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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知不知道

水資源的珍貴?

     水對人類來說十分重要，無

論是身體上、生活上都需要水。在澳門，

我們扭開水龍頭就可以用到清潔的食水。

但是，地球上有許多人都生活在水資源缺

乏的地方。因此，節約用水要靠大家身體

力行。現在，讓我們了解世界、中國和澳

門的水資源狀況。



澳門水資源小知識 3 澳門水資源小知識 4

海水
97%

淡水

淡水

固態淡水、地下水、
其他難以供人類和自然
生態環境利用的淡水

3%

99%

1%
可供人類和自然
生態環境利用的

淡水

地球上的水

因此，淡水資源是十分珍貴的！

      地球大部分表面被水覆蓋，看起來像個
水球，但是，當中超過97%是海水，只有
約3%是淡水，這些寶貴的淡水資源中，大
部分還是以冰和雪形式冰封在雪山區和南北
兩極，以及以深層地下水形式儲存於地底，
都很難被利用，所以實際上可供人類和自然
生態環境利用的淡水只有淡水資源的1%。

珍貴水資源

      全球淡水資源不但短缺而且分佈極不平均，部
分地區更嚴重缺乏淡水資源。例如：非洲、中亞、
南亞、大洋洲及美洲部分地區等。

淡水資源嚴重缺乏地區 (年降水量小於年蒸發量400mm以上)

淡水資源缺乏地區 (年降水量小於年蒸發量0-400mm)

淡水資源基本充足地區 (年降水量大於年蒸發量0-400mm)

淡水資源豐富地區 (年降水量大於年蒸發量400mm)

非洲 南亞

大洋洲

美洲
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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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乾旱 - 缺水帶
半乾旱 - 少水帶
半濕潤 - 過渡帶
濕潤 - 多水帶
濕潤 - 豐水帶

澳門

珍貴水資源

       我國屬於一個缺水的國家。人均水資源量只
相等於世界人均水資源的1/4，而且水資源主要集
中在東南部和沿海地區，寧夏、山西、新疆、甘
肅及內蒙古等內陸省區更是嚴重缺水地區。

中國水資源分佈

珍貴水資源

     在全球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之中，約25億人
缺乏符合標準的衛生設施；近900萬人仍然依賴
不潔淨的水源生活。

   到2030年，預計有47%
的世界人口將生活在嚴重
缺水的地區。

   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人口
增長快，而且主要集中在
現時正遭遇水源短缺、無
法充分享用安全食水和足
夠衛生設施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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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水資源

     由於使用不潔淨的食水和缺乏衛生設施，
幾乎每天約有4100名兒童死亡或患上霍亂、
傷寒、腹瀉、甲型肝炎、痢疾和沙眼等疾病。

珍貴水資源

     在發展中國家，27%的城市居民在家裡未能
直接使用自來水。而在非洲和亞洲部分地區，婦
女步行取水的平均距離為6公里。(相等於標準運
動場的跑道15圈或松山步行徑4圈)

   相比起我們扭開水龍頭便
可享有潔淨的食水，我們就 
幸福很多了。

想像一下，擔著一定重
量的水，走起來也不算
輕 鬆 ， 還 要 走 大 約 4 圈
的松山步行徑，才能把
食水送回家裡，是多麼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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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生活

想一想

      人的身體每日一般消耗2至3公升
的水份，所以，我們必須適時補充水
份。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從早上
開始，刷牙、洗臉、沖廁所、
洗澡、洗衣服都要用到水。 

聯合國建議每人每天應有
50至100公升清潔和安全

的食水以供日常使用！

水與生活

   日常生活中，很多公共設施
也需要水，例如：泳池、灌溉
花草樹木、學校的洗手間等。

   在工業上，則有工廠用水，建
築工地用水等。所以，水和我
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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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廠

水的循環
   當海洋、河流和湖泊的水，以及陸地表面土壤
的水份受到太陽照射，受熱蒸發便會形成水蒸
氣，上升後遇冷會凝結成雲。雲隨空氣不斷流
動，當中的水分聚集到一定程度便會變成雨水
或雪等形式落到海洋或陸地上。對於這些城市
居民來說，雨水由集水區匯流至河流或水庫，
河水或水庫水經過水廠處理後，便會輸送給各
用戶，用過的水會輸送到污水處理廠，經處理
後再排出大海，這就是一般的水循環。

蒸發

凝結

水塘/水庫

雨水由集
水區匯集

配水系統

污水處理廠

用戶

我們的食水從哪裡來？ 水處理小知識

     原水，是未經過淨化處理的水，所以看起來

會比較混濁，一般取自水庫或河流，需要輸送到

水廠進行處理。水處理一般分為混凝、沉澱、過

濾及消毒四大主要步驟。混凝處理一般就是通過

將一些化學劑加入原水中，將水中的雜質凝結

聚集成較大、以及比水重的顆粒，這些比水重的

雜質顆粒會沉澱到水底，然後將沉澱的雜質排走

後，水就會明顯清澈很多。

    為進一步清除一些“漏網之魚”，處理過程

還加設一個過濾程序，一般是用沙濾或膜濾等方

法去除一些雜質。來到這階段的水已經可以直接

飲用，但為防止細菌和病毒在水中滋生，最後還

會加入一些消毒劑，以確保向外供應的自來水衛

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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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水

水蒸氣

冰

混凝處理3.

過濾程序5.

加入消毒劑6.

水處理過程

原水1.

取自水庫或河流輸
送到水廠進行處理

2.

將沉澱的雜質排走4.

水的形態小知識

水有三種形態，分別是固態、液態和氣態。常溫下的
水多以液態存在，受熱後蒸發為氣態的水蒸氣，當溫
度降至冰點時（一般為攝氏0°C）凝固為固態的冰。

水在不同形態下，體積也不一樣，而且在不同溫度
下，即使 同樣體積大小，水的重量都不一樣。

凝固融化

蒸發及蒸散 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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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用水計量單位

立方米(m3) 和 公升(L)
都是水常見的計量單位

1m3 =1000L
（常溫常態下）

例如: 1m3的水 = 2000樽500ML的瓶裝水

=1m3

我們的水源

      現在，每天扭開水龍頭，水就會源源不

絕地流出來，十分方便。但試想想，在未有 

自來水的日子，澳門人是怎樣取水的呢？

  　以前，澳門人主要是飲用山泉水或井水，

也會從灣仔銀坑、竹仙洞一帶取山泉水，用船

艇運回澳門，直到1936年才開始有自來水供

應。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用水量不斷 

增加，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澳門出現水

荒，市民飽受制水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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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水源
     由於澳門沒有集雨的大山嶺，儲蓄雨水的

設施十分有限，也沒有條件興建大型蓄水庫，

所以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由珠海竹仙洞水

庫供應原水給澳門。目前，澳門的原水供應主

要依賴中國內地。

澳門
(4%)

中國內地
(96%)

澳門的原水來源

目前澳門的原水主要取自珠江

我們的水源

     大水塘和石排灣水庫是澳
門的兩個主要水庫，總有效庫
容為190萬m3，平均每年收集
並有效利用的雨水佔原水消耗
量約4%，其餘的原水來自中
國內地。

水庫名稱

大水塘

石排灣

九澳

黑沙

總庫容

160萬m3

30萬m3

１９０          萬m3

非供水用途

非供水用途

有效庫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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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原水是

怎樣輸送到澳門吧！

我們的水源

      澳門有超過96%的原水來自中國內地

西水東調系統： 南系統：

洪灣泵站

竹仙洞水庫

北系統：

‧為保障澳門和珠海於

鹹潮期間的供水安全，

分別於2006年和2011

年建成平崗泵站和西水

東調管線，以及竹銀水

源系統。

平崗泵站

‧是對澳供水的主力

系統，自西江磨刀門

水道廣昌泵站取水，然

後經洪灣泵站泵到蛇

地坑水庫、銀坑水庫

和竹仙洞水庫蓄水，

再經由原水管道輸送

到澳門。

‧主要負責珠海

東區供水，兼顧

起向澳門應急供

水的任務。

            圖中所示的是珠海市的供水水源系統，目前主要由
           「南系統」、「北系統」及「西水東調系統」組成

竹洲頭泵站

竹銀水庫 大鏡山水庫

澳門廣昌泵站

我們的水源

      由位於珠海的西江磨刀門水道廣昌泵站汲取原水，然
後通過洪灣泵站將水輸送到竹仙洞水庫，再透過三條原水
管經鴨涌河輸入澳門半島的水廠。

      隨著路氹區的發展，用水量快速增長，特區政府現正
興建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由珠海橫琴方向直接進入路氹
城區，以進一步保障澳門的供水穩定和安全。

2011年建成的竹銀水源系統
使澳門的鹹潮問題得到緩解

三條珠海對澳門的
供(原)水管道

第四條珠海對澳門的
供（原）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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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銀水庫位於中國廣東省珠海市

鹹潮問題

      澳門曾經在2004至2006
年冬春枯水期間，經歷近40年
來最嚴重的鹹潮。

      鹹潮是一種天然的水文
現象，一般發生在冬春或乾
旱季節的沿海河口地區，主
要原因是河道上游的來水減
少，加上天氣變化和潮汐漲退等因素，
令海水沿河口向上游倒灌，導致淡水河
的河水與海水混合形成鹹水。由於澳門
地處珠江河口，因此，也會受到鹹潮影
響。鹹潮情況嚴重時，冬春季節的食水
甚至會有帶有鹹味。

什麼是鹹潮?

鹹潮問題

   在2011年建成竹銀水庫，它的有效庫

容為4011萬m3，而澳門可以享有40%的

運作水量，使澳門的鹹潮得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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慳水有妙法

    水對我們的生活十分重要，每一個
人都有責任節約和珍惜得來不易的水
資源。

慳水有妙法

使用節水器具

節水龍頭

節水花灑

節水馬桶

方法一

如想了解更多節水器具的資訊，
可掃描這個QR CODE直接下載

《認識節水器具和用水效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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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換了節水器具，同樣的
生活卻可以做到節水、節能！

方法二

慳水有妙法

使用節水器具

一般馬桶的水箱容量為11公升，改用

6公升節水馬桶，每次沖水便可以節省

約5公升水。

將每分鐘最大流量為9公升水的普通花

灑，改用每分鐘最大流量7公升的節水花

灑，則五分鐘的淋浴便可節省約10公
升水，甚至可以節省石油氣費及電費。

方法一

慳水有妙法

□水龍頭關不緊一直滴水

□馬桶廁盤內的水面經常晃動，不靜止

□牆身、地下或天花板出現滲水現象

□沒有用水時水錶內的指針或讀數也在轉動

□空置單位沒有關上水喉總掣

□水錶前後的喉管漏水

□消防喉漏水

□綠化地或花槽漏水

檢查漏水情況，在日常生活中

留意身邊有沒有漏水的情況。

如出現下列情況，請以 勾選

    如果有  的出現，表示
可能有漏水的情況，且一定
要處理，以免浪費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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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出能做到的)
在日常生活中節約用水，
你做得到嗎？

節水小貼士 
(洗手間篇) 

(圈出能做到的)

2. 避免過長的淋浴時間，搓洗身體時應關掉花
    灑，並使用節水花灑頭洗澡

3. 使用器具（例如面盆，漱口杯）盛水來洗臉、
    洗手和刷牙，刷牙期間不應長開水龍頭

1. 採用“淋浴洗澡”，減少“浴缸浸浴”

在日常生活中節約用水，
你做得到嗎？

節水小貼士 
(洗手間篇) 

4. 淋浴時，用器具收集熱水流出前之冷水來沖洗
    廁所或作其他用途

5. 若家中人數較多，則每人的洗澡時間應儘可能
    相接，以節省熱水流出前的水量

6. 收集家庭洗菜、洗米或洗衣後的水用作沖洗廁
    所等其他用途，實行一水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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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小貼士 
(洗衣篇) 

(圈出能做到的)

1. 衣物要集中洗滌，盡量減少開動洗衣機的次
    數；小件、少量的衣物提倡手洗，可節約大
    量用水

2. 洗滌劑要適量投放，過量投放將耗用大量用
    水作清洗，造成浪費和污染環境

你做得到嗎?

節水小貼士 
(洗衣篇) 

(圈出能做到的)

3. 收集洗衣後的水沖洗廁所

4. 按衣料種類調整適當洗滌時間

5. 選購有自動調節水量的洗衣機，可節省用水及
    清洗時間

你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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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小貼士 
(廚房篇) 

(圈出能做到的)

1. 清理廚具、餐具時，先用廢紙把油污抹除後
    再洗滌，可節省用水，也節省洗滌劑

2. 不要開著水龍頭直接沖洗餐具、蔬菜，應放
    在裝滿水的盆槽內清洗，以減少用水量

你做得到嗎?

節水小貼士 
(廚房篇) 

(圈出能做到的)

3. 用洗米水清洗碗筷及蔬菜，既去污又節水

4. 將冷藏食物解凍時，應提早由冰箱取出，或
    以器具裝滿水再放入冷藏食物解凍，不要以
    水沖的方式來解凍

你做得到嗎?

     節水由生活做起，大家與家人、朋友分

享上述的節水方法，一起養成良好的用水

習慣，切勿浪費寶貴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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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小貼士 
(社區教育篇) 

    若發現公共地方的水
喉或水管有漏水情況，
可向在場工作人員或管
理單位反映。

認識更多

    大家想了解更多，可到海事及水務
局設於澳門科學館內的水資源互動館參
觀，那裡有關於澳門水資源的資訊和互
動小遊戲。

（本局設有導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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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務必培養良好的用水習
慣，從生活著手，持之以恆節約用水，
珍惜水資源，共同構建節水型社會， 讓
下一代能繼續享用水資源。

總結

      地球淡水資源寶貴，一點一滴來之
不易；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或地區的人
民要經過千辛萬苦才能取得食水。

資料及圖片來源

1.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水資源評估計劃

							（水資源報告2010-2011)

2.	 中國數字科技館網站

3.	 聯合國網站

4.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網站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水務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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