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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門與香港非常鄰近亦類似，現皆為中國大陸的特別行政區，且分別於

1999 及 1997 年回歸中國；但葡萄牙人對於澳門的治理方式和英國人帶領香

港走向民主的趨勢非常不同，東方蒙地卡羅的賭博特區名號是澳門引以為傲

卻又揮之不去的陰影。 

在如此狹小又充滿娛樂事業的特殊體制島嶼，卻能整合各行政部門的資

源，傾力發展澳門的公共及環境衛生，在健康及衛生展現出的氣勢遠超過其

面積比例。一方面是藉著集權的政權所引導，但另一方面澳門區內的相關衛

生關注、健康推廣、體育推動和環境保護等議題也不斷的進行中，著實彰顯

了其觀光勝地的地位。藉著在 SARS 防疫期間，澳門衛生部門傑出的表現，

防治工作的傑出表現被接納為「健康城市聯盟」的創始會員，這對於國內正

如火如荼推廣健康城市的諸城市，是一個值得借鏡的範例。 

 

壹、 澳門特別行政區簡介 

 

一、行政區背景 

十六世紀中葉，第一批葡萄牙人抵澳時，詢問居民當地的名稱，居民誤

以為所指之廟宇，答稱「媽閣」（即媽祖廟），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譯成「Macau」，

成為澳門葡文名稱的由來。在後來的四百多年時間裡，東西文化一直在此地

相互交融，留下許多歷史文化遺產，使澳門成為一個獨特的城市。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99 年 12 月 20 日對澳門恢復行使主權，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設立澳門特別行政區，並按照「一個

國家，兩種制度」的方針，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度和生活方式，五十年不

變。而「澳人治澳」則是指由澳門人自主管理澳門，澳門特別行政區的行政

機關和立法機關由澳門當地人組成，按照基本法規定，「澳人」就是澳門特

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包括符合基本法規定條件的中國人、葡萄牙人和其他

人。澳門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主要官員、行政會委員、立法會議員、終審

媽祖像。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

政區環境委員會 



 96

資料來源：全球華人摩天大樓網站 

法院院長及檢察長必須是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其中部分職位還必須

由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澳門特區政府致力加強對外經濟合作，利用自身獨特的優勢，逐步發展

成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服務中心，同時有效發揮其與亞太地區、歐盟、

拉丁語系國家，尤其是與葡語國家傳統聯繫的優勢，以求更好擔當大陸內地

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合作的橋樑。 

旅遊博彩業是澳門主要的經濟動力之一，其中包括作為澳門最大直接稅

來源的博彩業，及其他如酒店、飲食、零售等行業，對推動澳門經濟的發展

相當重要。迅速發展的旅遊業及服務業是澳門最重要的外匯來源，90 年代

以來，澳門旅遊業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自 1992 年起，旅遊業的收入已經

超過出口產值。特區政府成立後，旅遊業發展步伐更為迅速。2003 年，儘

管 SARS 疫情在上半年一度影響澳門的旅遊業，但受惠於中國有限度開放至

澳個人遊的限制，訪澳旅客總數仍再創下歷史新高，超過 1,188 萬人次，較

2002 年上升 3%。2004 年，澳門的博彩業的毛收入比 2003 年增長 43.4%，收

入 423 億澳門元（52.9 億美元），約等於拉斯維加斯市同期博彩業收益（67.9

億美元）的 78%，繳納的直接稅逾 152 億澳門元（19 億美元）。 

雖然澳門人口不足 47 萬，但每年接待逾 1,000 萬旅客，因此旅遊業是這

個城市最重要的經濟支柱，特區政府明確訂定以博彩旅遊業為龍頭、以服務

業為主體，其他行業協調發展的經濟政策，鞏固澳門在區域經濟中的獨特角

色。另外澳門全年均安排大型且具延續性之國際活動，如國際音樂節、美食

節、舞蹈節、藝術節等，以及國際煙花比賽、國際攝影比賽、格林披治大賽

車等，一方面提高澳門的國際知名度，亦同時使澳門旅遊業更具吸引力。此

外，第四屆東亞運動會將於 今年（2005 年）在澳門舉行，一般預料會為澳

門的旅遊業再創高峰。 

根據跨國人力資源公司－ECA International 於 2005 年為亞洲三十八個城

市評分，項目包括氣候、天然災害、醫療設施、公共設施、交通、教育、康

樂及罪案率等，澳門則僅次於新加坡、東京和香港，位列第四，可以見得澳

門在亞洲城市的觀光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區旗圖案。 

資料來源：

ttp://www.macau.gov.mo/index

cn.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區徽圖案 

資料來源：

http://www.macau.gov.mo/inde

x_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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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資料 

澳門特別行政區位於中國大陸東南部沿海，珠江三角洲出口，處於香港

西南方約 60 公里。澳門特區包括澳門半島（8.5 平方公里）、氹ㄍ
ㄢ仔島（6.2

平方公里）和路環島（7.6 平方公里），加上填海區澳門總面積為 27.3 平方公

里。面積約是香港的四十分之一、新加坡的二十三分之一。澳門半島和氹仔

島是透過兩條大橋連接起來的，而氹路連貫公路則把氹仔島和路環島連為一

體。山丘最高處位於路環島，高度為 170.6 公尺。 

澳門現有約 46.11 萬人（2004.6），絕大部分是華人，葡萄牙和其他人士

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由於位處大陸東南沿海，居香港之南，諸多因

素薈萃，投資不斷進駐，就業機會的增加，導致人口不斷集中，每平方公里

高達一萬六千餘人，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澳門人口近 20 年快速增

長，每年以接近 4%的幅度增加，但人口的流動性相當大，全年人口流動量

高達 2,500 萬人次。 

在澳門回歸中國後，中國採取的一國兩制政策，訂定了澳門政府組織架

構，其內容大致如下： 

 
 

澳門元約與港元相等值（港幣 100 元約兌換澳門幣 103 元），1 美元約兌

換澳門幣 8 元；中文及葡文為官方語言，英文亦為常用語言，居民日常語言

則為廣東話。屬亞熱帶氣候，同時亦帶有溫帶氣候的特性，全年平均氣溫約

為攝氏 23 度。春、夏季潮濕多雨，秋、冬季的相對濕度較低且雨量較少。

澳門政府組職架構圖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 http://www.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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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季節為五月至十月，以七月至九月最為頻繁。 

就業人口中，多數從事服務及銷售行業，而從事博彩及娛樂事業者佔就

業人口 14.3%，中國政府現在致力把澳門發展為一個博彩及娛樂城市。隨著

去年賭牌開放，令現在的澳門賭場林立，賭風熾熱，但賭博及娛樂事業也帶

來色情事業及毒品問題。以往嗜賭者多為香港及外國遊客，但隨著中國「自

由行」旅客湧至（2004 年 7 月有 202,191 人次），賭場已增加了大量中國遊

客，而本地人參與賭博的活動，亦日趨增加。相關數據顯示，今年有數千名

澳門高中學生輟學，投身於博弈業去賺取「快錢」；也有不少高中畢業生放

棄升大學機會，進入博弈業任職。這將導致澳門未來可能會出現人才斷層的

危機。 

澳門是微型海島經濟，經濟規模無可避免地受市場、資源和結構等方面

的侷限，但仍然是亞太區內極具經濟活力的一員。 2003 年，澳門當地生產

總值逾 690 億澳門元，相當於 88 億美元，每人平均產值逾 14 萬澳門元，相

當於 17,700 美元，是香港的 60%。2004 年首三季，澳門本地當產總值接近

586 億澳門元，相等於 73 億美元。澳門製造業是以紡織製衣業為主，且以

勞動密集和外向型為模式發展，逾 70.4%的當地產品銷往美國及歐盟國家，

分別佔 48.8%及 21.6%。2004 年第三季的勞動人口估計為 23.15 萬人，其中

就業人口佔 95.3%，失業人口佔 4.7%；勞動力參與率為 62.3%，男性及女性

的勞動力參與率分別為 70.2%及 55.2%。 

澳門擁有大型公共汽車、小型公共汽車及計程車行駛在澳門市區、氹仔

和路環之間。澳門國際機場 1995 年啟用至今，開拓了通往中國內地和亞洲

十多個不同城市的航線，而澳門航空則是負責經營深圳、上海、北京、廈門、

海口、桂林等航線的航空公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每年有逾百萬名台灣旅

客取道澳門間接直航中國境內大城市。 

三、健康概況 

澳門人口當中，51.9%為女性。在年齡組別方面，18.6% 為 15 歲或以下，

73.4% 介於 15 到 64 歲，7.9%為 65 歲或以上，兩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均超過

78 歲，2003 年的死亡率為千分之三點三，一歲以下嬰兒的死亡率為千分之

零點六。澳門的前三大死亡原因為：循環系統疾病、腫瘤、呼吸系統疾病，

若再仔細分類的話，前五名分別為：惡性腫瘤（93.7 / 100,000 人）、心臟病

（74.6）、腦血管病（25.8）、肺炎（22.2）和流行性感冒（14.2）以及支氣管

炎、肺氣腫和哮喘（13.5）。在 HIV/AIDS 統計上少於 0.1%。 

 

澳門前五大病因 (2003年)    資料來源：澳門特別行政區統計暨普查局 

傳散病（每十萬人發生率） 致死（每十萬人發生率） 

水痘  164.99 癌症 92.98 

結核病  84.95 心臟衰竭 74.02 

手足口病  73.58 腦血管疾病 25.64 

澳門娛樂場 

資料來源：澳門城市指南 

http://www.cityguide.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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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衛生統計（2004.1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

暨普查局 

澳門人口及生命統計（2004.1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 

C型肝炎 22.74 肺炎  22.07 

腮腺炎  17.84 支氣管炎、肺氣腫、氣喘 14.05 

 

 

 

2003 年的統計，全澳每名醫生及護士分別服務 470 名及 444 名居

民，中醫師、牙醫師則分別服務 1,892 名及 3,274 名居民，而每 447 名居民

擁有 1 張病床（包括住院及非住院單位的病床）。在澳門 2003 年的財政年

度中，特區政府花費約 13 億澳門元(US$ 162 million)，佔 9.2%的年度預算在

健康方面的支出，換算每一個澳門居民每年所獲得的健康花費為 2,896 澳門

元。 

澳門的醫療衛生服務，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兩大類：政府方面有以提供

初級保健為主的衛生中心和提供專科服務的仁伯爵綜合醫院（俗稱山頂醫

院）提供的醫療服務，為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所倡議「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

目標，衛生局在各區設立衛生中心，建成以衛生中心為單位的初級衛生保健

網絡系統，全澳居民都可以在自己居所附近享受衛生中心提供的基本的衛生

保健服務，目前共有 7 間衛生中心及 2 所衛生站，分佈於各區。其中，筷子

基衛生中心內還設有獨立運作的中醫診所。非政府方面，可分為接受政府和

團體資助的醫療單位，如鏡湖醫院、工人醫療所、同善堂醫療所等，而中華

民國國父早年便是在鏡湖醫院行醫。 

四、城市發展課題 

澳門環境狀況報告，由多個公共及私人機構提供資料，並由環境委員會

負責編撰，共分八個章節，綜述澳門各環境範疇包括大氣環境、水資源、廢

棄物、大自然保護、環境噪聲及環境管理等方面的狀況及反映澳門環境質量 

  2001 2002 2003

主要死亡原因 

循環系統疾病 % 32.3 30.4 32.4

腫瘤 % 30.2 31.1 28.6

呼吸系統疾病 % 13 15.2 14.7

醫護場所 

特級衛生護理服務 人 2 2 2

初級衛生護理服務 人 365 380 417

居民與醫生之比例 人 490 480 444

居民與護士之比例 人 455 451 444

居民與醫院床位之

比例 
人 446 444 447

  2001 2002 2003 

人口總數 千人 436.7 441.6 448.5 

男性 千人 209.5 211.8 215.6 

女性 千人 227.2 229.9 232.9 

15 歲以下 % 21.3 20 18.6 

15 至 64 歲 % 71.3 72.3 73.4 

65 歲或以上 % 7.4 7.7 7.9 

增長率 % 1.2 1.1 1.5 

老化指數  34.7 38.4 42.5 

出生率 % 7.5 7.2 7.2 

死亡率 % 3.1 3.2 3.3 

自然增長率 % 4.4 4 3.9 

人口密度 人/km
2
 16,926 16,479 1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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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趨勢。報告並分析了對環境質量產生影響的原因及評估有關回應

工作的成效，亦指出本澳應加以關注的環境範疇，以便謀求相應之對策。 

（一）大氣環境 

1. 進一步提升燃料的質量； 

2. 加強機動車輛的維修保養，並淘汰排放、維修及狀況不佳的舊車； 

3. 訂立機動車輛廢氣排放標準； 

4. 改良機動車輛檢測方法。 

（二）飲用水、沿岸及泳場水質及污水的管理 

澳門污水下水道網路現已幾乎覆蓋整個澳門，另外在澳門機場已開始

增設一個污水處理廠，目的主要是為了對機場產生尤其是含油脂污水

進行預先處理，進一步完善澳門污水處理的配套設施。  

基於工業污水對水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對其進行有效的處理顯得

十分重要。因此，工業污水排放除應遵守有關污水排放的法例外，還

需具備有效的污水預處理設施，這不但減輕各污水處理廠的負擔，更

可以提升各工業在環境管理系統上的表現，對水環境的污染減至最

低。 

（三）廢棄物 

1. 改變消費者的購物態度及行為； 

2. 對堆填區的運作情況進行深入評估； 

3. 研究將由焚化產生的飛灰惰性化處理的可行性； 

4. 評估按一些國際組織所建議，以攝氏 1,100 度以上的高溫來處理

醫療廢棄物的可行性； 

5. 在工業准照審查程序中，加入對廢棄物產量及其處置方式的評估； 

6. 鼓勵發展「環保產業」，促進適用於澳門的廢棄物回收及抗污染技

術的應用； 

7. 在區域內尋求就廢棄物處置及回收再利用的合作可行性； 

8. 制定一個廢棄物規範法例。 

（四）環境噪音 

鑑於澳門地狹人多、高樓林立及交通繁忙，噪音具有不易擴散的特

性，使交通噪音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較為顯著，這從環境噪音的長期監

測工作中已反映出來。除完善法例、設置隔音屏障和鋪設降低噪音路

面外，完善對車輛、交通的管理及規劃等措施將有助降低整體的環境

噪音狀況。 

（五）環境管理 

為確保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得以落實，推動環境管理系統的工作十分重

要，從不斷上升的環境管理系統認證機構數字來看，工商業開始關注

環境保護的工作。「澳門歷史城區」是連結相鄰的眾多廣場空間及二

十多處歷史建築，以舊城區為核心的歷史街區，包括媽閣廟、議事亭

前地、主教座堂、玫瑰堂、大三巴牌坊等。這片區域是昔日華洋共處

（輛） 2001 2002 2003 

行駛車

輛 
115,770 123,669 131,797

汽車 56,515 60,181 64,073 

電單車 58,250 62,164 66,399 

每千居

民之汽

車數目 

129 136 143 

澳門健康城市聯盟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

http://www.wpro.who.int/co

untries/mac/ 

澳門運輸統計（2004.1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

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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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儀式廣場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局 

居住的舊城區，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今年（2005 年）七月申請世

界遺產成功，列中國第三十一處世界遺產。 

 

貳、 澳門健康城市計畫 

 

澳門在一年來努力爭取下，日前在馬來西亞舉行的「健康城市聯盟」

首屆全體大會上，澳門被接納為「健康城市聯盟」的創始會員。在全體大會

上，澳門也被選為國際推廣工作委員會主席，這表示澳門已正式成為世界衛

生組織倡導的「健康城市」中的一員。 

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區域總監尾身茂博士 2003 年 7 月底訪澳

時，對澳門對抗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取得的成績極為讚賞，建

議澳門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健康城市」。2004 年 6 月中旬獲接納

為「健康城市聯盟」成員，澳門行政長官何厚鏵和尾身茂親自主持了澳門「健

康城市」的啟動儀式，遵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執行「健康城市」第一階

段 （即籌備階段）和第二階段（即組織階段）的各項工作。 

一、協會組織架構 

委員會由右列成員組成： 

 

 

 

 

 

 

 

 

 

二、計畫要旨 

在澳門健康城市啟動儀式中，所喊出的口號「全民合拍新里程，共創澳

門健康城」，所希冀達成健康城市的創立目標： 

1. 對現今城市有一正確的認識。 

2. 放眼於城市的未來，也即是說，建立一個或多個可讓我們想像未來

城市可能存在的不同情況。 
澳門的確仍然有不少未達到健康城市標準，例如舊城區仍有許多烏煙瘴

氣的地方，在公共場所吸煙的情形仍很普遍，同時也欠缺必要的產品安全法

例去保護市民和遊客；亦還需要進一步消滅市內和離島各個衛生死角、發動

社會團體參與健康城市運動，並且在資源的合理分配、健康城市架構的佈

局，以及軟體面（包括法律法規）的長遠建設等方面多花心思，才能達到成

功的目標。 

 

澳門健康城市圖徽 

資料來源：澳門健康城市推動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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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府基於「最適當的醫學治療是架構在足夠的醫學預防之上」，最

急需達成的幾項要點如下：1.提供優質的醫療及護理服務；2.探討現今健康

體系；3.使組織運作完美；4.持續發展中醫；5.加強健康方面的立法；6.加強

預防疾病的概念；7.促進健康教育及生活。 

目前，在各公共部門的協作和民間團體的積極參與下，城市狀況診斷已

接近完成，「健康城市」計劃將進入第三階段即實施階段，並從而逐步落實

計劃中關於提升市民身體質素，持續改善市民、環境和社會健康的承諾。 

三、推動進程 

環境委員會自 2000 年開始先後出版了四期的澳門環保系列叢書，以生

動活潑的手法、精美的插圖，及深入淺出的說明介紹了澳門的環境情況，當

中包括『垃圾先生的遭遇』、『澳門的飲用水』、『澳門的空氣質素』及『澳門

的污水處理』。 

由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主持會議討論了社區診斷和優先問題領域、行動

計劃目標及整體工作策略，健康城市委員會已完成了前一階段工作的報吿，

有關工作是社區診斷，發現澳門在健康城市方面不足之處，領導小組將開展

進一步工作。 

委員會接著會進入實質工作，因應要解決澳門不少衛生問題，領導小組

決定成立六個專責工作組跟進。六個工作組分別是衛生服務、健康生活促

進、城市建設、社區環境、社區安全、食品安全。六個工作組會有不同政府

部門的代表，並邀請社團派代表參加。各工作組將在兩周內舉行首次工作會

議，並提出優先工作，其中食物安全和反吸煙都是優先工作，社區安全則會

由工作小組提出建議。 

 

參、 澳門健康城市推動方案 

 

一、爭取「地球保衛者」獎項 

澳門特別行政區為提升澳門的整體環保水平及加強公眾對環保的關注

和投入，向肯雅內羅畢的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提交競逐 2004 年度 「地球保衛

者」環保獎項的申請，此獎項參選者既可以是個人或團體。聯合國環境規劃

署每年分別在全球六個區域（非洲、亞洲及太平洋、歐洲、拉丁美洲及加勒

比海、北美及西亞等）選出該區域在環境保護方面具傑出貢獻及具領導地位

者，按參選者的創意、前瞻性及領導性、其工作及該概念在全球被重複採用

澳門環保系列叢書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環境委員會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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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力等作評選準則，在每區域內選出一名「地球保衛者」得獎者。 

在八十年澳門開始投放大量的資源逐步加強都市的環保基礎建設，包括

提高飲用水水質的要求和改善供水網絡；完善垃圾收集、運輸及處理方法。

澳門在都市化過程中以環保基礎建設理念先行，透過持續不斷改善和完備以

上種種的環保基礎建設，為澳門這個人口密集型的都市提供了永續發展的基

礎，使城市環境和居民的生活素質維持在良好的水平。儘管澳門在 2004 年

並未獲得該獎項，所推廣的觀念亦可以延伸至健康城市，對於環境保護推動

業更進一步。 

二、邁向永續發展 

（一）廢棄物處理 

澳門因受土地面積的制約，本世紀以來垃圾處理曾一度成為澳門嚴重

的環境及衛生問題。伴隨著澳門經濟的發展，消費力持續增加，使廢

棄物的收集、運輸和處理成為澳門的主要環保問題。在 1992 年按環

保要求和考慮，建成日處理能力約為 900 噸的現代化垃圾焚化爐處理

中心，估計可滿足 20 年人口的增長需要，既紓緩了對衛生堆填區土

地需求的壓力，同時亦全面地以焚燒方式處理垃圾。同時將廢棄物在

焚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熱能回收轉化為電能，而焚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廢

氣在排放前會先經過靜電除塵和鹼中和處理。 

（二）污水處理 

在處理污水方面，八十年代澳門曾把未經處理的污水直接排入珠江，

造成沿岸水質的污染。為了改善澳門的生活素質，解決污水所引起的

環境問題八十年代中期開始重新鋪設整個城市的下水道及排水系

統，並分階段建成了 3 座二級污水處理廠，分別於 1995，1996 及 1999

年於澳門半島北區、氹仔北安工業區、路環石排灣堆填區，澳門半島

並興建一個環形的下水道網路來連接舊有的下水道，把昔日直接排入

珠江的污水引向該廠進行處理，總處理能力可達 100 萬人口的污水

量。 

由於澳門土地面積有限，3 座汙水處理廠的面積必須縮至最小，

並採用完全密封式的設計。汙水處理過程所產生的淤泥，經由一專門

的焚化爐作焚化處理，而焚化過程所產生的氣體亦會受到監控，臭氣

及雜訊水準受到控制，以減低對環境的影響。目前，在澳門半島除內

港碼頭及離島的小部分面積外，九成的污水網基本上已接駁到汙水處

理廠進行處理。 

（三）生態保護 

澳門土地面積小，居住人口不斷增加和快速的都市化，使生態資源更

為可貴，保護生態環境的建設更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土地資源有限的

情況下，策略性地把路環島保留作休閒度假、旅遊觀光及生態保育為

主體的綠化城區。2002 年澳門的綠化區面積約 5.8 平方公里，占總土

地面積的 21.5％，按人口比例計算之人均綠化面積為 13.1 平方米。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環境委員會 

澳門污水處理廠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環境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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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保護生物的多樣性，澳門于 2001 年建設了首個生態保

育區，該區位于氹仔及路環之間的一片填海區，總占地約 55 公頃，

主要分為蓮花橋底西堤旁河道之 40 公頃紅樹林濕地及鄰近之 15 公頃

土地。在該地帶濕地出現了「黑臉琵鷺」及「白腹海雕」這兩種國家

瀕危動物。 

（四）環保宣傳教育活動 

在環保宣傳教育活動上，澳門特區政府除每年免費為居民提供有效的

垃圾及汙水處理服務、出版不同形式的環保刊物及每年公佈澳門的環

境狀況外，積極鼓勵居民身體力行，參與各種環境宣傳教育活動，推

廣善用資源、綠化、環保生活和垃圾分類等活動。 

三、健康始於足下計畫 

為了配合澳門健康城市 2005 年推動儀式，委員會將舉辦為期半年的「健

康始於足下」步行獎勵計劃，希望徵召全澳市民，承諾在日常生活貫徹「健

康始於足下」的精神，用六個月的時間建立健康步行或規律運動的習慣；並

能在活動期間與家人朋友結伴步行遠足的同時，不但享受運動帶來的樂趣及

益處，還促進彼此關係，增加對社區的認識及歸屬感。 

澳門地區往年已規劃地區內三個島的健康步道及漫遊路線，對於推動步

行有很好的利基，茲將澳門健康徑及漫步遊步道簡列如下： 

（一）健康徑 

澳門島 

松山健康徑 望廈山健康徑 

氹仔島 

小潭山 2000 環山徑 氹仔步行徑 

路環島 

路環步行徑 路環健康徑 

路環東北步行徑(自然教育徑) 九澳高頂家樂徑 

黑沙水庫健康徑 黑沙水庫家樂徑 

黑沙龍爪角家樂徑 石排灣郊野公園步行徑 

 

（二）漫步遊 

澳門島 

城市的心臟-新馬路 琳琅滿目，應有盡有-果欄街 

文物古蹟匯粹-大三巴牌坊和賈梅士公

園 

重溫昔日情懷-松山與望德堂 

中葡交融之地-西望洋山  

跨越古今之旅-氹仔島 悠閒之旅-路環島 

 

 

健康徑風景 

資料來源：澳門城市指南 

http://www.cityguide.gov.mo 

漫步遊風景 

資料來源：澳門城市指南 

http://www.cityguide.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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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澳門航空 

四、反吸菸計劃 

澳門特區衛生部門將從社會反吸菸工作入手，先諮詢各界對反吸菸計劃

的意見，從而進一步修改吸菸條例，最終期望創建一個無菸的工作環境。澳

門教育部門則將重點加強對在校學生的反吸菸宣傳，讓青少年了解吸菸對自

身健康的危害。 

澳門在惡性腫瘤當中以肺癌、支氣管癌最為常見，這些疾病都是與菸草

使用有著密切的關係，希望透過各社會階層人士合作，控制菸草，合力將澳

門創造成為一個無菸的健康城市。菸草使用是目前醫學上已知最重要的、單

一的健康危害因素，世界衛生組織把菸草問題喻作一場全球疫症，在過去數

年，澳門努力參與在菸草控制上的工作，除每年紀念「世界無菸日」外，衛

生局連同社會工作局向青少年推廣無菸訊息：播放電台廣告向市民宣傳澳門

禁止吸菸場所的法例。 

今年澳門正在研究吸菸有關法例的修訂，現正處於諮詢階段，對於醫療

專業人員來講，更是擔當著主要角色，他們廣泛接觸市民可以透過專業知

識，給予市民菸草及健康的相關資訊，做出鼓勵或勸告。他們的角色及形象，

成為促進無菸生活方式和無菸文化的關鍵。 

五、澳門航空宣導 

在澳門健康城市委員會的支持下，澳門航空於 2005 年 6 月 1 日開始使

用帶有健康城市宣傳內容的登機牌以及轉機套，以向搭乘澳門航空航班的兩

岸三地乘客宣傳澳門健康城市的理念。 

1. 從 2005 年 6 月 1 日起，澳門航空的客艙餐食部分主菜參考澳門特區

政府衛生局的建議製作，在衛生局專家的建議下，主菜從選料到烹

調方式都更加科學、更加有利健康。 

2. 在飛航過程中，澳門航空向每一位從澳門出發的乘客送上經過精心

洗滌、又好看、又好吃的蘋果。蘋果不僅完全不含脂肪，更有豐富

的果膠和微量元素，因此「每天一個蘋果，醫生遠離我」這句話在

兩岸三地的民眾中都廣泛流行。 

3. 為了不僅讓乘客吃的健康，還要吃得明白，澳門航空在飛機客艙向

乘客提供的小冊子「澳航頻道」上，還特地刊登了專業人士提供的

有關紅酒、茶、蘋果健康功效的解釋。 

4. 澳門航空商務艙貴賓室除了實行全室不吸煙、增加了四部按摩椅為

旅客解除疲勞之外，還在健康城市委員會的贊助下安裝了自動量血

壓機和健康磅秤。 

5. 配合澳門健康城市理念的推廣，從 6 月 1 日起，澳門航空將在客艙

內播放健康城市委員會提供的有關健康城市的短片。 

 

肆、 討論 

 

由於 SARS 疫期間優異的表現，使得澳門在健康城市的起步上相較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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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都來得早，在深入蒐尋澳門的健康城市資料時，卻又難以窺探齊全貌，

零散的資訊散佈在各局、會中，初步還以為澳門健康城市的推動已經停頓了

下來。但在深入研究所得的資料後，從澳門的環境、情勢來分析，事實上健

康城市的理念就如同早就存在於澳門的一般政策裡面一般，各局、室僅要將

平常的工作做得再紮實一些，就已經在貫徹健康城市的理念。 

澳門在回歸中國之後，由於原先的居民並不如香港的高度自治，因此對

於政府推動的措施配合度佳，但是民眾對於活動的支持，表現參與健康城市

宣示的盛大場面，絕非依賴政府的強勢作風即可達成，對於自身的健康關注

才是使得澳門能在健康城市立足的重要關鍵。 

我國台南市在今年(2005)亦加入「國際健康城市聯盟」，這對於我國長年

被拒於世界衛生相關組織有極重要的突破，然而國內還是普遍存在政府一頭

熱，民眾潑冷水的現象，健康城市所相關的是切身你我的議題，因此致力朝

向健康城市的發展不僅要政府有所作為，民眾也需熱情參與。尤其台南市在

社區推廣以及資訊整合等多方面都有較澳門傑出的表現，應該可以在不久的

將來達到甚至超越澳門健康城市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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