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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移交 15週年情勢研析 

 崔世安順利連任行政長官，社會出現普選訴求 

 澳門民眾對公共政策之參與更趨積極 

 司法仍維持獨立，惟司法效率及人員素質尚有提升

空間 

 經濟持續成長，惟存在發展隱憂 

 陸澳持續融合，人流往來衍生問題受關注 

 國際肯定澳門發展，惟仍關切公民政治權利、人權、

新聞與言論自由 

 臺澳實質關係持續提升，增進合作交流 

 

壹、總評 

澳門過去一年的整體運作大致穩定。在政治面，崔世安順

利連任澳門行政長官(特首)，並大幅調整政府主要官員人事。

澳門社會出現要求普選的聲音，未來如何因應此項訴求，是澳

門必須正視的課題。在社會層面，由於公民意識的覺醒，澳門

民眾對於公共政策的參與態度傾向積極。今年 5月，澳門民眾

以集會遊行、包圍立法會的行動，成功促使澳門政府撤回具爭

議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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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澳門失業率仍維持在低位，但博彩業收入連續

數個月下滑，影響澳門經濟表現，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再受關

注。過去一年，國際社會對於澳門整體發展仍持肯定態度，惟

持續關注澳門公民政治權利、人權、新聞與言論自由等問題。 

臺澳民間互動交流仍然非常熱絡。官方互動亦持續提升，

今(2014)年 2月，臺澳雙方由相互派駐辦事處代表簽署《臺灣

與澳門間航空運輸協議》。在崔世安特首展開新的任期後，臺

澳雙方可望仍能在既有的穩定基礎下，深化交流與合作，進一

步推動臺澳關係的良性互動發展。 

 

一、崔世安順利連任行政長官，社會出現普選訴求 

澳門政治過去一年大致仍穩定發展。澳門第 4任特首選舉

於今年 8 月 31 日舉行，唯一候選人崔世安在 396 張選票中取

得 380票支持，順利連任。 

澳門經濟在高度發展之餘，仍有諸多問題，包括產業結構

單一、高物價、交通擁擠、房價大幅上漲等，有賴新一屆政府

解決。崔世安於今年 12 月 1 日公布新一屆政府主要官員名單，

除審計長留任外，其餘全部換新。澳門輿論對於主要官員的大

幅更動，表示係超乎預期，但一般評價尚稱正面，認為新任命

之官員均具專業能力，能夠體現創新思維，並期許渠等能夠進

行行政改革，改善民生。 



 3 

受到香港「占中」運動的影響，近一年來澳門社會出現要

求民主普選的聲音。今年 8月，在進行特首選舉的同一期間，

由「澳門良心」、「青年動力」、「開放澳門協會」3個民間

團體舉辦「特首選舉民間公投」。主辦單位於 8月底公布投票

結果，計有 8,688 人投票，其中 8,259 票贊成 2019 年澳門特

首由普選產生。特首選舉當天，亦有若干澳門民眾在投票場所

外要求實施普選。 

澳門政治氣氛轉趨激烈，澳門民主派議員認為此次選舉仍

屬小圈子選舉，無法真正體現民主。故如何妥適回應未來澳門

民眾對於民主普選的訴求，也是未來澳門政府面臨的挑戰之

一。 

澳門移交 5週年、10週年時，大陸國家領導人均赴澳出席

相關活動。今年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於 12 月 19 日至 20 日

訪澳，這是習於 2009 年 1 月後再次赴澳門。澳門輿論指出，

習赴澳出席移交 15 週年活動，體現對澳門的支持，並針對澳

門未來的發展，提出指導方針，但近期媒體也傳出，為了因應

習近平出訪澳門的維安工作，澳門政府緊縮海外人士入境措

施，並強化治安，據稱並有澳門社運人士遭全天候跟蹤。 

 

二、澳門民眾對公共政策之參與更趨積極 

過去一年來，澳門民眾對公共政策之關注與參與程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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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澳門政府於今年 4 月 28 日將《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

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離補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內容涉及主要官員離任後可領取優厚的補貼。此案一出，便激

起澳門民眾不滿，澳門網上組織「澳門良心」於今年 5 月 25

日發起「反離補」大遊行，要求政府撤回法案，約 2萬人參與

抗議遊行，這也是澳門移交以來，最多人參與的示威活動； 5

月 27 日離補法案表決當天，約有 7 千多人包圍澳門立法會靜

坐。澳門政府後於 5 月 29 日宣布撤回法案，遊行訴求獲得回

應，被視為澳門民主進程上的重要里程碑。 

公民意識的覺醒，令澳門民眾更積極關注公共議題，如隨

後於公眾假期間，集會抗議大陸自由行旅客數量超過澳門承受

能力等，此股力量對於澳門未來社會生態的影響，甚受各界關

注。 

 

三、司法仍維持獨立，惟司法效率及人員素質尚有提升

空間 

澳門司法體系在過去一年原則上仍維持其獨立性，尚未有

具體侵犯司法獨立運作案件發生。澳門特首崔世安在今年 10

月澳門司法年度會議中強調，司法獨立係澳門高度自治的重要

基石，移交後澳門已建立符合自身實際需要的司法體系，惟司

法程序之簡化工作仍待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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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府於去年通過「刑事訴訟法典」之立法，並於今年

1月 1日生效，其後「司法援助的一般制度」於 4月 1日生效

實施，期透過法律程序之優化，以提高司法效率，從而減輕司

法負擔。另外，澳門目前也積極推動與境外國家或地區洽簽司

法互助協定，包括與蒙古、香港的相關協定均在磋商中。 

輿論認為，澳門司法體系的軟硬體建設，仍然未能適應澳

門經濟、社會的急速發展，特別是在司法人員素質方面，已跟

不上實際需要，因而呼籲澳門政府應積極培訓司法人員。另有

部分人士意圖以輿論壓力影響司法判決的問題亦受關注。上述

情況持續發展，對於澳門司法體系是否有不利的影響，值予關

注。 

 

四、經濟持續成長，惟存在發展隱憂 

澳門經濟持續成長，但有博彩業獨大、通貨膨脹及所得差

距擴大等 3 方面隱憂。依據澳門政府統計，今年前 3 季經濟成

長率為 6％。相較於去年同期 10.5％的成長率，大幅衰退達 4

成左右，經濟似見疲態。其中，今年第 3 季經濟成長率為-2.1

％，更是近 5 年來首次出現的季度經濟負成長，主因為服務出

口大幅衰退，而這又與澳門產業主力－博彩服務出口持續下

跌，跌幅擴大至 12.3％有密切關聯。雖然《經濟學人》智庫（E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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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年 6 月發布的預測報告中，仍估計澳門今年與明年的平均

經濟成長可望達到 11％，但也預估明年經濟成長將降至 10.6

％。澳門政府經濟財政司對澳門整體經濟發展仍保持樂觀，並

稱雖然近期澳門博彩收益升幅縮小，但估計全年收益將與去年

持平。 

澳門今年 8 至 10 月失業率為 1.7％，仍保持在低點。由於

澳門產業結構過度集中在博彩旅遊業，致就業呈現高度單一

化，嚴重排擠其他新興產業之發展。對此，澳門政府在今年財

政年度工作總結中提出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加強扶持中小企

業、提升人力資源素質等措施，希望改善上述狀況。 

澳門今年以來物價呈持續上漲之勢，10 月份綜合物價指數

上升 6.18％，較今年 9 月上升 0.5 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房價

及餐飲價格上漲，尤其澳門房市居高不下，已有越來越多居民

前往珠海等地買房，高物價問題仍為民眾關切。 

去年世界銀行公布澳門人均 GDP 達 91,376 美元，居全世

界第 4 位，但同年之人均收入中位數約為 17,990 美元，顯示貧

富差距懸殊。一般認為，今年貧富差距情況更為惡化，輿論指

出，博彩業帶來之相關高收益，由外資及少數業主獨享，若未

妥善處理民生問題，恐因中下階層不滿，導致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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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陸澳持續融合，人流往來衍生問題受關注 

澳門移交後，大陸以澳門作為推進與葡語系國家關係的平

臺，除每年舉辦例行活動，亦設有常設性機制推動日常活動。

另大陸為支持澳門建設為世界旅遊中心的政策，安排澳門籌辦

今年 9 月第 8 屆 APEC 旅遊部長會議，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汪洋

並出席會議以示重視與支持。大陸大力扶持澳門的國際參與，

除經濟面考量外，亦有政治面之意涵。 

澳門與大陸在經濟發展、人員往來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持

續融合，惟持續增長的人流互動也衍生相關問題。如今年 7月

澳門舉辦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 17次年會暨工作組會議及技術

論壇，目的除表示支持澳門參與國際活動，主要仍在將內部反

貪活動延伸到澳門，阻絕澳門成為大陸罪犯洗錢管道。又如近

期大陸國務院批准粵澳間口岸延長通關時間的新安排，亦是雙

方為因應通關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通關查驗，以及假日人潮

對交通與生活品質的影響所提解決方案之一。此一新的通關安

排預計會加速粵澳兩地融合，紓解頻密人員往來所衍生出的問

題，但實際成效如何，仍待觀察。 

 

六、國際肯定澳門經濟發展，惟仍關切公民政治權利、

人權、新聞及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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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基本上肯定澳門過去一年的整體經濟發展，但對

澳門公民政治權利、人權、新聞及言論自由表達關切。 

美國傳統基金會於今年 1月發布 2014年度「全球經濟自

由度指數」報告指出，澳門經濟自由度在全球 178個經濟體中，

排名第 29名，在亞太地區則位居第 7，屬於「較自由」地區

(mostly free)。該基金會肯定澳門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及其

透明度的維護。美國國務院公佈的 2013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

告中，認為澳門政府在法律及在實務，原則都尊重宗教自由，

並給予肯定。 

美國國務院於今年 2 月發佈 2013 年全球人權報告，提及

澳門部分媒體記者投訴，因撰寫與政府立場相左的報導而遭到

行政處分，例如暫停職務、延遲升遷等。 

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於今年 10 月發

表之 2014 年度大陸人權法治報告指出，澳門政府並未「朝向

普及且公平的選舉制度」訂定過渡之時間表；而澳門仍存在新

聞自我審查及限制新聞自由的情形。報告亦關切澳門的言論自

由，提及有澳門學者因發表傾向民主的評論而遭解僱的事件。 

 

貳、臺澳實質關係持續提升，增進合作交流 

在過去一年，臺澳各項民間互動交流持續保持熱絡，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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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旅遊、文教，以及青年交流等各方面均有良好的互動，人

員往來也相當密切。 

在臺澳貿易方面，根據我財政部之統計資料，今年 1至 10

月臺澳間貿易金額約近 1.3億美元。在人員往來方面，根據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統計資料顯示，今年 1月至 9月臺灣赴

澳門的人數逾 37 萬 6 千人次，另澳門居民訪臺人數則約為 7

萬餘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33%。依據澳門政府統計，今年

1至 10月入境澳門之臺灣旅客居澳門外來旅客數之第 3位，僅

次於大陸及香港。 

繼陸委會主任委員王郁琦於去年8月27日訪澳，並與澳門

特首崔世安會晤後，臺澳官方互動持續提升。今年2月17日，

陸委會澳門事務處處長與澳門政府駐臺「澳門經濟文化辦事

處」主任在澳門簽署「臺灣與澳門間航空運輸協議」，該協議

於10月30日生效。相較於過去由臺澳航空業者簽署的舊航約，

此次「臺澳航約」新約彰顯了航權協議的官方性質，且客、貨

運容量班次均不設限，有效促進臺澳雙方經貿發展及觀光文化

交流。 

在臺澳雙方完成新航約的簽署及生效後，雙方將進一步推

動「臺澳互免航空企業稅捐」新約協商，並在既有基礎上推動

臺澳司法互助工作。 

此外，我政府亦放寬港澳生畢業後在臺定居之規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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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統計，102學年度在臺就學之澳門學生人數共有 4，480

人，佔所有在臺境外學生的第 2位。103學年度有 1,183位澳

門新生來臺就讀。為吸引港澳學生留臺工作，並有利我企業延

攬人才，我內政部於今年 6 月 10 日通過「香港澳門居民進入

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放寬在臺求

學之港澳生於畢業後，經許可工作居留連續滿 5年，且符合相

關居住及收入條件者，可以申請定居。過去大學應屆畢業的港

澳生倘申請留臺工作，平均月薪須達新臺幣 37,619 元，但自

103年 7月 1日起實施「評點配額」機制，以採計學經歷、薪

資、語言能力等多元審查標準，取代以往單一薪資審核門檻，

以利港澳生留臺工作。 

過去數年，臺澳關係在雙方共同努力下，獲得長足進展，

在崔世安特首展開新的任期後，臺澳雙方可望將在既有的穩定

基礎下，深化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推動臺澳關係的良性互動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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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一、臺澳交流活動及措施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4.2.17   「臺灣與澳門間航空運輸協議」在澳門由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澳門事務處處長盧長水與澳門政府駐臺「澳門經濟

文化辦事處」主任梁潔芝共同完成簽署。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新聞稿，2014.2.17 

2014.2.24 澳門旅遊局在臺北、高雄舉辦春酒及業界洽談會，旅遊

局局長文綺華聯同 20名澳門旅遊業代表出席。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2.24 

2014.3.11 本會澳門事務處在澳門旅遊塔舉行春茗活動。 大眾報、市民日

報，2014.3.12 

2014.3.21-24 澳門公職人員高爾夫球協會瞿國英會長率團一行 20

人，於 3月 21至 24日組團來臺交流。 

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143期港澳季報 

2014.3.27 臺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組團訪問澳門與澳門電影業

界代表交流。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3.28 

2014.3.3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應我紡拓會邀請，參與臺

北魅力展的活動。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14.3.30 

2014.4.8 著名詩人余光中教授應澳門基金會邀請，以文學藝術界

傑出人士駐校計劃作家身份進駐澳大，展開相關活動。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4.8 

2014.4.11 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在澳門舉行 2014 港澳人士遊

臺優惠活動推介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143期港澳季報 

2014.4.18-21 澳門匯業社會文化促進會一行 50人組團來臺交流，了

解臺灣高等教育及科技產業發展情形。 

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144期港澳季報 

2014.4.28  澳門旅遊局與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在臺舉辦《澳門遊藝

節》。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14.4.28 

2014.5.12-17 澳門臺商聯誼會及閩臺總商會一行 23人來臺交流，期

間拜會陸委會，就近期臺澳關係發展概況交換意見。 

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144期港澳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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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4.6.25-27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組團來臺北參加我外貿協會主辦

之「2014年臺北國際食品展覽會」。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14.7.1 

2014.7.23-31 澳門文化局澳門樂團首次訪臺，分別於臺北、新竹、高

雄、台中四巿進行巡迴演出。 

澳門日報，

2014.7.25 

2014.7.21-25 陸委會委託中華大學舉辦「103年港澳青年臺灣知性之

旅」，港澳大學計 52名港澳青年，與臺灣各青年學生

進行交流。 

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145期港澳季報 

2014.9.1-6 澳門媒體高層訪問團赴高雄、台南、嘉義、臺北，拜訪

新聞業界、相關教育機構、文創單位等。 

市民日報、華僑報

2014.9.2 

2014.10.14 由中華港澳之友協會與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共同舉

辦「2014臺澳關係論壇」活動於國立東華大學舉行，並

首次與花蓮縣政府合作，本次主題為「臺澳城市合作」、

「臺澳文創產業的亮點與前瞻」、「激盪中的臺澳創意

發展策略」3大主軸，透過臺澳之官員與學者進行研討，

增進交流與雙方互動。 

中央社，

2014.10.13民眾日

報，2014.11.14、

澳門日報，

2014.11.15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13 

二、澳門移交後之爭議事件 

     自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下旬，總計 2 件重大爭議事件。自 1999

年 12月至 2014年 12月下旬累計共 29件。 

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1 2014.5.25-2

9 

 

 

 

 

 

 

 

 

 

 澳門政府於 4月 28日將《候任、現

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

障制度》法案(「離補法案」)送交

立法會審議，由於法案涉及行政長

官及主要官員卸任後可獲極優厚之

待遇，引發澳門民眾強烈不滿。 

 約 2萬名澳門民眾於 2014年 5月 25

日遊行抗議，要求政府撤回「離補

法案」；5月 27日「離補法案」表決

當天，並有約 7 千位澳門民眾包圍

澳門立法會靜坐，要求撤回該法案。 

 2014年 5 月 29日，澳門行政長官崔

世安在政府總部進行記者會，並宣

布撤回「離補法案」。 

新華澳報，2014.5.6；市民日報，

2014.5.2；澳門日報，2014.5.26-28 

 

2 2014.7.7-9.

3 

 為推動澳門民主普選的發展，由「澳

門良心」、「青年動力」、「開放澳門

協會」3 個民間團體於今年 8 月 24

至31日(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前)發起

「特首選舉民間公投」。 

 該項公投發起單位申請在公共場地

辦理實體投票，但澳門政府否決。

活動亦遭澳門政府及澳門中聯辦批

判、打壓，甚至在實體公投時，發

華僑報、澳門日報、濠江日報、市

民日報，2014.7.31 

 

 

 

蘋果日報、澳門日報，2014.8.19； 

澳門日報、濠江日報，2014.8.25； 

正報，201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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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時間 紀事要點 來源 

生義工遭警方逮捕，致被迫暫停之

情形，但網路公投仍照常進行。 

 發起公投之團體 8月 31日下午 3時

於澳門政府總部門前公佈「民間公

投」結果表示，有 8，688人投票，

其中 8，259 票(約 95%)贊成 2019

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 

 

 

 

澳門日報，2014.9.1；華僑報，

20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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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移交 15 週年大事記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4.3.10 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持有人可免簽證入境摩爾多瓦共

和國停留最多90日，澳門亦對等給予摩爾多瓦共和國

相同待遇。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3.10 

2014.3.13 澳門與日本簽署《稅收信息交換協定》，協助締約雙

方提供相關稅務信息以查證跨境逃漏稅。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3.13 

2014.3.27  大陸與澳門環保部門更新《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環

境保護合作安排》，進一步加強雙方在環境政策和自

然生態保護研究等多方面的交流。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3.27 

2014.5.25 澳門民間團體發起「反離補」大遊行，反對政府提案

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

度》，據估算約有兩萬人參加。 

蘋果日報、華僑

報，2014.5.26 

2014.5.27 7千名澳門市民包圍澳門立法會靜坐，要求5月27日撤

回「離補法案」。 

正報、澳門日

報，2014.5.29 

2014.5.29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宣佈，撤回《候任、現任及離任

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5.29 

2014.6.29  澳門舉行第4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6.29 

2014.6.30 澳門特區護照持有人自即日起，可以旅客身份免簽證

入境紐西蘭，停留最多3個月。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6.27 

2014.7.18  第7次港澳合作高層會議在澳門舉行，澳門經濟財政司

司長譚伯源及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率團與會。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7.18 

2014.8.31 澳門舉行第4屆行政長官選舉，崔世安當選連任。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8.31 

2014.9.3  澳門與英國簽署《稅收信息交換協定》。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9.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E%B3%E9%96%80%E8%89%AF%E5%BF%83%E5%8F%8A%E6%BE%B3%E9%96%80%E5%85%AC%E8%81%B7%E4%BA%BA%E5%93%A1%E5%8D%94%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6%A1%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6%A1%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99%E4%BB%BB%E3%80%81%E7%8F%BE%E4%BB%BB%E5%8F%8A%E9%9B%A2%E4%BB%BB%E8%A1%8C%E6%94%BF%E9%95%B7%E5%AE%98%E5%8F%8A%E4%B8%BB%E8%A6%81%E5%AE%98%E5%93%A1%E7%9A%84%E4%BF%9D%E9%9A%9C%E5%88%B6%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0%99%E4%BB%BB%E3%80%81%E7%8F%BE%E4%BB%BB%E5%8F%8A%E9%9B%A2%E4%BB%BB%E8%A1%8C%E6%94%BF%E9%95%B7%E5%AE%98%E5%8F%8A%E4%B8%BB%E8%A6%81%E5%AE%98%E5%93%A1%E7%9A%84%E4%BF%9D%E9%9A%9C%E5%88%B6%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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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14.9.13-1

5 

第8屆APEC旅遊部長會議在澳門舉行，會後並發佈《澳

門宣言》。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9.8 

2014.10.23-

26 

「第 19 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在澳門舉行。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10.15 

2014.12.1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公布澳門第 4 屆政府主要官員名

單。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12.1 

2014.12.11 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公布澳門第4屆政府行政會委員。 澳門政府新聞

稿，201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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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資料 

（一）臺澳貿易 

今(2014)年 1~10 月，臺澳貿易金額近 1.3 億美元。

其中，臺灣對澳門出口約 1.2億美元，臺灣自澳門進

口約 0.1億美元 (臺澳貿易金額按月趨勢如下圖)。 

10.4

12.6
11.6

14.8

12.2 12.3 12.3
13.413.713.7

0

2

4

6

8

10

12

14

16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金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 

 

（二）臺澳人員往來 

今年 1~9月，臺灣赴澳門人員約為 37萬 6千餘人次。

澳門居民訪臺則約為 7 萬餘人次(臺澳人員往來按月趨勢如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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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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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門失業率 

        今年 8月至 10月的失業率為 1.7%，較去年同期下降

0.2個百分點(澳門今年 1-10月失業率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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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