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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移交 23週年情勢研析 

 

 政治及司法運作以國安為重心，持續落實「愛國者

治澳」。 

 受疫情衝擊經濟形勢嚴峻，多元經濟策略能否奏效

仍待觀察。 

 人口增速放緩老化指數攀升，經濟下行牽動社會穩

定。 

 加速深化粵澳經貿法制協作融合，跨境服務成效滿

意度未顯。 

 積極推進中葡經貿合作平臺，國際社會持續關注人

權自由議題。 

 密注澳門情勢務實推動交流，維護國家安全及人民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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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爰每年

就澳門各層面發展與臺澳關係現況提出研析報告，本報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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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時間為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中旬。 

    整體而言，過去 1 年澳門政治運作以完善國安法規機制、

深化「愛國者治澳」為重心。澳府大刀闊斧展開「維護國家

安全法」修法，社會雖無激烈反彈，但仍浮現質疑聲音。澳

門自評司法機關維持獨立，惟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澳

門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情形，審議委員以

2021 年民眾集會遭禁及立法會議員參選人遭 DQ 之相關判

決，關切澳門終審法院不諳公約準則；另美國、歐盟報告亦

擔憂澳門人權自由受限，美國並將澳門列入人口販運黑名單。 

 受 COVID-19 疫情嚴重衝擊，澳門主要工商業活動一度

停擺，GDP 連續 3 季負成長，失業率亦節節上升，經濟形勢

趨嚴峻。澳門因疫情升溫一再進行全民核酸檢測，政府經濟

援助計畫遭批不公，引發澳門社會矛盾。與此同時，陸澳經

貿關係更趨緊密，並加速深化粵澳經貿法制協作融合。此外，

澳門在不景氣中完成備受矚目的博彩法修法，課予博彩企業

（下稱博企）更多社會責任及國安條件；新一輪賭牌競投結

果揭曉，現有 6 家博企獲續牌 10 年，後續發展值予觀察。 

 臺澳關係仍受兩岸局勢及疫情影響，我方將續密注情勢

變化，務實推動交流，強化風險管控，以維護國家安全及增

進人民福祉。 

    謹就澳門移交第 23 週年（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2

月）之整體情勢發展評析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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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及司法運作以國安為重心，持續落實「愛

國者治澳」 

    過去 1 年來，完善國安法規與機制為澳門政治發展主要

方向。2022 年 8 月 22 日，澳府宣布展開為期 45 天的「維護

國家安全法」修法公眾諮詢，透過諮詢會、講解會、信函、

電話、傳真及電子等方式，共蒐集到 5,937 份建議，並整理

出 111,049 條意見，其中同意意見占 93.37％，不同意意見占

0.4％。相較於 2008 年澳府就澳門基本法 23 條立法所進行的

公開諮詢，本次諮詢文本僅有修改建議、未見條文草案，輿

論認為資訊清晰度不如以往，諮詢工作似流於形式及造勢。 

    諮詢文本提出的部分修改建議，亦引發民間不同看法。

如「教唆或支持叛亂」等新增罪名，超出澳門基本法 23 條所

定七宗罪1；規管範圍由「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擴展為「組織

或團體」，影響對外交流。此外，有意見擔憂修法增訂「提供

活動資料」、「情報通訊截取」等措施，恐將警方情蒐作為及

手段合法化，並指澳府與民間的關係不若香港緊張，質疑向

「港版國安法」看齊的修法力度過重。修訂案於 12 月上旬送

交澳門立法會審議，後續發展值予密注。 

    另澳門特首賀一誠 2022 年 11 月 15 日施政報告指出，

2023 年將著手修改立法會選舉制度，及加強公務人員「愛國

愛澳」和維護國安方面之教育培訓，澳府亦表態擬完善公務

                                                      
1 「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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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宣誓制度。顯示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將是澳門政

治發展另一重心。 

    在司法運作方面，賀一誠 2022 年 10 月 19 日出席活動

強調，澳門自移交以來，司法機關嚴格遵守澳門基本法，獨

立行使司法權，澳府亦始終尊重及維護司法獨立。澳府 10 月

10 日公布任命中級法院法官唐曉峰為新任中級法院院長，此

係澳門移交以來中級法院以上領導層首次調整。相關評論以

唐曉峰 2021 年擔任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時，曾

祭出「愛國七條」審核參選人資格，導致 21 名民主派人士遭

「DQ」，認為此一人事任命反映司法機關亦須切合「愛國者

治澳」之用人原則。 

 

二、 受疫情衝擊經濟形勢嚴峻，多元經濟策略能否奏

效仍待觀察 

    2022 年受 COVID-19 疫情嚴重衝擊，澳門主要工商業活

動一度停擺。前 3 季 GDP 連續負成長，第 3 季經濟成長率

負 33.4%；失業率逐季攀升，開年首季 3.5％，至第 3 季已達

4％；第 3 季總體就業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 14,000 澳門

元，同比下跌 12.5％；首 3 季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1.11

％。另入境旅客人數持續回落，2022 年首三季計 436.4 萬人

次，同比下滑 24.2％。至於澳門經濟支柱－博彩收入亦遠低

於澳府預期，前 11 個月計 387.16 億澳門元，同比減少 50.9

％，經濟形勢面臨罕見的下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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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1 年澳門經濟發展最重要事件，首推博彩法修法通

過及新一輪賭牌競投。2022 年 6 月 21 日，澳門立法會通過

修訂「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新法重點包括：明訂

賭牌批給上限 6 個，批給期限不超過 10 年，最多可延長 3

年，且禁止再轉批給；倘相關經營活動有危害國家及澳門安

全情形，特首可解除經營批給。澳門立法會繼之於 12 月 15

日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務制度」，

復以澳府宣告將立法打擊不法賭博，凸顯強化規管趨勢。 

    新一輪賭牌競投結果於 11 月 26 日揭曉，澳門現有 6 家

博彩企業全部獲批，按分數排名依序為美高梅、銀娛、威尼

斯人、新濠、永利、澳娛；馬來西亞雲頂集團旗下的 GMM

公司則排名第 7，未能突圍。相關評論指，獲選的 6 家博企

均是長年深耕澳門，已投入巨資且雇用大量澳門居民，應為

勝出之有利因素；既有經營格局不變或反映當局穩定考量，

惟新法課予業者更多社會責任，會否因此影響營收，連帶牽

動澳府財稅、民眾紅利等，值予關注。 

    澳門博彩業「一業獨大」原即具風險，疫情衝擊更凸顯

其經濟結構單一問題。澳門特首賀一誠於施政報告勾勒「1+4」

多元經濟策略，即綜合旅遊休閒業，加上大健康、現代金融、

高新科技、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四大重點產業，並訂下非博

彩業占澳門生產總值比重達 6 成之目標。未來如何推動落實，

將是後續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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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口增速放緩老化指數攀升，經濟下行牽動社會

穩定 

    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布之 2021 人口

普查結果（2021年 8月調查），澳門總人口約 68 萬 2,070 人，

較 2011 年人口普查增加 23.5%，年平均增長率為 2.1%，低

於 2001 至 2011 年間的 2.4%，增速放緩。65 歲以上長者較

2011 年大增 107.2%，計 8 萬 2,812 人，占總人口 12.1%，較

前次調查增加 4.9％，老化指數也上升 23％至 83.7%。 

  澳門立法會於 7 月 22 日通過「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

度」，8 月 1 日起生效（其中第 9 條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

該法案明定針對恐怖主義、危害國安、販賣人口、賄賂、洗

錢等 12 類可截取通訊之犯罪，得要求電信營運者、網路通訊

服務業者提供、保存通訊紀錄。針對部分意見擔憂該法恐侵

犯人民通訊自由，澳府強調通訊截取須經法官批准，已有全

世界最嚴格的監督制度。 

 另 2022 年前 3 季澳門整體治安尚可，刑事立案計 7,329

宗，較 2021 年同比減少 16.7%。惟在過去 1 年，疫情的急劇

升溫及經濟萎靡的大環境，使得澳門社會矛盾暗潮洶湧。澳

府進行多次全民核酸檢測，已引發民怨；澳府雖推出百億抗

疫經援計畫，但首輪經援並非全民受惠，多名立法會議員批

評不公，製造民眾對立及社會分化；澳門中華總商會向澳府

提交「第二個百億」經援建議，提出發放 3,000 澳門元消費

卡以關懷外地雇員，更激起民間極大爭議。據媒體報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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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名澳門居民穿著印有「無工開、無飯食」標語上衣表達

訴求，反映疫情及不景氣的煎熬，已在一定程度上牽動社會

穩定。 

 

四、 加速深化粵澳經貿法制協作融合，跨境服務成效

滿意度未顯 

    2022 年陸澳關係更趨緊密。組織人事相關發展包括，中

國大陸國務院 3 月任命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為澳門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鄭新

聰和中聯辦公關部部長殷樹華為「國家安全技術顧問」。另澳

門中聯辦人事亦有調整，5 月 30 日鄭新聰升任澳門中聯辦主

任（同時出任澳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11 月 30 日港澳

辦副主任黃柳權調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 

    在經貿層面，中國大陸財政部繼 2019 年後，再於澳門發

行 30 億人民幣國債，廣東省則是繼 2021 年後，再於澳門發

行 20 億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支撐澳門擴大債券市場

規模。中國人民銀行與澳門金融管理局續簽「貨幣互換協議」，

以助澳門拓展金融產業及人民幣業務。另中國大陸居民赴澳

門電子簽證於 11 月恢復申辦，在為澳門經濟注入資源的同

時，也凸顯其對中國大陸的高度依賴。 

    在法制層面，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與澳門於 2 月 25 日

簽定雙方「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澳府指此係深

化陸澳民商事司法法律規則銜接的新探索。此外，澳門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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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地方政府的交流合作持續進行，如 9 月 15 日召開粵

澳合作聯席會議，簽署「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協

作備忘錄」、「關於建設『粵澳社保一窗通』（橫琴專窗）備忘

錄」、「粵澳政務服務跨境通辦合作備忘錄」、「關於加強粵澳

教育交流與合作框架協議」，以及「粵澳科技創新交流合作協

議」等 5 項文件；12 月 14 日舉行珠澳合作會議，就國際、

教育之交流合作簽署文件。 

    隨著陸澳的融合聯通日益升高，越來越多澳門居民在兩

地跨境生活。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大灣區工作委員會等組織

11 月 14 日發布之調查顯示，跨境生活的澳門居民對跨境法

律服務、公共服務，以及社區勞動就業服務滿意度僅 37％；

建議政府適當放寬澳門社團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粵港澳

大灣區業務活動的限制，以加強服務跨境生活的澳門居民。 

 

五、 積極推進中葡經貿合作平臺，國際社會持續關注

人權自由議題 

    2022 年澳門持續發揮中國大陸與葡語國家合作平臺之

角色，4 月 10 日舉行「2022 年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

壇」部長級特別會議，會議除聚焦推進相關方面貿易投資自

由化、便利化，及基礎設施聯通與產能合作，並強調續加強

疫苗、藥物以及衛生領域合作，宣布在澳門設立中國─葡語

國家防疫交流中心，共同完善全球衛生治理體系。年內澳門

並舉行「中國與葡語國家智庫論壇」，澳府亦與中國大陸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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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於上海合辦中葡主題論壇，協助陸澳企業對接。 

    7 月間，澳府就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相關規定的第 2 次報告（首次審議報告為 2013 年），接受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有審議委員以澳門警方禁止「六四」

集會、立法會選管會 DQ 立法會議員參選人等案件之判決，

質疑澳門終審法院不諳公約標準；有委員則關切澳門是否向

中國大陸移交逃犯，以及廉政公署遲未公布工作年報、同性

婚姻、外僱權益等議題。審議結果促澳門應依公約保障民眾

集會及外籍僱工權利。 

    此外，歐盟於 5 月發表「2021 年澳門年度報告」，指「一

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行情況已損害澳門人民的政治權利和基

本自由，並提及 2021 年立法會議員選舉投票率創新低，以及

媒體自我審查等，另稱邊境管制妨礙歐盟駐港澳官員訪澳，

已影響其工作及官方聯繫。美國 4 月公布之「2021 年度國別

人權報告」，亦關切澳門人民的參政權利、言論自由、和平集

會自由愈遭限制。 

    另美國國務院 7 月 19 日發布之「人口販運問題年度報

告」，將澳門列為第 3 類最差黑名單。該報告指出，澳府已連

續 3 年未替人口販運受害者提供援助，且自 2018 年起未對

人口販運者提起任何訴訟，2019 年起未將人口販運者定罪。

此外，未替家庭僱傭訂定勞動標準法，2021 年雖裁定 1,758

起勞動爭議案件但未公布審查結果，亦未對企業派駐海外人

員進行反人口販運培訓。澳府辯駁稱，澳門在販賣人口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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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保持低案發率，對美方論斷表示反對及遺憾。 

 

六、 密注澳門情勢務實推動交流，維護國家安全及人

民福祉 

    臺澳關係續受兩岸關係及肺炎疫情影響，在人員往來方

面，2022 年 1 至 10 月，國人赴澳人數約 5.5 萬人，同比減少

約 5.6％；澳門居民來臺人數約千人，與去年同期相近。在澳

生來臺就學方面，111 學年度申請來臺就讀的澳門學生計 522

人，較去年 724 人減少近 2 百人。另據澳府統計，受聘於澳

門公司的臺籍員工人數，由 2020 年 2 月疫情爆發前的 1,671

人，至 2022 年 9 月已大減至 638 人。 

    臺澳民間實體交流參訪活動受疫情影響，未見明顯復甦。

經貿方面略有回溫，2022 年 1 至 11 月臺澳貿易額約 1.08 億

美元，同比增長 3.8%。惟年內澳府曾 2 度公告於臺灣進口的

芒果外包裝驗出新冠病毒，並暫緩進口為期 1 周。 

    我駐澳人員簽證獲續期，駐館維持為民服務及業務運作。

展望未來臺澳關係發展，我方將續密注情勢變化，務實推動

交流，強化風險管控，以維護國家安全及增進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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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錄--澳門移交第 23 週年大事記 
時間 內容 

2021.12.21-24 澳門特首賀一誠赴北京述職。 

2022.2.14 澳府公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2020-2040）」。 

2022.2.25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與澳門簽定雙方「就仲裁程序相互協

助保全的安排」。 

2022.3 

中國大陸國務院任命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為澳門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鄭

新聰和中聯辦公關部部長殷樹華為「國家安全技術顧問」。 

2022.4.7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 2022 年度首次全體會議。 

2022.4.10 

「2022 年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部長級特別會議

在澳門舉行，同日在澳門成立「中國—葡語國家防疫交流中

心」。 

2022.5 歐盟發表「2021 年澳門年度報告」。 

2022.5.30 
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鄭新聰升任該辦主任，同時出任澳門國安

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2022.6.7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布 2021 人口普查結果。 

2022.6.21 澳門立法會通過修訂「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 

2022.7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澳門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相關情形。 

2022.7.11-23 

澳門因應 COVID-19 疫情實施「相對靜止管理」措施，暫停

所有工商業活動的公司和場所營運（維持社會運作及居民生

活必要者除外）。 

2022.7.19 
美國發布之「人口販運問題年度報告」，將澳門列為第 3 類

最差黑名單。 

2022.7.22 澳門立法會通過「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 

2022.8.22 
澳府宣布展開為期 45 天的「維護國家安全法」修法公眾諮

詢工作。 

2022.9.1 
中國大陸外交部駐澳公署為符合條件的在澳外籍人士赴橫

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提供更加便利的簽證措施。 

2022.9.7 中國大陸在澳門發行 30 億元人民幣國債。 

2022.9.12 澳門舉行「中國與葡語國家智庫論壇」。 

2022.9.15 
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召開，雙方簽署「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

器械監管協作備忘錄」等 5 項文件。 

2022.10.10 
澳府公布任命中級法院法官唐曉峰為新任中級法院院長，任

期 3 年。 

2022.10.28 廣東省在澳門發行 20 億元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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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2022.11 中國大陸居民赴澳門電子簽證恢復申辦。 

2022.11 
澳府與中國大陸商務部於上海合辦中葡主題論壇，協助陸澳

企業對接。 

2022.11.15 澳門特首賀一誠發表 202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2022.11.26 
新一輪賭牌競投結果揭曉，澳門現有 6 家博彩企業全部獲批

（美高梅、銀娛、威尼斯人、新濠、永利、澳娛）。 

2022.11.30 中國大陸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調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 

2022.12 「維護國家安全法」修法草案送澳門立法會審議。 

2022.12 
中國人民銀行表示已與澳門金融管理局續簽雙邊貨幣互換

協議，規模為 300 億元人民幣/340 億澳門元，效期 3 年。 

2022.12.14 
珠澳合作會議舉行，就雙方在國際、教育之交流合作簽署相

關文件。 

2022.12.15 
澳門立法會細則性討論及表決通過「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業

務制度」。 

2022.12.16 澳府與美高梅等 6 家獲選博企簽署博彩經營批給合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