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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移交 21週年情勢研析 

 

 政治運作雖如常，惟強化國安作為引發限縮人民自

由及權利疑慮。 

 疫情重挫經濟表現，經援措施拉抬效應有限。 

 推進勞動保障及市政建設，交通及環保問題仍待改

善。 

 中共續循粵港澳大灣區架構，加速深化陸澳融合。 

 國際肯定澳門經濟表現，惟持續關切澳門民眾之政

治參與、集會及新聞自由問題。 

 澳方對臺澳關係較前消極，希澳方以人民福祉為念，

推動雙方關係正向發展。 

 

壹、整體評析 

    澳門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移交中國大陸，我政府為維

持對澳政策的一貫性與持續性，在澳門仍能維持其自由經濟

制度與自治地位之前提下，將澳門定位為有別於中國大陸其

他地區之「特別區域」，維持臺澳人民各項關係直接往來。

爰每年就澳門各層面發展與臺澳關係現況提出報告；此為第

21 份報告，觀察時間為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中旬。 

    整體而言，澳門政治運作雖如常，惟澳府通過「司法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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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修訂案」，增設國安執法機構，澳府官員並表示將補強

澳門國安法之程序法，相關分析認為此預示澳門國安法恐不

再僅是聊備一格，澳門居民之人權及自由前景增添變數。 

    以博彩旅遊業為主體的澳門經濟，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疫情劇烈衝擊，經濟增長大幅衰退，失

業問題愈益浮現。惟疫情並未減緩陸澳融合進程，年來橫琴

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旅檢區域正式移交澳門，澳門

官員頻赴北京，澳府並與陸方持續推進智慧財產、證券監管

等各領域交流合作。然輿論擔憂，陸澳融合的加速與深化，

恐使澳門特有文化與自由空間逐漸流失。 

    綜合國際社會有關澳門情勢之報告，澳門連續 12 年獲

國際組織評為「較自由」的經濟體，經濟表現受肯定，亦獲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委任為轄下「亞太區聯合小

組」共同主席。惟相關報告指澳門經濟自由仍受到諸多因素

阻礙，包括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足、缺乏有效的監管改革

等；主要國家並仍持續關切澳門民眾的政治參與、集會及新

聞自由等議題。 

    臺澳人員、經貿往來受到肺炎疫情影響，不若以往熱絡。

澳府 2021 年度施政報告雖稱，將務實開展並穩步推進與臺

灣在文化、旅遊、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惟對推動臺澳

關係實較前消極。我方希澳方能以保障兩地人民權益及福祉

為念，促進臺澳關係正向發展。 

謹就澳門移交第 21週年（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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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整體情勢發展評析如次： 

一、 政治運作雖如常，惟強化國安作為引發限縮人民

自由及權利疑慮 

過去一年，澳門政治運作雖如常，惟受中共「總體國家

安全觀」之驅策，以及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影響，澳

門先後通過實施「民防法律制度」、「司法警察局修訂案」，

以進一步強化國家安全作為。 

本年 9 月 15 日實施之「民防法律制度」，源起於澳府因

2017 年天鴿颱風嚴重災損，爰推動革新民防法制。該法草案

中有關懲處虛假訊息之條文，始終爭議不斷，並歷經多次修

改，最終定案為第 26 條「突發公共事件下的妨害公共安全、

秩序及安寧罪」，對於意圖引起公眾不安，編造並傳播與突

發事件及其應對行動相關虛假資訊者，將處以徒刑或罰金。

輿論認為該條文定義模糊，擔憂言論自由遭變相限縮，並質

疑該法條係刻意加強對澳門社會言論之控制。 

澳門雖在 2009 年即制訂維護國家安全法，惟當時澳府

並未設立相應之執法機構。本年 10 月 12 日「司法警察局修

訂案」生效，經由重組司法警察局架構，將國安犯罪及網路

安全案件正式列為該局職能，並新增保安廳及 6 個國安相關

機構（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處、國家安全罪案調查處、國家安

全行動支援處、國家安全事務綜合處、恐怖主義罪案預警及

調查處、網絡安全處），以配合行使維護國安職權。另「司

法警察局修訂案」允許澳府毋頇公布國安執法人員名單，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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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執法人員不一定由澳門居民擔任，引發輿論產生「秘密

警察」之聯想與爭議。 

除澳府重組司法警察局、增設國安執法機構外，澳門特

首賀一誠及澳府官員接連表示，將補強澳門國安法之程序法，

及就執行機構提出配套。相關分析認為，此預示澳門國安法

不再是備而不用，是否將進一步限縮澳門民主人士參與 2021

年舉行之第 7 屆立法會選舉，以及影響澳門人權自由等，值

續密注。 

此外，澳門民間團體擬辦理之「八九民運」展覽及相關

紀念活動，今年均不能舉辦，為 30 年來首次。另原訂本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8 日在澳門舉行之「世界新聞攝影展」，無

預警提前落幕，外界疑與展出香港「反送中」照片有關。 

在司法與法制方面，澳門特首賀一誠 10 月 14 日出席司

法年度開幕典禮時表示，澳府將堅定維護司法獨立。據媒體

統計，澳門現有 4 名葡籍法官，比例較以往下降；由於部分

法律界人士認為，任命外籍法官係彰顯「一國兩制」和法治

原則，相關發展亦是各界觀察澳門實施「一國兩制」之重要

指標。 

 

二、 疫情重挫經濟表現，經援措施拉抬效應有限 

    2020 年澳門經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前三季經濟成長率（GDP）分別為-48.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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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澳府雖提撥逾 500 億澳門元作為經濟援助，及推出

消費、水電費、旅遊補貼及中小企業特別援助等多項措施，

惟受大環境因素影響，對澳門總體經濟之拉抬效應有限。澳

府預測，全年經濟表現難見起色。 

澳門經濟重要支柱-旅遊博彩業，過去約占總體 GDP 約

50％，受疫情衝擊，今年前 11 個月博彩收入按年大跌 80.5

％。中國大陸雖自 8 月 12 日起，逐步恢復辦理陸客赴澳門

旅遊簽證，然仍難挽頹勢。而博彩及旅遊業收益大幅減少，

亦造成澳門整體失業率上升，2020 年第三季澳門居民失業率

為 4.1%。 

產業缺乏多元性、過度依賴博彩旅遊業，為澳門經濟長

期以來的軟肋；此次疫情的衝擊，更在在暴露其致命傷。澳

門特首賀一誠於今年 4 月 20 日施政報告表示，要促進經濟

適度多元發展；其後 11 月 16 日施政報告又續提此一目標，

重申協助企業轉型升級、加快發展現代金融業、培育跨境電

商產業等。評論認為，顯然賀就任半年來以來，相關政策的

推展成效不彰；另近期報告鼓勵發展「澳門製造」，值予觀

察。 

澳門現有澳博、銀河、永利、美高梅、威尼斯人、新濠

博亞 6 家博彩業者，其中澳博、美高梅之賭牌於今年 3 月 31

日到期，獲續牌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與另外 4 家博企之賭

牌效期一致。澳門特首賀一誠 8 月 12 日表示，現階段以恢

復經濟工作為主，暫不會處理賭牌重新競投事宜；11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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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稱將完善博彩業法制建設，亦未具體回應續牌問題。後續

政策動向以及外界關注永利等具美資背景博企能否順利續

牌，值予密注。 

 

三、 推進勞動保障及市政建設，交通及環保問題仍待

改善 

    澳府在今年通過「僱員的最低工資」，並修訂「勞動關

係法」，強化對勞工保障。澳府估計約有 3,100 名澳門本地雇

員受惠於最低工資標準（時薪 32澳門元，月薪 6,656澳門元），

惟在法案生效前夕，傳有 4 家旅行社遣散約 200 名員工，業

界人士料將續增加。在疫情重創經濟之際，相關法案成效顯

暫受侷限，對未來澳門勞資關係之影響，有待觀察。 

    為優化澳門城市空間格局，澳府 9 月 3 日公布「澳門特

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案」，針對土地利用、

交通運輸、公用設施、基礎建設、文化遺產、城市景觀、都

市更新及防災、環境保護等，提出初步構想並進行公眾諮詢。

惟輿論認為，草案在外界所詬病的交通問題上，並未提出有

效應對方案，對於環保生態之規劃亦有不足，整體而言仍是

「發展凌駕保育」；倘要實現宜居城市的目標，仍有距離。 

在治安方面，2020 年前三季共立案調查 7,092 宗犯罪事

件，較去年同期減少 33.1%，其中非法禁錮、高利貸等罪案

大幅減少近 9 成，暴力、販毒分別減少 67.7%、43.6%；惟網

路詐騙案件數較去年同期大增 42.6%。一般分析認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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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係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有關。 

據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本年 4 月 30 日公布調查，澳門

居民上網率突破 9 成，其中 18 歲至 40 歲澳門居民上網率達

100%；受疫情影響，帄均上網時間較去年增長。「微信」是

為最普及之社交帄臺，惟網路聲量及民意的重要表達管道則

是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四、 中共續循粵港澳大灣區架構，加速深化陸澳融合 

過去一年來，澳門與中國大陸以合作開發橫琴為重心，

續在粵港澳大灣區架構下深化融合。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

相關延伸區旅檢區域於今年3月18日移交澳門，適用澳門法

律管轄，澳門海關、治安警察局等機關陸續派員進駐。8月

18日，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通，該口岸採「合作查驗、

一次放行」模式，使粵澳通關從「兩地兩檢」變成「一地兩

檢」。另4月9日，澳門與珠海舉行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

簽約儀式，建成後將交澳府指定機構營運，旨在促進兩地社

會民生融合。 

此外，澳門與中國大陸持續推進智慧財產、證券監管等

各領域交流合作；包括與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簽署「關

於深化在知識產權領域交流合作的安排」，與中國大陸證券

監督管理委員會簽訂有關跨境金融之合作備忘錄。 

年內除澳門特首賀一誠8月訪中共中央部委、9月至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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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20年泛珠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外，社會文化司

長歐陽瑜、保安司長黃少澤、行政法務司長張永春亦紛訪北

京。其中黃少澤所率領之澳門紀律部隊代表團，獲中共中央

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接見，並拜訪應急管理部、海關

總署及出入境管理局等部委，探討相關培訓及聯合演練事

宜。 

    中共中央於「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十四五」規

劃及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涉港澳部分提及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堅決防範

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以及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中國大陸發

展之政策措施等，相關指導原則將是澳府續推陸澳關係之工

作方針。惟有輿論擔憂，陸澳融合的加速與深化，恐使澳門

特有文化與自由空間逐漸流失。 

 

五、 國際肯定澳門經濟表現，惟持續關切澳門民眾之

政治參與、集會及新聞自由問題 

澳門過去一年的整體經濟表現，大致獲國際社會肯定。

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今年3月公

布之2020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澳門連續12年獲

評為「較自由」經濟體，總體經濟自由度評分為70.3分，較

2019年下跌0.7分；排名全球第35位、亞太地區第9位，分別

較去年度下降一位及持帄。另據國際會議協會（ICCA）5月

發表之「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澳門名列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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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位，較前一年度上升23位。然相關報告亦指，澳門經濟

自由仍受到諸多因素阻礙，包括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足、

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足、缺乏有效的監管改革等。 

年內澳府續推動國際參與，澳府金融情報辦公室主任經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全體會員通過，獲委任為其轄下「亞太區聯合小組」共同主

席。澳府稱，此代表國際組織認同澳門之打擊洗錢及恐怖主

義融資工作，並有助提升澳門國際參與形象。 

惟綜合美方及歐盟年來發表之澳門觀察、人權情況等報

告，咸認澳府以維穩為重，極力預防可能挑戰中共中央管治

的民主勢力，澳門政治反對派力量仍然有限，公民社會並不

致力發聲；而澳府收緊負面消息的發布，傳媒、學術界時有

自我審查情形。相關報告鼓勵澳府在特首及立法會選舉上強

化公眾參與，就特首及立法會普選訂定時間表。另指澳府去

年以威脅內部安全為由，禁止多名香港示威者入境澳門，澳

門警方亦不允許社會舉行抗議香港警方之活動，限制民眾和

帄集會自由。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則於8月要求澳府回應多項人權

問題，包括禁止民眾「六四」集會、拒絕外地記者入境之案

例增加、違反澳門國安法的案件何以僅能由中國籍法官審理，

以及會否建立獨立的人權組織等。顯示澳門民眾的政治參與、

集會及新聞自由等，仍是國際社會關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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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澳方對臺澳關係較前消極，希澳方以人民福祉為

念，推動雙方關係正向發展 

    臺灣與澳門在過去一年的人員、經貿往來，受到肺炎疫

情等因素影響，不若以往熱絡。2020 年 1 至 10 月臺澳貿易

約 0.77 億美元，同比下降 10%。臺灣赴澳人數約 9.3 萬人，

同比減少89.6%；澳門來臺人數約1.5萬人，同比減少約88%。

109 學年度申請來臺就讀澳門學生人數為 823 人，較去年減

少 17.4%。另澳門來臺就讀學生雖一度因我方邊境管制、暫

緩入境，惟 6 月後順應國內疫情趨緩，已分批解禁。 

    澳府 2021 年度施政報告雖稱，將務實開展並穩步推進

與臺灣在文化、旅遊、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惟澳門特

首賀一誠 11 月表示，現時不能將臺灣視為肺炎疫情低風險

地區，顯示對臺澳關係實消極以對。近年來，我方始終秉持

善意、互惠及務實態度，推動雙方關係發展。希澳方亦應善

意相向，以保障兩地人民權益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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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錄 

一、2020 年臺澳交流活動 

時間 內容 

2020.1.1 本會澳門辦事處假澳門國父紀念館辦理元旦活動。 

2020.8.10 

-2020.8.14 
本會辦理「2020 年在臺港澳學生見學走讀營」。 

2020.8.31 

-2020.9.5 
本會辦理「2020 金門體驗營」。 

2020.10.10 本會澳門辦事處辦理慶祝雙十活動。 

2020.11.11 

-12 月底 
本會辦理「2020 年臺港澳學生關懷列車」。 

2020.11.17 

-2020.12.19 
本會辦理「2020 年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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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移交後之爭議事件  

自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中旬，總計 1 件爭議事件。自 1999 年 

12 月 至 2020 年 12 月中旬累計共 36 件。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20.5.13 

 澳門「六四」相關紀念活動 30 年來首次遭禁:澳門民

主發展聯委會（下稱民聯會）擬辦理之「八九民運圖

片資料展覽」，原獲市政署同意，但隨後又遭取消；

而民聯會、新澳門學社申請舉辦之「六四」紀念集會

活動，則均遭澳門治安警察局以防疫為由禁止，為 30

年來首次。 

世界日報，

2020.5.13 

BBC中文網，

2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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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移交第 21 週年大事記 

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20.1.13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出席中華（澳門）金融資產交

易股份有限公司與盧森堡證券交易所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

儀式。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13 

2020.1.14 

 澳門與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簽署「就民商事案件相

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修改文本。 

 特首賀一誠與匈牙利外交與對外經濟部部長彼得·西

雅爾多一行會面，雙方就加強經貿、文化、教育、體

育等領域合作交換意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14 

2020.1.21 澳府設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21 

2020.2.4 特首賀一誠宣布澳門博彩業暫停營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2.4 

2020.2.19 澳門行政公職局更新法人選民清單。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2.19 

2020.3.14 

粵澳舉行橫琴深度合作區工作會議，雙方就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加快落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交換意

見。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3.14 

2020.3.18 澳珠兩地零時舉行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移交儀式。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3.18 

2020.4.9 澳門與珠海舉行橫琴「澳門新街坊」項目簽約儀式。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4.9 

2020.4.20 特首賀一誠發表2020財政施政報告。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4.20 

2020.4.29 澳門發布「粵港澳大灣區氣象發展規劃（2020-2035年）」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4.29 

2020.5.18 

 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參與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

視訊會議。 

 特首賀一誠赴北京列席「全國人大」會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5.18 

2020.6.3 

 特首賀一誠前往廣州，與廣東省省委書記李希、省長

馬興瑞會面，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落實「橫

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及推動兩地防疫合作等事宜，交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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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換意見。 

2020.6.19 
特首賀一誠會見港府保安局長李家超，講述澳門國安法立

法經驗。 

香港電臺網站， 

2020.6.19 

2020.6.29 
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與澳門金融管理局就粵港

澳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發布聯合公告。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6.29 

2020.7.9 特首賀一誠主持經濟發展委員會2020年全體會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7.9 

2020.8.12-17 

特首賀一誠率領澳門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北京，就推動粵

澳（橫琴）深度合作區和防疫抗疫等工作，與中國大陸相

關部委會面交流。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8.11 

2020.8.18 橫琴口岸新旅檢區域正式開通。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8.18 

2020.8.22 粤港澳簽訂海事合作協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8.22 

2020.8.26 澳府與中國大陸簽訂深化知識產權交流合作安排。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8.26 

2020.9.3 
澳府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草

案」。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9.3 

2020.9.6-9 澳府社會文化司長歐陽瑜訪北京。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9.10 

2020.9.14-18 澳府保安司長黃少澤訪北京。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9.18 

2020.9.16-18 
澳門特首賀一誠至海南出席2020年泛珠區域合作行政首長

聯席會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9.14 

2020.9.15 「民防法律制度」正式實施。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8.21 

2020.9.24 特首賀一誠主持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9.24 

2020.9.25 澳府行政法務司長張永春訪北京。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9.25 

2020.9.26 
澳門駐臺辦事處主任何永慧因個人因素起離任，遺缺由該

辦第一職階一等技術員林智綺代理。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9.23 

2020.10.12 「司法警察局修訂案」生效。 澳門政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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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資料來源 

2020.10.6 

2020.10.21 

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第15次例會在澳門舉行，並發布「中

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成立15周年成效與展望第三方

評估」報告。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0.21 

2020.10.22 

澳門舉行「第25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澳門國

際品牌連鎖加盟展2020」及「2020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

展（澳門）」。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0.22 

2020.11.10 澳門舉行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首屆大會。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1.10 

2020.11.16 特首賀一誠發表2021財政施政報告。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1.16 

2020.12.3 
澳府行政法務司長張永春赴北京參與涉澳外交條約法律工

作年度磋商。 

澳門政府新聞稿，

2020.12.3 

2020.12.20 澳門移交21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