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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澳門自賭權開放之後經濟發展重心開始逐步向離島區

轉移，眾多大型娛樂設施紛紛落戶路氹城，帶動離島區的遊

客增加。而隨著路環石排灣新社區逐漸形成，離島區的居住

人口亦逐年上升，均使離島區的用水量持續攀升，即使過去

3 年澳門經濟出現深度調整，整體用水量仍繼續上揚。經過

十多年的快速發展，2016 年底本澳的進口原水量已接近 1

億立方米，地區用水結構也產生了明顯變化，因此整體的供

水佈局需要與時並進，才能配合澳門的發展需求。 

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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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測到離島區的發展趨勢後，為保障供水安全和質量，

特區政府於 2014 年底與國內水利部門達成合作協議，共同

建設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同時推動本澳的供水專營公司在

離島區興建水廠作配合。上述項目完成後，澳門的原水管線

將形成南北雙向供水的結構，而離島區亦可實現以原區水廠

供水為主、跨區供水為輔的新面貌，屆時澳門的供水安全保

障水平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澳門在本地水資源短缺的限制中繼續向前發展，主要是

基於中央和上游省區對澳門的大力支持，使澳門市民能一直

享用著優質的供水。所謂飲水思源，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流

域其它城市的發展會否使流域的供水需求更為緊張？水價

與實際供水成本的差距會否使一般居民感受不到水資源的

真實價值？如何維持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協同發展，區域內各城市對水

資源的需求殷切，近年來跨區取水的大型基建工程不斷，流

域水資源配置日益緊張。澳門作為流域沿線城市中的一員，

應該繼續朝著構建節水城市的目標前進，透過水資源的可持

3 



 

續利用，推動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局擬透過本期刊進

一步展示澳門的水資源及供水範疇的信息，讓社會各界更好

地理解和支持特區政府的水資源政策，同時亦歡迎各界提供

意見和建議，讓我們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後，藉此感謝推動構建節水型社會工作小組（小組成

員包括環境保護局、民政總署、土地工務運輸局、新聞局、

衛生局、社會工作局、建設發展辦公室和澳門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及地球物理暨氣象局在製作本刊過程中所提供的大

量資料和支援，同時，亦衷心感謝大眾對本刊的關注和支

持！ 

 

 

 

                             海事及水務局局長 

                                 黃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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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統計數字 

二零一四年 

每日人均生活用水量 

管網漏損率 

雨水收集及利用量 

409 萬立方米↑13.4% 

全年總用水量 

8,349 萬立方米↑6.4% 

自來水用戶總數 

22.9 萬戶 ↑2.4% 

152 升 

↑1.0 升 

背景圖片來源：互聯網 

註：變動率是對照 2013 年的同期數據比較。 

10.20% 

↑0.70% 



 

9.5%↓1.3% 

151 升/(人•日) 

↓0.4 升/(人•日) 

23.4 萬戶 ↑2.4% 

8,494 萬立方米↑1.7% 

管網漏損率 

每日人均生活用水量 

自來水用戶總數 

二零一五年 

全年總用水量 

321 萬立方米↓21.4% 

雨水收集及利用量 

10.22% 

↑0.02% 

 

154 升 

↑2.0 升 

背景圖片來源：互聯網 

註：變動率是對照 2014 年的同期數據比較。 



 

长期解决水资源问题，除每年冬春旱季国家防总组织实施的水量调度，还需采取有效的节水措施二零一六年 

每日人均生活用水量 

管網漏損率 

雨水收集及利用量 

全年總用水量 

自來水用戶總數 

157 升 

↑3.0 升 10.35% 

↑0.13% 
438 萬立方米↑36.3% 

8,670 萬立方米↑2.1% 

23.8 萬戶 ↑1.6% 

背景圖片來源：互聯網 

註：變動率是對照 2015 年的同期數據比較。 



 

澳門水資源環境 

澳門人口稠密，土地面積狹小，不具備條件興建大型蓄

水庫，原水供應主要依靠鄰近的珠海市。目前，本澳約 96%

的原水量來自珠海市。 

(一) 本澳境內蓄水設施現況 

澳門本土蓄水設施的總有效庫容為 190 萬立方米，其中

大水塘 160 萬立方米、石排灣水庫 30 萬立方米（見表 1），

可滿足本地現時約 7 至 8 天的用水需求。本地水庫主要用作

儲水緩沖、壓鹹調節及應急之用。另外，澳門半島和氹仔內

共有高位水池 4 座，最大容量為 5.23 萬立方米（見表 2），

用於儲蓄經處理後的自來水，水量足夠維持本地約 3 小時的

供水。 

表1  澳門水庫庫容 

水庫名稱 興建時間 
集水面積 

（平方公里） 

最大庫容 

（萬立方米） 

有效庫容 

（萬立方米） 

大水塘 20 世紀 30 年代 0.24 190 160 

石排灣水庫 20 世紀 60 至 70 年代 0.63 45 30 

九澳水庫 20 世紀 70 年代 0.21 40 --* 

黑沙水庫 20 世紀 70 年代 0.12 20 --* 

總計 -- 1.2 295 190 

* 九澳水庫及黑沙水庫現在主要供市民作休憩之用。 

三、供水系統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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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位水池容量 

高位水池 
最大容量 

（萬立方米） 

松山 50 2.60 

松山 70 0.35 

氹仔 50 2.04 

氹仔 70 0.24 

總計 5.23 

(二) 內地供澳水源設施現況 

珠海市的原水系統主要由南系統、北系統及西水東調系

統組成，南系統為對澳門供水的主力系統，北系統負責珠海

東城區供水為主，而西水東調系統是在鹹潮期間保障澳門和

珠海東區的供水安全，負責向南、北系統供應原水。現時的

原水取水口分布於西江下游磨刀門水道上，由上而下分別為

竹洲頭泵站、平崗泵站及廣昌泵站。 

隨著珠海市發展需要，原供澳原水主要取水口掛定角水

閘及引水明渠區域將改建為珠海市洪灣中心漁港區。而沿用

達 27 年的掛定角水閘已於 2016 年中停用，其取水功能改

由位於掛定角水閘上游約 2 公里的廣昌泵站承擔，取水規模

為每日 100 萬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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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澳水源設施圖 圖1

 

 

 

 

 

 

 

 

 

 

  

北系統：

 

大鏡山水庫 

西水東調系統： 

 
竹銀水庫 

 

平崗泵站 

 
竹洲頭泵站 

圖片來源：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網頁。 

 

南系統： 

 

廣昌泵站 

 

竹仙洞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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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粵澳合作的水利工程逐步建成並投入使用，兩地的

供水安全得到進一步提升。而在澳門方面，雖然賭收在過去

三年處於深度調整期，但整體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多項大型

娛樂設施相繼落成啟用，使到全澳門總用水量繼續增加。數

據顯示，2014 年至 2016 年的輸澳原水量和總用水量均呈上

升趨勢（見表 3 及圖 2），而特區政府繼續秉持一貫施政理念

向社會各界推廣惜水節水工作。因此，2015 年及 2016 年總

用水量的升幅亦有所放緩。 

表3  2014-2016 年澳門原水輸入量（萬立方米） 

年份 
輸澳原水量 

（萬立方米） 

按年變動 

(%) 

總用水量 

（萬立方米） 

按年變動 

(%) 

2014 9,287 7.2% 8348.6 6.4% 

2015 9,542 2.7% 8493.9 1.7% 

2016 9,702 1.7% 8670.3 2.1% 

  2014-2016 年澳門原水輸入量（萬立方米）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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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水水質 

原水水質方面，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供澳原水主要

的有機物及微生物水質指標一直符合或優於國家《地表水環

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第 III 類地表水標準（見表 4），

即符合作為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的規定。 

表4  2014-2016 供澳原水水質的主要參數統計資料 

參數 單位 

2014 年 

平均值 

2015 年 

平均值 

2016 年 

平均值 
標準限值 

糞大腸菌群 CFU / 100mL 13 4 11 <1000 

高錳酸鹽指數 mg/L 1.49 1.36 1.35 <6 

pH at 25℃ - 7.80 7.86 7.93 6-9 

氨氮 mg/L 0.08 0.08 0.07 <1 

 

  



 

(四) 本澳的水處理設施 

來自珠海的供澳原水及本地各水庫的原水會經由青洲

水廠、大水塘水廠（一、二、三期）以及路環水廠處理。澳

門的水處理產能自從大水塘水廠第三期的水處理設施於

2015 年 9 月投入運作後，三座水廠合共設計產能為 39 萬立

方米/日（見表 5）。 

表5  澳門水廠產能 

水廠 產能（萬立方米/日） 

青洲水廠 18 

大水塘水廠 18 

路環水廠 3 

總計 39 

  



 

 
 

在雨水利用方面，目前主要是透過松山集雨系統及石排

灣水庫周邊山體收集雨水。按照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的

平均降雨量為 1753.5 毫米，而已收集並利用的雨水量年均

可逾 3 百萬立方米（見圖 3）。 

此外，於路環近山林之郊野公園內建立的石排灣及黑沙

山水收集系統，會收集並利用附近的山林雨水灌溉公園花木，

以減少耗用自來水。在過去三年收集作灌溉用途的山林雨水

量接近 13.5 萬立方米。 

因應石排灣公屋群落成及居民陸續遷入，為提升該區居

民生活質素及疏導交通，特區政府計劃在石排灣水庫東側開

闢新路並增建文康設施。此外，為配合石排灣淨水廠建設，

需在水庫範圍內填土造地，因此有需要對石排灣水庫進行優

化整治，以適應新的環境狀況。 

同時，為提升庫區附近的雨水利用率，海事及水務局現

正推動有關優化石排灣水庫附近山體集雨系統之研究工作，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拓展該區雨水收集面積的可行性、緩

解該區暴雨期間水浸的問題以及優化生態環境的方案，研究

工作預計 2017 年內完成。 

四、雨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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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 年澳門水庫的雨水收集及利用量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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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水戶 

截至2016年12月，本澳自來水用戶總數約為23.8萬戶，

較2014年增加了4%（見表6及圖4）。按地區分類，超過80%

用水戶位於澳門半島，氹仔用水戶約佔14%；隨著路環公共

房屋落成，路環用水戶約佔5%。 

表6  2014-2016 年澳門用水戶分佈（按地區，單位：戶） 

地區 2014 
佔總體 

百分比(%) 
2015 

佔總體 

百分比(%) 
2016 

佔總體 

百分比(%) 

澳門 186,928 81.7% 189,257 80.8% 190,801 80.1% 

氹仔 32,489 14.2% 33,117 14.1% 34,203 14.4% 

橫琴澳大 79 0.0% 93 0.0% 99 0.0% 

路環 9,086 4.0% 11,515 4.9% 12,583 5.3% 

路氹城 355 0.2% 388 0.2% 433 0.2% 

總計 228,937 100.0% 234,370 100.0% 238,119 100.0% 

  

五、用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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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 年澳門用水戶分佈（按地區，單位：戶）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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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水量 

多年來澳門用水結構一直維持由生活用水、商業用水、

工業用水和公共用水四大板塊組成。於 2014 年至 2016 年

期間，訪澳旅客持續增長，大型酒店設施相繼落成，這三年

的商業用水分別按年上升（見表7及圖5），但升幅逐漸放緩；

另一方面，隨著 2015 年多個大型旅遊娛樂項目的建設相繼

完工，工業用水量由 2014 年前按年增加逆轉成為 2015 年

及 2016 年按年下跌，而且跌幅明顯；2014 年至 2016 年生

活用水量大致持平，顯示生活用水量維持平穩；公共用水方

面，2014 年至 2016 年增長率相對反覆。 

表7  2014-2016 年各類別用水量變化 

地區 2014 
按年變動

(%) 
2015 

按年變動

(%) 
2016 

按年變動

(%) 

公共 5,522,794 8.2% 5,470,312 -1.0% 5,553,088 1.5% 

工業 6,399,612 11.3% 5,182,580 -19.0% 4,969,987 -4.1% 

商業 36,296,940 6.5% 37,962,253 4.6% 39,203,321 3.3% 

生活 35,266,309 5.2% 36,324,179 3.0% 36,976,146 1.8% 

總計 83,485,655 6.4% 84,939,324 1.7% 86,702,54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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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 年各類別用水量變化 圖5

 

居民人均生活用水方面（見圖 6），2014 年為每人每日

152 升、2015 年為 154 升、2016 年為 157 升。過去三年

的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呈上升趨勢，這說明自從近年鹹潮影

響得到改善之後，居民的節水意識有所鬆懈，節水的推廣工

作存在加強的空間。 

 2014-2016 年人均生活用水量（單位：升/人‧日） 圖6

 
*人均生活用水量＝全年家庭用水量÷（年底人口及全年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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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類別的用水，2014 年至 2016 年本澳全年總用水

量分別按年上升；其中，過去三年商業用水一直是用水量最

大的板塊。各類別用水量的結構比例三年來維持相約（見圖

7）。 

  2014 年至 2016 年澳門用水量的結構百分比 圖7

 

按地區劃分，2014 年至 2016 年澳門半島仍是用水量最

大的地區（見表 8 及圖 8），接近總用水量的 65%；氹仔和

路環用水量雖然均有所增長，但佔比分別維持約 14%和不足

5%；路氹城區用水量持續上升、佔比亦有所增加，反映路

氹城區仍然是帶動總用水量增長的主要區域；另外，澳門大

學橫琴新校區於 2013 年開始使用，除 2014 年剛啟用時用

水量較多外，2015 及 2016 年的用水量隨即回落，而三年來

佔總用水量的百分比一直維持約 1%。倘若將用水區劃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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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半島和離島兩大片區，澳門半島用水量佔全澳總量的比

例由 2014 年的 65.5%逐漸下降至 2016 年的 64.1%，反映

用水重心正持續向離島區轉移。 

表8  2014-2016 年澳門用水量分佈（按地區分類） 

地區 
2014 

（萬立方米） 

佔總體 

百分比(%) 

2015 

（萬立方米） 

佔總體 

百分比(%) 

2016 

（萬立方米） 

佔總體 

百分比(%) 

澳門 5,472.1 65.5% 5,564.3 65.5% 5,559.6 64.1% 

氹仔 1,217.4 14.6% 1,215.3 14.3% 1,216.0 14.0% 

澳大 104.4 1.3% 86.9 1.0% 89.4 1.0% 

路環 348.7 4.2% 360.7 4.2% 371.8 4.3% 

路氹城 1,206.0 14.4% 1,266.7 14.9% 1,433.5 16.5% 

總計 8,348.6 100.0% 8,493.9 100.0% 8,670.3 100.0% 

 2014-2016 年澳門用水量分佈（按地區分類） 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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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均用水量及萬元 GDP 用水量變化 

萬元 GDP 用水量是國際上反映用水效率的常用指標，

是指每創造一萬元的本地生產總值所消耗的水量，數值越低

表示每單位用水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越高，即用水效率越高。 

過去幾年本澳總用水量持續增長，2016 年本澳人均用

水量較 2014 年及 2015 年增加，而 2014 年至 2016 年萬元

GDP 用水量也呈現上升（見圖 9），分別為 2.11 立方米/萬

澳門幣、2.61 立方米/萬澳門幣及 2.71 立方米/萬澳門幣。

雖然近三年的總用水量的升幅放緩，但 2015 年本地生產總

值大幅下降 18.0%，是造成萬元 GDP 用水量連續三年上升

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據《2015 年廣東省水資源公報》，2015 年廣東全省

萬元 GDP 用水量為 61 立方米/萬人民幣、珠海為 25 立方米

/萬人民幣。相比之下，澳門每創造一萬元的本地生產總值所

消耗的水量相對很低，從這個角度看，本澳的用水效率相對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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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6 年人均用水量及萬元 GDP 用水量 圖9

 

*人均用水量＝全年收費用水量÷（年底人口及全年天數） 

**萬元GDP用水量=全年供水量÷全年本地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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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對枯水期鹹潮的部署及聯動 

由於珠海和澳門地處西江（珠江幹流）出海口位置，每

逢冬春季節，珠海的主要水源地西江下游磨刀門水道都受到

海水倒灌形成的鹹潮影響，原水鹹度（主要為氯化物）明顯

上升。為保障澳門的供水安全，每年的枯水期間，海事及水

務局聯同供水專營公司都透過不同渠道與珠江水利委員會、

廣東省水利廳、珠海市政府及供水公司等內地水利部門共同

制定珠江枯水期水量調度實施方案及珠澳水庫群蓄水及聯

合調配方案，並於鹹潮期間因應當時的水情變化聯合採取行

動，以力保珠澳兩地的供水安全。 

於 2014 年底至 2016 年初枯水期間，內地水利部門經

吸取多年的抗鹹經驗後，通過提前為上游骨幹水庫蓄水，珠

海市各水利部門亦同時做好各水庫、泵站的調度和蓄水計劃，

從而成功地將枯水期間的供澳原水鹹度一直控制在 50 度以

內。在本澳方面，海事及水務局亦積極做好相關的協調和溝

通工作，嚴格督促本澳供水專營公司與內地水務部門做好蓄

六、提升水質及供水安全保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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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輸水和調水方面的實務操作，最終成功力保澳門的出廠

水能一直維持在綠色低鹹度級別以內。 

 海事及水務局與內地水利部門共議鹹潮供水部署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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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造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本澳開始從內地銀坑水庫和竹仙洞

水庫輸入原水以來，原水管線都是從澳門北端的鴨涌河接入

境內管網，然後輸送到位於澳門半島的水廠，原水經水廠處

理後再逐步向南輸送。如此單一的管線佈局在澳門用水主要

集中在澳門半島的年代尚算合理，但隨著離島區近年迅速發

展，目前的供水設施佈局已顯現出供水效能和安全度偏低等

不足之處。為改善有關情況，粵澳兩地政府於 2015 年簽訂

了關於建設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的合作協議，開展合作建設

第四條供澳原水管道工程項目，內容包括新建廣昌至掛定角

的管道、擴建洪灣泵站及由洪灣泵站至澳門路氹城區西端

（西堤馬路）的管道，輸水管道管長約 15 公里，設計日輸

水量約為 20 萬立方米。有關工程已於 2016 年正式動工，

預計 2017 年完成。工程完成後，供澳原水網路將進入南北

兩路雙管線時代。 

 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施工情況 圖11

 

  



 

(三) 參與第二期平崗－廣昌原水供應

保障工程 

現時連接平崗至廣昌泵站只有一條管齡超過 10 年的輸水管

道，為加強兩地的供水安全以及提高輸水能力，粵澳雙方按

照 2015 年所簽訂關於《平崗－廣昌原水供應保障工程的合

作協議》，開展建造第二期平崗－廣昌原水供應保障工程的

合作項目，工程項目包括：竹銀水庫－平崗泵站輸水管道工

程、平崗泵站－廣昌泵站輸水管道工程和新增廣昌加壓泵站，

輸水管道全長約 21.3 公里，日輸水量約 100 萬立方米。有

關工程預計於 2017 年第一季動工，2019 年完成。工程竣工

後，珠澳兩地的抗鹹能力和輸水能力將得到進一步提高。 

  



 

(四) 掛定角水閘及引水明渠改造工程（對

澳供水洪灣西引水渠改造工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是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其中一

個高峰期，導致需水量大增，單靠銀坑水庫區和竹仙洞水庫

區（始建於上世紀 60 年代）的集雨量已不能滿足澳門的用

水需求。為此，內地水利部門於八十年代中期規劃及建立了

掛定角水閘及引水明渠供水系統，開始從西江磨刀門取水泵

往竹仙洞水庫，再輸送往澳門。 

然而隨著珠海市西區迅速發展，掛定角水閘及引水明渠

區域將改建為珠海市洪灣中心漁港區。為確保供澳原水系統

如常運作，珠海市早前開展了有關引水渠改造工程，以建設

兩條直徑 2 米的輸水管道，分別連接廣昌泵站出水管與洪灣

前池，全長約 4.67 公里，設計輸水量為每日 80 萬立方米。

工程分兩期建設，第一期先建設兩條 2.16 公里長的管道及

設置一段輸水能力達 45 萬立方米/日的臨時明渠，有關工程

已於2016年上半年完成。第二期工程預計於2017年完成，

而延用達 27 年的掛定角水閘已於 2016 年中停用，其取水

功能已轉由上游 2 公里左右的廣昌泵站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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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澳供水洪灣西引水渠改造工程現況 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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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建設進度 

國務院於 2008 年批准珠江水利委員會編制的《保障澳

門、珠海供水安全專項規劃報告》，確定了建立以大藤峽水

利樞紐為主的流域水資源調配工程體系和水量調度機制。規

劃落實後將與流域其它骨幹水庫聯合調度，有效調控西江枯

水期徑流，抑制鹹潮上溯，並將保障珠江三角洲包括澳門在

內二千五百萬人口的飲用水安全，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 

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已於 2014年 11月 15日召開了建

設動員大會，標誌著工程正式動工，當中大藤峽樞紐船閘、

副壩、左岸泄水壩段及左岸廠房等工程均先後動工建設。特

區政府將一如既往，以共建共享的理念參與包括大藤峽項目

在內的流域水利建設工作。 

 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專路開工儀式 圖13



 

 

(六) 大水塘水廠（三期）工程 

為滿足本澳近年迅速增長的需水量，加強保障本澳的供

水安全，供水專營公司於 2014 年展開了大水塘水廠（三期）

工程，並於 2015 年 9 月順利完成且隨即投入運作。本期水

處理採用了先進的超濾技術，所生產的自來水尤其在濁度的

去除率明顯提高。水廠投產後，全澳自來水的日產能力已提

升至 39 萬立方米，預計足夠應付至 2020 年全澳的需水量。 

 大水塘水廠三期啟用典禮 圖14



 

 

(七) 籌建石排灣淨水廠 

按照目前本澳城市發展趨勢，路氹區正持續大規模拓展

大型娛樂休閒商業設施，同時離島居住人口也正在相應增加。

2016 年離島區用水量約佔總體用水量的 36%，較 2015 年

增約 1.4%。預期隨着未來數年路氹城的大型基建設施相繼

落成，離島用水需求將持續上升。 

然而，現時本澳主要的水廠均設於澳門半島，約佔全澳

供水量的九成以上。而離島區只有一座日產能約為 3 萬立方

米的路環水廠，區內供水主要依賴設於兩條跨海大橋的供水

管道輸送供給（每日最大輸水量約 12 萬立方米）。 

特區政府一直十分關注離島區的用水量發展趨勢，經從

整體供水設施布局考慮後，推出建設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的

計劃，同時，推動供水專營公司在離島興建石排灣淨水廠以

作配合。新水廠選址於石排灣水庫區，設計日產能為 13 萬

立方米，預計於 2019 年完成。水廠建成後離島區的自來水

總產能將提升至每日 16 萬立方米，路氹區的供水將進一步

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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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水廠處理的原水主要是直接由西江磨刀門水道汲

取的供澳原水，因此原水中的濁度、氨氮和總有機碳（有機

污染物指標之一）等水質指標變化幅度較水庫的原水大，故

石排灣淨水廠將針對這些特性設計相應的工藝流程，其主要

特色為通過脈衝澄清池、炭吸附池及 V 型濾池的組合，從而

加强應付可能出現的濁度變化及突發性的有機物污染等情

況。 

 石排灣淨水廠設計圖 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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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高原水水質監測能力 

為了更好地掌握供澳水源地的水質情況，特區政府由

2013 年開始委託珠江水利委員會轄下的珠江流域水環境監

測中心，在西江下游磨刀門水道原水取水口的上下游長期監

察該位置附近的水質。根據過去三年的監測紀錄，水質介乎

《地表水環境品質標準》第Ⅰ~ Ⅲ類地表水之間，即符合作

為生產自來水的要求。 

另外，為更好地加強供澳原水管理，以及提高本澳水處

理應對水質變化的能力，海事及水務局於 2015 年促成本澳

供水專營公司及內地供水部門簽訂《建設對澳供水原水水質

在線監測系統合作協議》，於平崗泵站、廣昌泵站和洪灣泵

站內建設原水水質在線監察系統。2017 年第二季完成位於

廣昌泵站的第一個在線監測站的工程，預計 2018 年完成餘

下的在線監測站工程建設。系統建成後，在澳門可即時監察

到上述泵站的原水 pH值、濁度及氨氮等水質指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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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共房屋水質抽檢 

因應本澳社會各界關注鄰埠香港於 2015 年 7 月發生的

“鉛水事件”，海事及水務局與民政總署、衛生局、房屋局

及建設發展辦公室組成了跨部門工作小組，共同合作對本澳

62 幢公共房屋的內部供水系統進行水質化驗及核查管材質

量的工作。結果顯示自來水中的重金屬“鉛”含量全部符合

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標準，而公屋所使用的銅製水管及其之

間以銀、銅及無鉛錫焊三類為主的接駁焊接物等建材均符合

國際標準及要求。 

另外，為提升供水水質安全，特區政府於 2015 年起加

強對供水管網自來水水中重金屬含量的檢測，例如鉛含量的

檢測，而檢測結果也一直符合相關標準。 

 就公共房屋內自來水水質安全舉行跨部門會議 圖16



 

(十) 持續監察自來水水質安全 

特區政府及供水專營公司於澳門及離島設立超過 80 個

採樣點，定期隨機抽取水樣本進行水質檢驗。2014年至2016

年化學及微生物的分析項次超過 13 萬次，水質合格率接近

百分百。另一方面，為提升技術水平及回應市民對水質安全

的日益關注，早前特區政府專責自來水水質監測的部門持續

添置先進檢測儀器及持續研究使用新的標準檢測方法，以進

一步保證有關檢測結果的精準度。 

為提高應對樓宇內發生的水污染事故效率，特區政府制

定了應對大廈供水設施造成水質污染的應急措施，並將其納

入《澳門供水安全應急預案》。當一旦發生有關事故，將會

根據預案協助對大廈供水設施水質進行應急監測、設立臨時

供水點及協助追查污染源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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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更新水質標準 

特區政府已於 2015 年開展《澳門供排水規章》附件一

“供人耗用水之品質標準及規則”的修訂工作，以提高和更

新飲用水水質的安全標準。 

在修訂過程當中，海事及水務局組織了民政總署及衛生

局等部門，參考歐盟、世界衛生組織及中國國家標準等飲用

水水質指標參數，對水質標準內容進行相應修訂，並徵求了

相關部門及業界對修訂文本的意見。預計於 2017 年底完成

上述文本的修訂工作。 

  



 

 

 

(一) 水價調整 

透過經濟手段提高社會各界的節水積極性，是水資源管

理中的重要一環，故此特區政府自 2011 年起實施分類收費

和階梯式收費相結合的自來水價格機制，並因應運作效果及

社會環境等情況分別於 2014 年和 2016 年兩次調整水價機

制（見表 9），以加強水價機制的節水推動力。 

表9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的自來水價格表 

家居用水 

階梯 

(按用水量劃分為四個階梯) 

用水量 

(立方米/兩個月)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第一階 28 或以下 4.48 

第二階 29 至 60 
5.18  

(首 28 立方米以 4.48 計算) 

第三階 61 至 79 
6.04  

(29-60 立方米以 5.18 計算) 

第四階 80 或以上 
7.27 

(61-79 立方米以 6.04 計算) 

非家居用水 

類别 行業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一般 
非家居用水 

一般工商業、政府、學校、醫院、社團及
其它用水 

6.04 

特種用水 
博彩、酒店、蒸氣浴室、高爾夫球場、建

築、公共工程及臨時用水 
7.75 

(2016 年供水全成本) 

七、節水措施及宣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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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管網漏損 

根據《澳門節水規劃大綱》，降低管網漏損是其中一項

重要的節水措施，而造成管網漏損的主要原因是公共供水管

老化、土地沉降和其它工程開挖意外爆喉所導致。因此近年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供水管道的汰舊換新。資料顯示，直

至 2016年 12月，本澳公共供水主管道總長度為 529公里，

其中約有 85%公共供水管已更換為更耐用的球墨鑄鐵及不

鏽鋼管，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量使用的石棉管和鍍鋅鋼管

仍有部分還在使用（約 5.5%）。供水專營公司在 2014 年至

2016年期間將一些仍在使用的石棉管和鍍鋅鋼管逐步更換，

這三年所更換的水管長度分別為 5.1 公里、3.2 公里及 4.4

公里，剩餘的管段多數位於交通要道，需等待合適的時機進

行施工。供水專營公司會爭取於 2020 年前完成把石棉管和

鍍鋅鋼管更換為較優質的球墨鑄鐵及不鏽鋼管，以進一步改

善管網漏損的情況。 

根據供水專營公司的資料，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供

水專營公司對全澳 34 個測漏區（包括橫琴澳門大學校區）

進行巡迴測漏普查，檢出逾六百多個漏水點並已進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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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項堵漏措施而節省的水量三年合共接近 247 萬

立方米，約等於八個石排灣水庫的有效蓄水量。而過去三年

的管網漏損率雖接近《澳門節水規劃大綱》的階段性目標

（10%），但亦說明有關工作仍有待進一步深化。 

 逐步更換老化水管以改善管網漏損情況 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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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普及節水器具和節水措施 

使用節水器具是一種以技術手段進行節水的有效方法，

因此，過去幾年間，特區政府透過推出政府內部的節水計劃、

校園節水計劃、酒店節水計劃及商廈節水計劃等活動，向社

會各界推廣普及使用節水器具。 

根據海事及水務局於 2014 年所作的“公共設施節水績

效調查”，收集了政府部門轄下共 162 個對外開放設施包括

出入境口岸、泳池、體育場館、圖書館、停車場、市政公廁、

公立學校等內設的公共用水點採用節水器具的數據資料。當

中節水水龍頭、淋浴花灑、小便器的普及率近九成至九成六，

節水馬桶水箱的普及率則近六成，顯示公共設施使用節水器

具的普及進程理想。 

另外，於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間開展的公共工程，合

共安裝了 6 千多個節水器具，而 2010 年後興建的公共房屋

已共安裝了 7 萬 4 千多個，並達到全面使用節水器具。綜合

統計，過去幾年間在公共和私人設施所安裝的節水器具多達

18萬個，成效顯著。 

而為協助消費者識別具用水效益的用水器具1，海事及水

                                                      
1
一般節水器具可節省三至四成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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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在 2017 年第一季推出《認識節水器具和用水效益標籤》

小册子，其內容集中介紹澳門市場上常見節水器具的資訊，

以及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澳洲等地的用水效益標籤

資料，讓市民大眾更便捷地掌握有關產品的資訊，從而作出

更精明環保的選購決定。 

 《認識節水器具和用水效益標籤》 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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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城節水回贈計劃 

全城節水回贈計劃自從 2009 年推出以來成效相當顯著，

所以有關計劃一直延續至今。據統計，於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超過 10 萬用水戶獲得水費回贈，總節約水量達 400

多萬立方米，相當於約 1,480 個奧林匹克游泳池的水量或約

等於全澳 17 日的用水量。 

 

 

 

 

 

 

 

  



 

(五) 培訓教育 

海事及水務局於 2014 年編制了《樓宇自來水系統維護

指引》（下稱《指引》），目的是為推動樓宇業主或其代理人

更好地維護樓宇供水系統，從而提高樓宇內的供水安全。 

另外，為提升水務工程從業員的相關技能以及加深對

《指引》的認識，由 2014 年起，海事及水務局與澳門生產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合辦共九期的“樓宇儲水箱清洗操作培

訓課程”及“樓宇自來水供水設施維護及保養課程”。到目

前為止，共約 290 名學員參與了有關課程，效果理想。 

目前特區政府專責管理社會房屋的部門已將《指引》作

為社會房屋管理的招標要求，以發揮良好的示範作用，同時

也逐步將《指引》推廣至私人樓宇。 

 培訓推廣樓宇自來水系統維護知識課程的上課情況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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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宣傳活動 

為使節水政策獲得最大的社會共識，以及使珍惜水資源

的公民意識深入民心，特區政府一直持之以恆地透過多方位、

多渠道方式推廣節水意識，包括到學校社區舉辦宣傳活動，

設立展館展品進行活動教學，以及透過各種媒體宣傳節水意

識和相關政策措施。 

除傳統的社區節水巡禮宣傳等主要活動外（見表 10），

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海事及水務局新增的宣傳教學項

目包括於澳門科學館設立“水資源互動館”以及為社團/學

校提供相關導賞服務（見表 11）；於 2015 年首度推出校園

節水宣傳劇“威水超人”。由於反應熱烈，更於 2016 年加

推續集“威水超人之節水城市”，主要對象為高小學生。有

關宣傳活動會延續至 2017 年，以擴展宣傳覆蓋面（見表

12）。 

  



 

表10  2014 年至 2016 年主要宣傳活動統計資料 

項目名稱 場次或人數 

研討會及論壇 2 次 

社區節水宣傳活動 16 次 

原水之旅及飲水思源戶外教學活動 85 人 

表11  水資源互動館導賞服務統計資料 

參與之學校/社團數量 導賞服務場次 人次 

18 29 1,327 

表12  校園節水宣傳劇統計資料 

項目名稱 參與學校 

場

次 

人

次 

《威水超人》初小版話劇統計 27 33 4,112 

《威水超人之節水城市》高小版話劇統計 28 31 4,159 

  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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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節水話劇《威水超人》一眾演員與師生其樂融融 圖21

 

 

 於水資源互動館向學生導賞介紹澳門水資源現況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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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意識到水資源十分重要、十分有限，也在節水惜

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隨著社會發展，本澳的用水量

與其它地區一樣正在不斷攀升。在水資源日趨匱乏的情況下，

國家水利部門也不斷採取措施，建立流域水資源統一管理體

系，並劃設用水紅線及提高用水效益，通過保護水環境、水

安全來保障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政

策的受益群，我們澳門居民必須懷著感恩之心，以實際行動

參與構建節水型社會，讓節水意識根植澳門，努力實現水資

源可持續利用的普世宏願。 

最後，衷心感謝廣大讀者以及社會大眾對本刊的關注和

支持！你們的關注和支持就是我們不斷改善工作的原動

力。 

 

 

 

 

八、結束語 



 

 

 

供澳原水系統與水價機制的演進簡介 

1. 珠海對澳供水的演進簡介 

背景 

澳門自開埠以來經濟發展一向相對蓬勃，居住人口也同步發展。

然而，澳門境內沒有河流湖泊，亦不具備條件興建大型水庫，本土水

資源量無法支撐城市持續發展，令澳門居民長期承受缺水的困擾，而

且情況越趨嚴重，到上世紀中有關問題已發展到必須正視的地步。 

創設珠海對澳供水系統 

為滿足澳門的用水需求，必須走出澳門到內地另覓水源。但當時

的澳葡政府與國內的溝通渠道十分有限。有見及此，澳門中華總商會

於上世紀 50 年代末以民間社團的身分開始向廣東省人民政府請求探

討內地對澳供應原水的可行性。其後雙方協定由澳門向內地以提供無

償貸款方式，在珠海境內修建銀坑和竹仙洞水庫，並向澳門供應原水。

自此便開創了珠海對澳門供應原水的歷史。 

與珠海共建共享水源系統 

澳門與內地合作建設水源系統可謂優勢互補，互利共贏，這不

九、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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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讓澳門衝破本地水資源不足的局限，而且還衝破了城市發展的瓶頸。

從此，澳門與內地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就一直傳承下來。在過去幾十

年間雙方合作的同類項目分別有： 

– 1960 年建成銀坑水庫和竹仙洞水庫，以及第一條供澳原水

管道； 

– 於 1979 年至 1980 年期間建設的一條從大鏡山水庫向澳門

供水的暗渠及加壓泵站和南屏河泵站； 

– 於 1985 年建成前山河白石湧抽水站，並鋪設 15 公里輸水

管道將水送到大鏡山水庫儲存，以備鹹潮期間輸水往澳門； 

– 於 1984至 1988 年期間興建掛定角水閘（取水口）和明渠、

以及洪灣泵站，實現了將西江水泵往相連通的蛇地坑水庫、

銀坑水庫和竹仙洞水庫的規劃，這就是目前珠海對澳門供水

的主要水源系統──南系統； 

– 於 1999 年在磨刀門水道上游約 3 公里建設了廣昌泵站（取

水口），並連接南屏水庫，以及將南系統和北系統這兩個珠

澳兩地的主要原水供應系統連接起來； 

– 於 2006年修建了平崗泵站（取水口），也就是將鹹潮期間的

取水口沿磨刀門水道大幅上移十多公里，並鋪設連通管道連

接廣昌泵站、洪灣泵站和南沙灣泵站，形成西水東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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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珠澳兩地在鹹潮期間的供水保證率； 

– 2008 年建成第三條供澳原水管道，及時滿足了澳門當時因

快速發展而對供水量的需求； 

– 於 2011 年珠海竹銀水源工程竣工，建成竹銀水庫和竹洲頭

泵站（取水口），並將鹹潮期間的取水口進一步上移七公里，

大幅提高珠澳供水系統調鹹蓄淡能力和水危機事件的處理

能力； 

– 於 2015 年粵澳兩地政府簽訂了關於建設第四條對澳供水管

道的合作協議，開展合作建設第四條供澳原水管道工程項目。

有關工程已於 2016 年正式動工，預計 2017 年完成（工程

內容詳情見上文“建造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 

– 於 2015 年粵澳政府簽訂了關於平崗－廣昌原水供應保障工

程的合作協議，目前正在開展有關工程的前期工作，工程預

計於 2017 年內動工，2019 年完成（工程內容詳情見上文

“參與第二期平崗－廣昌原水供應保障工程”）。 

經過多年的跨境合作，澳門和珠海兩地的原水系統已經形成有

機結合，並建立了南系統、北系統及西水東調系統。兩地原水系統運

作可概括為“江水為主，庫水為輔；江水補庫，庫水調鹹、南北共濟”

這 20 個字。對澳供水量亦由 1960 年的每日 0.34 萬立方米增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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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每日 26.5萬立方米，增幅接近 78 倍。 

目前，本澳約 96%的原水是由內地輸入，而澳門與內地在供水

範疇的合作仍在繼續深化。相信未來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

區內城市群的水資源系統和管理將進一步優化和相互融合，而支撐澳

門繼續向前發展的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環境也將會得到更好的保障。 

2. 水價演進簡介 

原水價 

珠海對澳門供應原水的水費價格演進過程大致可分為 1960年至

1985年的免費供水階段，和 1985年至今的有償供水階段。 

(一)、基於 1960 年建設竹仙洞、銀坑兩水庫的過程中，是由珠

海方組織人力資源進行施工，澳門方負責工程費用，同時考慮到輸澳

水資源量不大，且當時國內還未實行市場經濟，所以當時的廣東省人

民政府決定不向澳方收取原水水費，僅收取能夠維持兩座水庫維修、

抽水耗電以及管理人員工資等項目開支的費用，並與澳方供水企業簽

定了 25 年的協議書2，從而形成了 1960 年至 1985 年珠海免費對澳

門供應原水的歷史階段。 

(二)、珠海對澳供應原水的有償供水階段具體又可分為 1985 年

至 2010年企業主導階段，和其後至今的政府主導階段。 

                                                      
2
珠海對澳門供應原水的系統是由民間機構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共同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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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基於當時珠海對澳供水系統是由澳門民間機構與內地

政府合作建立起來。自然地，當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獲得 1985

年至 2010 年期間的澳門供水專營合同後，該企業順理成章地踏著前

人的足跡，承接負責向內地購買原水的工作，並於 1985年 9 月與珠

海方簽署協議書，協定澳方有償使用竹仙洞、銀坑兩水庫，以及將對

澳供應原水的運作規範化。自此，珠海對澳供水就由免費供水形式轉

為有償供水。當時的供澳原水價定為人民幣 0.13 元/立方米；而隨後

數年的原水價僅作輕微調整（見表一）。這主要是基於當初澳門和區

內城市的發展都相對平緩，對水資源的耗用量相對較少，增建水源系

統設施的需求也少。 

但隨著國內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內地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珠澳

兩地的用水量也逐步增加。相應地，增建水源系統設施的工程也在不

停地進行；此外，當時的消費物價指數處於快速上升的週期，期間人

民幣兌外幣的兌換率也經歷著大起大落時期。基於此，澳方向珠海支

付的原水費從 1993 年 4 月起改為以港元結算。當時供澳原水價已上

升至 0.73 港元/立方米，於 1998年再上調至 0.8937 港元/立方米並

沿用至 2004 年；2005 年調整為 1.10港元/立方米，2007 年西水東

調系統投入運作後，原水價格進一步上調至1.21港元/立方米。可見，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這些工程和經濟因素所產生的成本增加終歸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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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水價上（見表一）。我們亦可以從該段期間供澳原水價的上升軌

跡和節點體現到當時的水源系統設施建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 

供水企業在開創珠海對澳門供應原水的渠道和機制過程的確作

出了重大貢獻，其所建立的運作機制在用水量相對較少，且珠江流域

水量較充裕、珠澳供水水源地受鹹潮影響不明顯的環境條件下一直行

之有效。然而，隨著環境變遷，流域水資源漸趨緊缺，以及鹹潮上溯

現象日趨嚴重的環境下，傳統機制開始承受越來越大的衝擊，尤其是

當增建水源系統設施涉及龐大資金，以及協調上游調水壓鹹補淡涉及

政府部門的情況下，企業在有關方面明顯是力有不逮。 

在澳門，自從回歸祖國後，尤其是賭權開放以來，澳門經濟發展

突飛猛進，用水量呈跳躍式增長。然而，當時賴以依存的珠江流域卻

恰巧處於大旱週期，而流域各區的需水量也快速增長，導致珠江流域

區內水資源緊缺，尤其在每年冬春期間，上游來水減少，下游鹹潮肆

虐，以致供澳原水一年比一年鹹。情況最嚴重是在 2005 年至 2006

年的冬春季節期間，供澳原水含氯度（俗稱鹹度，１毫克／升＝１度）

高達 600多度，超過國家飲用水標準（250 毫克／升）2倍多，令澳

門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基於此，從 2005年起，特區政府開始逐步加大在供澳原水事務

上的參與力度，包括資助和承擔部份供澳原水成本，以免供水成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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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轉嫁給澳門居民；同時又因應當時澳門的需水量快速增長而援建第

三條供澳原水管道；另外，為了有系統地解決鹹潮問題，並確保澳門

能持續享有充足的水源以支撐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特區政府更直接參

與援建竹銀水源工程系統、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以及協調上游水利部

門實施跨域調水壓鹹補淡等措施。 

鑒於區域水資源緊缺情況已發展成為長期結構性問題，且更多地

涉及政府之間協調的工作，因此特區政府藉著 2010年修訂供水專營

合同的契機，將從內地輸入原水及相關事務的職能轉由特區政府負責，

以便更有效率地與國內的水利部門溝通和合作，從而提高對澳供水設

施的建設效率，尤其是在珠海境內建設的對澳供水管道、南系統和竹

銀水源系統工程等；同時，加強實施跨域調水壓鹹補淡的協調力度。 

事實上，自從特區政府直接參與和協調供澳原水事務之後，供澳

原水水質不斷改善，居民近年也再沒有感覺到食水帶有鹹味。能高效

地遏止鹹潮對澳門供水的影響，除了國家對澳門實施優惠政策外，龐

大的供水設施建設也耗用了兩地大量的財政資源。 

為更科學訂定及合理地反映供水成本和水資源的真正價值，於

2009年粵澳簽署了《粵澳供水協議》，協定以每三年為一個原水價格

的調整週期。其調整幅度，在沒有新增工程投資的情況下，主要依據

內地的消費物價指數及供水系統運作成本等因素而計算。同時，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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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人民幣兌外幣的兌換率正穩步上升，澳方向珠海支付的原水費又

再轉為以人民幣定價。此外，鑒於竹銀水源工程項目投資龐大，因此，

2010 年供澳原水價已大幅調升至 1.64 元人民幣/立方米。其後，有

關設施陸續落成啟用，輸水管線也大幅延長，供澳原水成本明顯增加。

按照協議規定 2011 年原水價再大幅上調至 2.07 元人民幣/立方米；

2014 年進一步調升到 2.29 人民幣/立方米（見表一）；預期到 2017

年供澳原水價將上升至2.42人民幣/立方米。至於未來的供澳原水價，

按照目前區內需水量的發展勢頭以及相關因素分析，未來幾年供澳原

水成本仍處於快速增長週期，因此供澳原水價也勢必同步上升。 

雖然目前供澳原水成本是由特區政府承擔為主，原水價格的變動

影響並非直接轉嫁予澳門居民或用水戶承受，但其實這並非可持續發

展之道。按照市場經濟用者自付原則，所有供水成本終歸還是由產品

服務使用者消化，而政府應該僅作為緩衝角色。 

以近年的情況為例，雖然供澳原水價格大幅上升，但卻尚未完

全反映供澳原水的成本。這主要是特區政府直接提供資金援建部份大

型水源工程項目，以免基建成本進一步增加。而這些特區政府直接提

供的援建資金並沒有體現在供澳原水價上，更未有直接轉嫁予消費者。

但長期而言，最終還是需要透過調整用戶水價將累積的成本釋放出去，

這樣才屬長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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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60 年至 2016 年原水價格資料 

年度 
原水價格 

(港幣/立方米) 
原水價格 

(人民幣/立方米) 

1960 - 1985 -- 免費 

1985 - 1986 -- 0.13 

1986 - 1987 -- 0.15 

1987 - 1988 -- 0.17 

1988 - 1990 -- 0.2 

1990 - 1993 -- 0.25 

1993 (4 - 12 月) 0.73 -- 

1994 0.7576 -- 

1995 0.7892 -- 

1996 0.8306 -- 

1997 0.8641 -- 

1998 - 2004 0.8937 -- 

2005 1.10 -- 

2006 - 2007 1.21 -- 

2007 - 2009 -- 1.54 

2010 - 2011(1 - 4 月) -- 1.64 

2011(5 - 12 月) - 2013 -- 2.07 

2014 - 2016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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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價 

(一) 單一水價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商業運作必然傾向選擇最具成本效益的運

作模式。由於單一價格具有操作簡單、直觀、方便管理以及操作成本

較低等特性，因此一般商品／服務都普遍採用單一價格模式。而水卻

有別於一般商品，因為水是生活必需品，且供水服務一般都是以專營

方式經營，且消費者別無選擇，所以其定價普遍受政府監管。但另一

方面，由於供水服務一般涉及龐大投資，所以在自來水供水服務發展

初期，當局一般都向供水企業提供較大的經營自由度。基於此，供水

服務在發展初期多數採用單一自來水價（俗稱單一水價）。而澳門的

情況也大致類同，自從本澳出現供水服務之後，直至 2010 年期間都

是由供水企業自主經營為主，經營者自然奉行市場導向原則，水價定

價模式自然更側重於運作成本效益，所以一直採用單一水價制度（期

間的自來水價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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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階梯水價 

隨著社會逐步發展，水資源變得越來越匱乏。各地紛紛採取節

水措施，而以經濟手段推動節水是其中一種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按照

供求關係，當一般商品／服務的價格提高，其需求或使用量自然就會

降低。然而，水是生活必需品，且用水戶對供水服務又別無他選，倘

若水價一律定得太高，必定廣泛影響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因此，人

們紛紛尋求一套既能夠保障居民用水權，又能達到推動節約用水效果

的定價模式。而按用水量分級定價的階梯式收費模式（俗稱階梯水價）

就是在這種環境條件下應運而生。階梯水價運作模式主要是按用量定

價和收費，即對一般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量賦予較低的定價，而對超出

一般用量者賦予較高的定價。較低階水價用以保障居民基本用水權，

較高階水價用以彰顯用者自負原則。而透過調整低階水價與高階水價

之間的價格差距以及不同價格相對應的水量就可促使一般用戶減少

或節約不必要的用水，從而達到推動節約用水的效果。水價之間的價

格差距越大，推動節水的效果越明顯，但實施難度也越大。階梯水價

比較適用於用水性質相同、用水量較接近的用戶群。而居民用水就具

備這些特性，所以一般都應用於居民用水方面。在澳門，一般居民每

日生活用水量都在 155 升左右，而且每戶居住人口差距不大，所以

目前也採用階梯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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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類水價 

雖然階梯水價具有相當多優點，但由於其定價涉及釐定每階價格

及相對應的水量，對於用戶性質和用水量差距較大的情況較難應用，

例如各行各業用水性質迥然不同；中、小企用水量與大型企業相距巨

大等等，所以單純採用階梯水價是很難合理地釐定每階價格及水量。

有見及此，人們提出了分類水價方案。分類水價採用不論用水量多寡，

只要是歸類於某用戶類別，就一律按照該類別相應的水價進行計費。

這種計費模式可以將經濟能力較弱又或較多涉及民生的行業群體與

其它群體區分開，並定以較低的水價；而對於一些與民生關係較少而

又高增值的行業用戶群賦予較高或相近供水全成本的水價；甚至對部

分經營奢侈產品／服務行業又或對環境影響較大的群體實施近乎懲

罰性的高水價。分類水價的優點一方面是既可在同類用戶群體中充分

發揮單一水價的簡明計費優勢和效益，又可顧及經濟能力較弱的用戶

群體，以及彰顯用者自負原則，所以被很多國家和地區普遍採用。但

分類水價也存在一定制約，這主要是對部分用戶進行定性和分類存在

一定困難。 

總結以上三種水價模式，其特性各有優劣。單一水價是最傳統

的定價模式，其操作簡單，但基於水是生活必需品，其定價一般難以

提高，以致長期扭曲水資源的真正價值，也不利於推動節水。階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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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和分類水價具有保障居民基本用水權，顧及經濟能力較弱群體，以

及彰顯用者自負原則等優點，尤其有利推動人們珍惜用水。但由於水

價涉及千家萬戶的利益，所以每逢涉及水價調整都牽動公眾廣泛關注，

如果涉及釐定用水量分階收費或用戶分類，往往會引起更大的爭議。

因此，部分國家和地區一直難以進行水價改革來實施階梯水價和分類

水價，並一直延用傳統的單一水價。部分水價長期低於成本價，導致

嚴重影響水資源的可持續使用。一般而言，對水資源比較關注的國家

和地區都普遍實行階梯水價和分類水價。 

(四) 澳門的現行水價機制 

澳門自從經歷過鹹潮衝擊之後，公眾對水資源的關注度大大提高，

並積極支持和參與節水活動。因此，特區政府在聽取了社會各界意見

之後於 2010 年推出了《澳門節水規劃大綱》（下文簡稱為《大綱》），

並制定了八項開源節流措施。而透過經濟摃桿推動節水就是其中一項

重要的節流措施之一。 

經過環顧各地的主流水價機制以及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後，

特區政府成功推動將當時的單一自來水水價改革成為全新的階梯水

價加分類水價相結合的水價機制，並於 2011年在澳門首度實施。當

時將全澳用水戶分為家居和非家居兩大類。對家居用水採用階梯水價，

並將價目按不同用水量分為三階（見表二），其主要定價理念是在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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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民基本用水權的基礎上，以多用者付更多的方式推動節水。 

考慮到當時澳門每戶平均居住人口不足 3 人，同時參考澳門每人

每日平均用水量約為 150 升，將第一階的每期用水量定為 28 立方米

或以下（約為 3 人的每兩個月的用水量），而第二階的水量是以 3 人

和 6 人的每期用水量，以及第三階是以 6 人以上的每期用水量為參考

訂定。 

有關各階價目方面，第一階水價是參考當時單一水價的水平為起

點（當時水價為 4.39 元／立方米），從而確保水價調整後令當時約

60%的家庭水費開支維持與原水平相約。而各階之間的水價差距也不

大，以此減少因水價機制改革而對居民造成太大的影響。 

在非家居用戶群方面，鑒於博彩、酒店等行業與其它行業的用水

性質和經濟能力差異甚大，同時考慮到中、小、微企和社服機構等群

體的用水與民生息息相關，因此將非家居用水再細分為特種用水和一

般非家居用水。特種用水水價與供水全成本相約，從而體現用者自負

原則；而一般非家居用水則參考一般家居用水第三階水價定價，以照

顧該用水群體的經濟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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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的自來水價格表 

家居用水 

階梯 

(按用水量劃分為三個階梯) 

用水量 

(立方米/兩個月)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第一階 28 或以下 4.35 

第二階 29 至 56 
4.83  

（首 28 立方米以 4.35 計算） 

第三階 57 或以上 
5.27  

（29-56 立方米以 4.83 計算） 

非家居用水 

類别 行業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一般 

非家居用水 
一般工商業、政府、學校、醫院、社團及其它用水 5.27 

特種用水 
博彩、酒店、蒸氣浴室、高爾夫球場、建築、公共工

程及臨時用水 
5.80 

(五) 現行水價機制的調整 

鑒於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水價及相關機制亦需要不斷進行更新。

因此，在特區政府主導下，於 2014 年首度對 2011 年推出的水價機

制進行調整，以有效維持其推動節水的功效。調整除因應供水成本和

通脹變化而相應上調各級水價之外，還因應部份居民反映階梯水價對

大家庭存在不公平現象，且不利於將各階梯的水價差距進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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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階梯水價在原來三個階梯基礎上，以八人每期用水量為參考再

疊加一個階梯，即增加至四個階梯（見表三）。 

表三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的自來水價格表 

家居用水 

階梯 

(按用水量劃分為四個階梯) 

用水量 

(立方米/兩個月)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第一階 28 或以下 4.39 

第二階 29 至 60 
4.98  

(首 28 立方米以 4.39 計算) 

第三階 61 至 79 
5.59  

(29-60 立方米以 4.98 計算) 

第四階 80 或以上 
6.26 

(61-79 立方米以 5.59 計算) 

非家居用水 

類别 行業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一般 

非家居用水 
一般工商業、政府、學校、醫院、社團及其它用水 5.59 

特種用水 
博彩、酒店、蒸氣浴室、高爾夫球場、建築、公共

工程及臨時用水 

6.68 

(2014 年供水全成本) 

另外，於 2016 年底再因應供水成本和通脹的發展情況對各級價

目進行了第二次更新調整（見表四）。未來，隨著社會經濟繼續向前

發展，水價機制也需要作定期檢討、更新和完善。按照目前水資源的

發展形勢以及增建供水設施的工程進度分析，供水成本仍處於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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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週期，以致水價亦將同步增長。 

表四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的自來水價格表 

家居用水 

階梯 

(按用水量劃分為四個階梯) 

用水量 

(立方米/兩個月)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第一階 28 或以下 4.48 

第二階 29 至 60 
5.18  

(首 28 立方米以 4.48 計算) 

第三階 61 至 79 
6.04  

(29-60 立方米以 5.18 計算) 

第四階 80 或以上 
7.27 

(61-79 立方米以 6.04 計算) 

非家居用水 

類别 行業 
水價 

(澳門元/立方米) 

一般 

非家居用水 
一般工商業、政府、學校、醫院、社團及其它用水 6.04 

特種用水 
博彩、酒店、蒸氣浴室、高爾夫球場、建築、公共

工程及臨時用水 

7.75 

(2016 年供水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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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 

回望澳門供水系統的發展歷程，好比看見一棵大樹茁壯成長。澳

門越壯大越繁盛，供澳原水系統向珠江水源伸展的根越深，水足跡越

遠。澳門有幸長期得到母親河的滋養潤澤，以及國家的關顧支持，供

水安全正在日益鞏固。有道是飲水思源，我們應該時刻懷著感恩之心，

並化作惜水節水的實際行動。在面對水資源日益緊缺，國家正在大力

推行節水政策，並透過水價改革逐步還原水資源的真正價值。澳門既

與國人同飲珠江水，故此應該積極配合國家的治水政策和方向，逐步

深化節水措施，共同參與構建節水型社會，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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