大專澳門校友會

協辦的「臺灣大專院校展覽館」於 2 月 3 日至 6

日舉辦，由專人講解在臺就學經驗，並提供相關

來臺升學的資訊。 

澳門日報、現

代澳門日報，

2005.2.3 

2005.2.15 由全臺港澳學聯主辦之「臺灣大專院校升學輔導

會」於 2月 15日舉行，邀請在臺各大專院校就讀

及畢業回澳的校友主講，並介紹其所讀科系的具

體情況、相關課程及出路等問題。 

澳門日報、華

僑 報 ，

2005.2.15 

2005.3.2 澳門旅遊局副局長文綺華率領該局成員到臺北及

高雄出席春茗，藉此加強與旅遊業界及傳媒的聯

繫和交流。 

新華澳報，

2005.3.4 

2005.3.4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澳門事務處於 3 月 4 日在澳門

旅遊塔舉行春茗活動，陳處長崇弘致辭時表示，

將持續致力於服務澳門居民，並推動臺澳間經貿

交流。 

澳門日報、新

華 澳 報 ，

2005.3.5 

2005.3.10 「澎湖行銷會」於 3月 10日在澳門國父紀念館舉

行。澎湖縣長賴峰偉表示，希望澳澎航線能推動

兩地旅遊業互惠發展。 

華 僑 報 ，

2005.3.11 

2005.4.16 由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及中華港澳之

友協會合辦之 2005臺澳論壇在臺北舉行，就臺澳

關係的未來發展，以及澳門在兩岸之間可以扮演

的中介角色等議題進行探討。 

華 僑 報 ，

2005.4.24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05.4.29 澳門中小企業協進會 70多名商界代表組成的「澳

門中小企業臺灣交流考察團」於 4月 29日來臺考

察，並拜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協會、

臺灣中興大學農業資訊館等。 

澳門日報，

2005.4.30 

2005.6.9 由澳門閩臺總商會、財團法人全方位振興農業基

金會、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及臺灣區花卉發展協

會聯合主辦的「臺灣名優農特產品澳門博覽會」，

於 6月 9日起一連 4天在澳門舉行。 

澳門日報，

2005.6.15 

2005.6.16 由行政院農委會、臺北貿易中心聯合主辦，香港

臺北貿易中心執行的「第 2 屆臺灣農產節」於 6

月 16日至 29日在澳門舉行。 

大 眾 報 ，

2005.6.16 

2005.6.6 「臺澳工商合作小組」臺灣訪問團於 6月 6日至 8

日訪臺，並於 6 月 6 日由澳門各商會代表與臺灣

工業總會聯合簽署有關成立工作小組的合作協

議。 

市民日報，

2005.6.17 

2005.7.13 「第 9 屆中國臺北國際保齡球公開賽」於 7月 12

日至 23日在臺南市舉行，澳門亦派代表隊於 7月

13日來臺參賽。 

現代澳門日

報，2005.7.14 

2005.7.18 「2005年港澳青年臺灣觀摩團」自 7月 18日起一

連 18天在臺灣舉行，共有 280名港澳的中學生分

成兩隊來臺參訪。 

澳門日報、華

僑 報 ，

2005.7.28 

2005.7.20 今年澳門應屆高中畢業生報考臺灣各大專院校及

僑生先修班者，共 1,293人，打破去年創下的

1,216人紀錄。 

華 僑 報 ，

2005.7.21 

2005.10.3 由花蓮縣政府和澳門閩臺總商會聯合舉辦的「臺

灣花蓮無毒農特產品前進澳門展覽會」於 10 月 3

日至 6 日在澳門旅遊塔舉行。此次活動是我方首

次以地方政府名義與澳門社團公開合作。 

澳門日報、華

僑報、市民日

報，2005.10.3 

2005.10.10 大陸委員會澳門事務處於 10 月 10 日在澳門國父

紀念館舉行「辛亥革命 94 週年紀念酒會」，逾百

名各界人士出席。 

華 僑 報 ，

2005.10.11 

2005.11.29 臺澳(澳門)通航協議於 11 月 30 日屆滿，臺北市

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澳門航空公司簽署文件

新華澳報，

2005.11.30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展延現行協議效期至 2006年 5月 30日止。 

2005.12.1 由港澳協會主辦的「2005臺灣三合一選舉澳門觀

選團」來臺展開一連 4 天的觀選行程，並於出席

由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主辦的「臺灣三合一選舉的

政治分析與情勢觀察」座談會。大陸委員會吳主

委釗燮表示，基於臺、港、澳三地關係密切，臺

灣民主選舉對港澳地區未來民主發展有正面推動

作用。 

正 報 ，

2005.12.2 



二、陸澳簽署之協議及相關發展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05.1.8  澳門工程師學會理事長羅安達於 1 月 8 日在

大陸廣州與 9省(區)及香港代表，簽訂了「泛

珠三角區域科協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有助

於加強科協和科技社團的合作，推動泛珠三

角區域的合作與發展。 

華 僑 報 ，

2005.1.12 

2005.1.21  「浙澳旅遊業合作大會」於 1月 21日舉行，

雙方為加強旅遊業合作，並簽訂共同宣言。

兩地旅遊業界亦簽署了有關旅遊合作的協議

書。 

 澳門旅遊博彩技術培訓中心於1月21日與大

陸廣州大學簽署合作協議，以擴大雙方的合

作領域，並為澳門培養發展所需的技術人才。 

市民日報，

2005.1.22 

 

 

澳門日報，

2005.1.22 

2005.1.26 澳門司警局局長黃少澤表示，澳門警方與大陸廣

東省「公安廳」及「海關」簽署協議，雙方將加

強在資料交流、情報交換、聯合辦案、人員培訓

等 4方面的合作。 

澳門日報，

2005.1.27 

2005.1.27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與大陸廣西「商務廳」和廣

西「招商局」簽訂「關於推進 CEPA框架下桂澳經

貿合作協議書」，雙方將建立定期的聯絡機制，並

相互支持及參加兩地主要的經貿活動。 

澳門日報，

2005.1.28 

2005.1.31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於1月31日與大陸廣

東省「勞動及社會保障廳職業技能鑑定指導中心」

簽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展國家職業資格證書

考試合作協議書」，共同在澳門地區開展職業技能

鑑定考試。 

市民日報，

2005.2.1 

2005.2.17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民用航空

華北地區管理局」與葡萄牙空管公司 Concalves 

da Costa，於 2月 17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就

委託培訓空中交通管理管制人員項目簽署了 3 方

意向書。 

華 僑 報 ，

2005.2.18 

2005.2.18 澳門中華總商會及「中國對外貿易中心」於 2 月

18日簽署合作協議，以配合CEPA和「泛珠三角」

華 僑 報 ，

2005.2.19 



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兩地企業間的交流和聯繫。 

2005.3.10 澳門理工學院於3月10日及16日分別與廣東「工

業實訓中心」及廣東金融學院簽訂合作協議書，

以協助提供大陸專業資格證之考前輔導教學。 

澳門日報，

2005.4.6 

2005.6.24 澳門教育局與廣東省「教育廳」於 6月 24日簽訂

粵澳教育交流及合作意向書，以推動粵澳兩地在

教育行政、課程教學、學生交流等各範疇之合作。 

澳門日報，

2005.6.25 

2005.10.21 大陸與澳門於10月21日正式簽署CEPA補充協議

二及兩個附件(CEPA3)。由明年起，所有原產澳門

的貨物均可零關稅進入大陸。 

澳門日報，

2005.10.22 

2005.11.17 香港、澳門及泛珠三角省份共同簽訂「泛珠三角

區域漁業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並以建立區域內的

水生動物疫情通報制度做為該協議之重點內容。 

現代澳門日

報 ，

2005.11.18 

2005.12.5 澳門科技發展基金與大陸科學技術協會簽署「項

目評審工作合作協議」，澳方希望能藉此逐步建立

評審專家的資料庫，使項目的評審更加客觀和公

正。 

澳門日報，

2005.12.6 

 



三、澳門移交後之爭議事件 

 

澳門九九之後 
五十年不變？ 

自由？人權？法治？ 
 
澳門移交後之爭議事件（1999.12.20-2005.12.20）       總計：9件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1. 1999.12.20  澳府警方拘捕「石頭公社」12 位成員

及香港政治漫畫家尊子等人：澳門「石

頭公社」於移交當日舉辦另類表演活

動，諷刺澳門政府對江澤民等人之安

全保護過於嚴密。香港知名漫畫家尊

子等人亦專程自香港赴澳門參加後續

之表演活動。參與表演活動之成員於

表演期間遭警方拘捕留置。 

 

 「石頭公社」成員擔心警方危害言論

及表演自由：該團體成員李銳俊表

示，被拘捕者包括數名在場圍觀之人

士，擔心警方行動危害澳門的言論和

表演自由。 

 

 尊子表示澳門移交後，當地藝術工作

者將面臨限制。 

 

 民主派政界人士認為警方濫用權力問

題嚴重：澳門民主派市政議員區錦新

表示，警方將不受歡迎之人士先無理

拘捕後再釋放，已是慣用技倆，旨在

終止某些活動進行，濫用權力問題嚴

重。 

 

 澳門特首何厚鏵稱讚警方「做得好」：

何厚鏵在記者會上暗示，前述被拘捕

蘋果日報，

1999.12.21 

 

 

 

 

 

 

 

明 報 ，

2000.12.21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之人士違反法律，並稱讚警方過去數

天之工作「做得好」。 

 

2. 2000.1.8  香港「四五行動」成員雷玉蓮遭澳府

拒絕入境：雷玉蓮偕親人赴澳門旅遊

時，遭警方留置調查45分鐘，並以保

安理由拒絕入境。 

 

 澳門保安司表示不評論個別案件。 

 

 港澳政界民主派人士認為有損「一國

兩制」：「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認為事

件與中共有關港澳生活方式維持五十

年不變之承諾不符，並擔心香港成為

另外一個澳門；「支聯會」成員張文光

認為澳門「基本法」有關自由入出境

的保障，未充分執行；澳門立法會議

員吳國昌則表示，澳府是依照北京指

示處理，並預計澳門未來將在各方面

進行政治審查，將有更多香港異見人

士不能踏足澳門。 

 

 澳府澄清事件是同名同姓之誤：治安

警察局發言人表示，事件是一宗同名

同姓導致的錯誤，不存在政治問題，

惟承認移交期間被列為不受歡迎人士

之名單有所增加；特首何厚鏵則以「技

術方面的錯誤」，不應將之與「政治審

查」掛鉤予以回應。 

 

南華早報，

2000.1.10 

 

 

 

 

 

 

 

 

 

 

 

 

 

 

 

 

 

澳門日報，

2000.1.10 

3. 2001.2.20  澳門法輪功學員張玉輝遭珠海檢察院

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起訴：香港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透露，澳門法

輪功學員張玉輝 2000 年 12 月間因在

互聯網上發表支持法輪功之言論，遭

珠海公安人員逮捕，刻正羈押於珠海

香洲第2看守所。張玉輝家人於2001

國 家 通 訊

社 ，

2001.2.20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年 2 月 7日接獲其因「煽動顛覆國家

政權」之正式逮捕令。 

 

 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認為是中

共「殺雞儆猴」之舉：該中心指出近

期廣東頒布 2 項政策打擊港澳法輪功

學員在大陸之活動（包括：港澳法輪功學

員在大陸地區活動遭逮捕，將比照大陸內地學

員判刑、勞改而不再遣返居住地；加強調查大

陸法輪功學員與港澳學員之聯繫，並嚴厲打擊

該等人士），並認為張玉輝之案例顯示中

共當局正實施該項政策，以便「殺雞

儆猴」。 

 

4. 2002.2.16  澳門警方與香港記者發生推撞：香港

「四五行動」成員赴澳門擬向訪問

澳門的李鵬進行示威，約有 30名香

港記者隨行，惟因澳門警方禁止記

者在入境禁區內採訪，雙方發生推

撞。 

 

 澳門警方否認毆打香港記者：澳門政

府保安司司長張國華表示，對於香

港無線電視攝影師和記者聲稱被警

員毆傷及攝錄機被毀的報導，澳門

治安當局深表關注。根據初步調查

結果，有關的指控並非事實。警方

已立案處理此事，並將會依法無私

地做進一步的調查。 

 

 香港傳媒要求澳門政府徹查事件：香

港無線電視致函澳門行政長官何厚

鏵，質疑澳門警方否認粗暴對待記

者的事實，其草率護短的態度令人

遺憾，並要求設立獨立委員會徹查

事件，儘快對外公布結果。 

 

蘋果日報，

2002.2.17 
 
 
 
 
澳門特區政

府新聞局新

聞 資 料 ，

2002.2.17 
 
 
 
 
 
信 報 ，

2002.2.19；明
報，2002.2.19 
 
 
 
 
信 報 ，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澳門政府表示已立案調查：澳門政府

函覆無線電視，謂案件已移交澳門

檢察院偵辦，進入了司法程序，澳

門治安警察局亦已依法就無線電視

的投訴立案，展開深入的內部調

查，不可能另外委任獨立委員會調

查，否則會影響司法公正。 

 

 立法會議員認為澳門國際形象受到損

害：澳門立法會議員吳國昌表示，事

件發生後對澳門的國際形象構成損

害，並反映出警方過度緊張，立即

發表新聞公報，有「護短」之嫌。 

 

2002.2.20 
 
 
 
 
 
 
華 僑 報 ，

2002.2.18 
 

5. 2002.6.4 澳門政府不願為「六四」悼念活動提供電

力：「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連續 13 年

舉辦「六四燭光」悼念活動，惟 2002年

是在無電、無音響、無錄影的玫瑰堂前

地舉行集會。該會理事長兼立法會議員

區錦新表示，澳門民政總署官員已通知

集會當晚沒有職責及權限為該活動提供

電力。他認為，這是政府進一步遏止澳

門居民的民主空間。 

 

現代澳門日

報，2002.6.5 

6. 2003.1.23  澳門居民及記者與拱北邊防人員發生

推撞：澳門民運人士利建潤經關閘試

圖由拱北口岸進入大陸時，被邊防人

員截查，雙方發生推撞。當時有多名

記者在關閘緩衝區白線以南屬於澳

門的區域進行採訪，拱北邊防人員突

然逾越白線搶奪其中五名記者的攝

影器材，造成兩名記者受輕傷。該五

名記者並應拱北邊檢站要求，隨同返

回邊檢站接待室協助了解情況。稍後

該批記者由邊檢人員護送離開拱北

口岸返回澳門，利建潤也被釋放而自

行返回。 

澳門日報，

2003.1.24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認為拱北邊防人

員的粗暴行為應予糾正：澳門新聞工

作者協會負責人就此事件發表聲

明，認為大陸方面採取措施以維護法

紀是完全適當的，但澳門記者的採訪

自由應受到尊重和維護。拱北個別邊

防工作人員的不文及粗暴行為，令人

深感遺憾，應予糾正。 

 

 有關團體要求拱北邊檢人員尊重澳門

的執法權利及記者的採訪自由：澳門

記者聯會及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也

發表聲明，希望拱北邊檢人員貫徹

「一國兩制」精神，尊重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執法權利及澳門新聞記者的

採訪自由，以避免不愉快的事件再次

發生。 

 

 澳門保安司司長表示要再了解情況：

澳門政府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回應大

陸邊檢人員被指越過邊界帶走記者

事件時，表示會透過粵澳警方聯絡

官，了解當時的情況。 

 

 
澳門日報，

2003.1.24 
 
 
 
 
 
 
 
澳門日報，

2003.1.24 
 
 
 
 
 
 
 
澳門日報，

2003.1.24 
 
 

7. 2003.10.17  香港政治活躍份子遭澳門政府拒絕入

境：正當大陸「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到澳門出席澳門與大陸簽署 CEPA協

議儀式時，香港民主倒董力量召集

人蕭若元及香港四五行動成員雷玉

蓮分別以洽商及旅遊為由赴澳門，

但被澳門當局拒絕入境。 

 

 香港政府不願回應黑名單的說法：蕭

若元對於被列入黑名單表示憤怒，

懷疑係因參與倒董活動，故香港政

府與「中聯辦」將他的名字交給澳

新 報 ，

2003.10.18 
 
 
 
 
 
 
新報、明報，

2003.10.18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門政府。香港政府發言人稱，有關

黑名單的說法純屬個人揣測，港府

不會有所回應。 

 

 
 

8. 2004.4.9  名作家龍應臺在澳門之演講遭取消：

澳門文化局轄下的中央圖書館於 3

月初以電郵方式，邀請名作家龍應

臺到澳門演講，其後卻又通知演講

會取消。龍應臺至 3 月中旬，又收

到正式邀請函，演講時間從 4 月 25

日改到 5 月 2 日，惟最後仍再次被

告知取消。報導指出，可能係澳門

文化局官員誤認龍應臺為臺獨作

家。對此，龍應臺認為事件可能存

在某些誤會。 

 

 澳門文化界人士認為事件有損澳門的

國際形象：龍應臺演講會遭取消事件

引起澳門中、葡文媒體關注及報

導。澳門文化界人士對此事感到遺

憾，並認為錯失一次難得的經驗交

流，更有損澳門在國際間的文化形

象。 

 

 澳門文化局就拒絕龍應臺赴澳門演講

一事進行檢討：龍應臺於 5月 2日應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之邀，順利赴

澳門發表專題演講。對於先前拒絕

龍應臺赴澳門演講一事，澳門文化

局局長何麗鑽承認，該局在處理過

程中，內部行政出現問題，並已進

行檢討。 

 

 立法會議員認為文化局應對文化活動

持多元和開放的態度：澳門立法會議

員吳國昌表示，文化局對所有的文

化活動都應持多元和開放的態度；

聯合報、中央

日 報 ，

2004.4.9 
 
 
 
 
 
 
 
 
 
華 僑 報 ，

2004.4.8；澳
門 日 報 ，

2004.4.10 
 
 
 
 
澳門日報，

2004.5.3；澳
門 日 報 ，

2004.4.18 
 
 
 
 
 
華 僑 報 ，

2004.4.8；新
華 澳 報 ，

2004.4.28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立法議員區錦新亦就此事向澳門當

局提出書面質詢。 

 

 

9. 2004.6.22 澳門警方關注疑似大陸公安人員越境追捕

疑犯事件：興建中的澳門第 3 條大橋近

期經常發生失竊案，負責興建工程的公

司及相關單位遂組織駕駛安全監察船之

保安特遣小組。6月 22日晚間有兩艘安

全監察快艇在第 3 條大橋工程的海面發

現一艘可疑小木船，於是展開追截。澳

門海關亦到場截查，而自稱公安人員的

追捕者及其快艇隨後則全部離去。由於

本案涉及疑似大陸公安人員越境追捕疑

犯事件，引起澳門警方關注。 

 

市民日報，

2004.6.23 



四、統計資料 

（一）臺澳貿易 

2005年1至11月臺澳貿易金額約為3億1千餘萬美元，較2004

年同期增加2.7%。其中，臺灣對澳門出口約2億8千萬美元，較

2004年同期增加2.6%；臺灣自澳門進口約3千萬美元，較2004

年同期增加5.3%(臺澳貿易金額按月趨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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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 

（二）臺澳人員往來 

2005年1至11月臺灣赴澳門人數約為108萬6千餘人次，澳門

訪臺人數則約為1萬7千餘人次，分別較2004年同期增加18.7%

及0.8%(臺澳人員往來按月趨勢如下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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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失業率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 2005年8月至10月的失業率與

7月至9月相同，均為4.1%，但較2004年同期下降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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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門移交 6 週年大事記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05.1.5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表示，2004年全年博

彩特別稅收超過 140 億元，預計去年全年經濟增

長在 20%至 25%左右。 

新華澳 報，

2005.1.6 

2005.1.21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04年全年入

境旅客總數為 16,672,556人次，較 2003 年上升

40.3%。 

澳門日 報，

2005.1.22 

2005.3.5 澳門政府公共財政賬目顯示，2004年澳門政府的

博彩稅收益達 147億澳門幣。 

澳門日 報，

2005.3.6 

2005.3.31  澳門立法會一致通過調整公共行政人員的薪

俸、退休金及撫恤金法律草案，公務員薪酬

調升 5%，並將追溯至2005年 1月 1日。 

 澳門政府公布之資料顯示，2004年以個人遊

方式入境的大陸旅客達 3,518,752人次。以

大陸旅客人均消費 2,991澳門幣計，大陸旅

客總共在澳門消費 105億澳門幣。 

澳門日 報，

2005.4.1 

 

 

 

澳 門日 報，

2005.4.1 

2005.5.20 澳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代表澳門特區政府，與代

表香港特區政府的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香港簽

署了「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根據協議，正在香

港服刑的澳門居民或在澳門服刑的香港居民，均

可申請選擇返回原居地服刑。 

市民日 報，

2005.5.21 

2005.6.13 澳門第 3屆立法會選舉符合資格登記之自然人選

民人數達 22萬，創歷年新高。 

澳門日 報，

2005.6.14 

2005.7.5 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開幕，由澳門行政長官何

厚鏵主持儀式。 

市民日報、正

報，2005.7.6 

2005.7.8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宣布，資深外交官郭明瀚將

於 8月出任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 

市民日 報，

2005.7.9 

2005.7.15 第 29屆世界遺產大會於南非審議通過「澳門歷史

建築群」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重新命名為「澳

門歷史城區」。 

澳門日 報，

2005.7.16 

2005.7.30 澳門立法會於 7月 29日細則性通過「中國人民解

放軍駐澳門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法案。 

大 眾 報 ，

2005.7.31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05.9.15 美國財政部於9月15日根據美國愛國法案311條

款指名澳門匯業銀行洗黑錢及協助北韓政府從事

腐敗的金融活動，並貸款給北韓政府發展核武，

還為一個著名的國際販毒者管理一個數目龐大的

帳戶。 

澳門日 報，

2005.9.17 

 

2005.9.25 澳門第 3屆立法會選舉於 9月 25日舉行，選民人

數 128,829人，投票率達 58.39%，創歷屆新高。

與上屆 2001年 83,644名選民之投票率 52.34%相

較，本屆投票率增加 6.05個百分點。 

澳門日報、星

報、市民日報，

2005.9.26 

2005.9.28 匯業銀行於 9月 28日宣布，澳門政府已同意暫時

接管該行，直至與美國財政部的交涉結束為止。 

澳門日 報，

2005.9.29 

2005.10.28 澳門立法會一般性通過「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

罪」和「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兩大法案。 

澳門日 報，

2005.10.29 

2005.10.29 第 4屆東亞運動會開幕，來自 9 個國家和地區的

近 2千名運動員，在一連 9日內參加 17項體育比

賽事，競逐 731枚獎牌。 

華僑報、新華澳

報，2005.10.30 

2005.11.15 澳門行政官長何厚鏵在立法會發表明年度之施政

報告，未來除了繼續多項現正實施的稅務優惠及

扶助中小企措施外，並將大幅增加教育資源，以

及收取外地僱員附加費。 

澳門日報、市民

日 報 ，

2005.11.16 

 

2005.11.18 澳門各口岸開始對入境旅客進行測溫篩檢，相關

措施大致與前年非典時期相似，但暫時還不需要

執行健康申報措施。 

澳門日 報，

2005.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