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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人類傍水而居，五千年中華文化

繁衍自黃河的滋養，水資源與社會、經濟

的發展向來密切相關。然而，由於氣候變化以及

水資源管理不當等原因，水資源治理成為了國際

上備受關注的議題。

為應對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我國於2012年公佈

《國務院關於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

見》，明確提出了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

主要目標及管理措施，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

紅線──到2030年全國用水總量控制在7,000億

m3內。有關措施反映了我國在水資源短缺和水資

源管理方面的高度關注。本澳淡水資源匱乏，在

原水供應上非常依賴內地，推動構建節水型社會

的工作可謂任重道遠。

國家淡水資源有限，珠江流域各省對水資源的需

求亦日益增加。面對水資源短缺的挑戰，我們一

方面要加強公眾教育，鼓勵市民節約用水，同時

亦要探索開發新水源，使在氣候變化、人口增長

及經濟發展下，可以維持有足夠的用水。

開發再生水用於部份非飲用用途，減少使用淡

水，是我們主要的開源策略之一。因此，推動

構建節水型社會工作小組過去一年在再生水資

源開發利用的籌備工作上投放了大量資源，又

透過一系列的公眾諮詢活動徵集社會各界對

《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2013-2022)》諮詢文本

的意見，務求與社會各界共同謀劃未來十年的

再生水發展藍圖，為澳門能夠順利進入再生水

利用時代奠定基礎。

在節流方面，工作小組同樣不遺餘力。除了持續

的宣傳教育以及舉辦各項節水鼓勵計劃外，特區

政府於2011年實施新自來水價格機制，以經濟槓

桿推動社會各界節約用水。為評估新水價機制的

節水成效，特區政府委託了學術機構進行《自來

水價格機制成效追蹤調查》。調查結果反映新水

價機制的實施有助推動居民節約用水，但非家居

用戶的用水行為受影響較輕微，原因可能與水費

開支僅佔商戶成本很少部份有關。工作小組未來

將綜合調查結果、原水成本以及其他因素考慮對

水價機制進行調整。

綜合工作小組所開展的各項節水活動，2012年合

共為本澳節省近350萬m3用水，相當於本澳全年

用水量的5%。我們相信，隨著公眾的節水意識不

斷增強，以及未來再生水在本澳投入應用，本澳

的節水率將進一步提高，推動構建節水型社會的

工作仍然要持之以恆。在本年度《澳門水資源狀

況報告》內，工作小組首次收錄本澳酒店業界採

取的先進的節水措施，務求透過各種途徑的交流

分享，促進各類節水方案在本澳的普及，凝聚社

會各界的力量，齊心合力共建節水型社會。

一、序言

推動構建節水型社會工作小組組長

黃穗文

   凝聚社會力量
         攜手共建節水型社會



全年總用水量 全年總節水量

雨水收集及利用量 本地水庫總有效庫容

7,528萬m3 349萬m3

161萬m3 190萬m3



二、主要統計數字	(二零一二年)

每日人均生活用水量

自來水廠總產能 管網漏損率

用水戶總數

152升/(人•日)

33萬m3/日 10.8%

21.5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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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資源環境
(一)	沿岸水環境	

根據澳門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2012年澳

門水域水質監測和評估報告》，2012年澳門

沿岸水域水質的總評價值較2011年有所下

降，原因是金屬類污染明顯減少。然而，在非

金屬污染方面，本澳12個監測點中，有6個監

測點的非金屬評價值大於或等於標準上限值，

包括黑沙環、外港、堆填區、氹仔、南灣和內

港，而北安則達至臨界值，反映本澳沿岸水域

非金屬污染嚴重。圖1表示了2012年本澳水域

各監測點的水質評價值。

圖1 2012年本澳各監測點水質評價值

資料來源：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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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資源環境

(二)	降雨

澳門冬季受中、高緯度冷性大陸高壓控制，

雨量較少。夏季主要受來自海洋的熱帶天氣

系統影響，濕度大，降雨量充沛。根據地球

物理暨氣象局的統計資料，2012年本澳總降

雨量為1,556亳米，較1981年至2010年期間

的氣象平均值（2058.1毫米）少502.1毫米。

全年共收集及利用雨水161萬m3，約佔全年

總原水消耗量的2%。圖2紀錄了2003年至

2012年本澳年總降雨量。

毫

米

圖2 2003-2012年年總降雨量

年總降雨量 1981年至2010年平均年降雨量

資料來源：地球物理暨氣象局，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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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源

澳門與祖國血脈相連，在水資源領域得到充

分的體現。本澳土地資源有限，並不具備條

件興建大型蓄水庫，原水供應主要依靠鄰近

的珠海市。

大水塘及石排灣水庫是本澳的兩個主要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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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的

原水來自珠海市。

珠海市的供水水源系統目前由南系統、北系統

及西水東調系統組成。其中，由竹仙洞水庫、

銀坑水庫和蛇地坑水庫等組成，從磨刀門掛定

角取水的南系統，是對澳供水的主力系統，

總蓄水量為348萬m3。

隨著鹹潮問題日趨嚴重，在澳門特區政府以及

祖國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參與下，負責保障

鹹潮期間珠澳供水的西水東調工程於2006年

年底竣工運作。特區政府後來又與廣東省簽訂

協議，共同建設竹銀水源工程，以進一步提高

西水東調系統對珠澳供水安全的保障。竹銀水

源工程已於2011年4月竣工，根據《粵澳供水

協議》，本澳擁有當中40%的總運作水量，相

當於南系統總蓄水量的超過四倍。隨著這些水

利工程的建成使用，珠海和澳門的原水供應有

了進一步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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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資源環境

* 該系統是指以「平崗──廣昌原水供應保障工程」為主的珠海市供水保障系統

圖３ 珠海對澳門供水系統 (地圖來源：bing 地圖)

竹洲頭泵站

竹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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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向南、北系統供應原水；

鹹潮期間保障澳門和珠海東區的供

水安全；2006年擴建平崗泵站進行

補給，加強了鹹潮期間的水量調度

能力；

2011年建成竹銀水源工程，竹銀水

庫有效庫容達4,011萬m3，澳門擁有

該項目40%的運作水量。

對澳供水的主力系統，自西江磨刀

門水道掛定角取水；

原水由洪灣泵站泵到竹仙洞水庫

後，經由原水管道輸送到澳門青洲

自來水廠。

主要負責珠海東城區供水；

承擔起向澳門應急供水的任務。

西水東調系統*：

南系統：

北系統：

大鏡山水庫

洪灣泵站

竹仙洞水庫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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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水結構
(一)	用水戶分佈

澳門用水結構簡單，可分為生活用水、商業用

水、工業用水和公共用水四部份。截至2012

年12月，本澳用水戶總數為214,830個，按年

增加2.1%。其中，家居用水戶佔85%。

按地區分類，超過85%用水戶位於澳門半島，

用水量佔全澳總用水量的69%。

圖4 2012 年澳門用水戶分佈 (按地區，單位：戶)

85%
澳門, 183,564

14%
氹仔, 29,553

1%
路環, 1,420

0%
路氹城,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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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水量

從圖5可見，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近年本澳的

用水需求有明顯的上升趨勢。過去十年，本澳

用水量的年均增長率為4.3%，當中以商業用水

的增長速度最快，年均增長率為8.5%；其次是

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分別為2.1%及0.9%，

公共用水則較為平穩，年均增長率為0.2%。

與2011年比較，2012年工業用水在各範疇用

水中的增幅最大，達11.3%，首次超過商業用

水的增長速度。監測記錄顯示，工業用水自

2012年第3季起大幅增加，主要是受到本澳大

型娛樂項目投入建設所致。

2012年本澳人口顯著增加(增幅達4.4%)，造

成生活用水總量上升，是繼2010年及2011年

連續兩年負增長後首次錄得正增長。2012年

生活用水按年增加3.6%，但每日人均生活用

水量則繼續減少，由2011年的153升/(人•日)

圖5 2003-2012年用水量變化

萬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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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至2012年的152升/(人•日)，反映生活

用水效率持續提高。

商業用水量則在經濟活動及入境旅客持續增

加的環境下繼續上升，按年增加9.1%，但增

幅較2011年收窄。儘管經濟活動越趨頻繁為

本澳節水工作構成客觀限制，但工作小組仍

會聯同業界持續提高商業範疇的用水效率，

未來將會繼續積極調配資源，加大商業用水

的節水推廣及配套工作，以推動企業實施有

利於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營商模式。

綜合各類別用水，2012年本澳全年總用水量

為7,528萬m3，按年上升6.7%。從圖6可見，商

業用水佔當中的45%，首次超越生活用水成為

本澳用水量最大的群體；其次是生活用水，佔

43%，而公共用水及工業用水則各佔6%。

圖6 2012 年澳門用水結構

45%
商業

6%
公共

6%
工業

43%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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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分類，2012年澳門半島的用水量為

5,168萬m3，佔全澳用水量的69%，氹仔、路

為評估2011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水價機制在推

動節約用水方面的成效，特區政府於2012年委

託調研機構分別針對家居用戶、一般非家居用

戶及特種用戶展開調查，調查涵蓋用戶的用水

行為、對新水價機制的認知及評價等方面。

調查結果顯示，新水價機制的實施有助推動居

民節約用水，倘若以24分為滿分，大部份受訪

家庭的節水行為得分達19至20分，反映居民

的節水行為相當普遍。大部份受訪家庭均認同

新水價機制的收費模式，認為階梯式收費有助

推動節約用水，且普遍認為未來應擴大用水大

戶與其他用戶間的收費差距，以體現「多用多

付」的原則，進一步推動節約用水。

而在非家居用戶方面，儘管大多數受訪用戶對

新水價機制的評價正面，但大部份並沒有因新

水價機制實施而改變用水習慣，調查結果顯

(四)	新自來水價格機制成效追蹤調查

圖7 2003-2012 年澳門用水量分佈 (按地區分類)

萬立方米

環及路氹城區的用水量分別佔總用水量的14%、 

4%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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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本澳人均用水量為398升/（人•日），

較2011年上升4%，原因是商業及工業範疇的用

水有較明顯的增長，這是自2010年以來人均用

(三)	人均用水量及萬元GDP用水量變化

圖8 2003-2012 年人均用水量及萬元GDP用水量

1 萬元GDP用水量是國際上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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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GDP用水量的數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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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這可能與用水開支佔商戶整體財政支出的

比例很少有關。受訪用戶的節水方式大多維持

在硬件方面，在軟件如訂定用水指引及向員工

提供節水培訓等方面較弱，相信這將會是本澳

下一階段節水工作的突破點。

總的來說，調查結果反映新水價機制有助推

動家居用戶節約用水，未來應考慮將現行的

三層階梯之間的價格差距拉大，以及減少特

種用水戶的用水補貼，以經濟的手段推動節

約用水。特區政府將會結合調查結果以及原

水成本上漲等因素，研究對水價機制進行調

整，以進一步提高水價機制在推動節約用水

方面的效用。

水量首次錄得正增長；然而，萬元GDP用水量1

持續下降，2012年為2.43m3/萬澳門元，反映本

澳的用水效率及效益不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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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水安全及水質
(一)	鹹潮

鹹潮的主要成因是淡水河流量不足造成海水倒

灌，導致河口附近河道水體變鹹。珠江流域的

鹹潮一般約於每年的九月來襲，翌年三月結

束。然而，受近年氣候變化影響，鹹潮上溯的

時間有提早的跡象，如2011年珠澳供水自7月

起已開始遭受鹹潮的影響，是自2004年有紀

錄以來鹹潮上溯最早時間。 

2012年西江流域降雨充沛，珠海南系統水庫

群蓄水理想，加上竹銀水庫發揮了顯著的調蓄

功能，去冬今春本澳受鹹潮上溯的影響較為輕

微，自來水鹹度屬綠色低鹹度級別。圖9反映

了本澳2006年至2012年所錄得的自來水廠出

廠水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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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為協助居民應對鹹潮，「鹹潮應變

措施小組」於2006年已制定自來水鹹度分級

制，衛生局亦根據各個鹹度級別的水質情況制

定了健康指引以及稀釋建議（詳見表1）。

圖9 2006-2012年自來水廠出廠水鹹度

表1 自來水鹹度分級制

在鹹潮侵襲期間，工作小組會透過電子傳媒、

互聯網等大眾媒體發佈自來水鹹度訊息，讓居

民適時掌握自來水鹹度以作好準備。

自來水鹹度分級制

	鹹度級別	(毫克	/	升)	 水質概況	/	情況	 健康指引及建議*	 稀釋建議*

 低 水質符合世界衛生組 沒有任何特別指引 沒有任何特別建議

 10 - 250 織飲用水建議標準。  

 中等 除氯化物及鈉離子外，

 251 - 400 一般參數均符合標準。

 偏高 除氯化物、鈉離子及鉀離子

 401 - 600 外，一般參數均符合標準。

  除氯化物、鈉離子、

                                           鉀離子及鎂離子外，

  一般參數均符合標準。

患有高血壓、心臟病及腎病等慢

性病人，嬰幼兒以及在健康飲食

上有特殊需要的人士，除應繼續

保持“低鹽飲食”習慣外，亦建

議諮詢主診醫生或家庭醫生建

議，以及參考衛生局相關指引。

除注意中等級別的健康指引外，

個人宜考慮按比例以純淨水或蒸

餾水稀釋自來水飲用。

:

:

~

~

:

:

:

除注意中等級別的健康指引外，

個人應考慮增加比例以純淨水或

蒸餾水稀釋自來水飲用。

* 有關建議僅供參考，實際稀釋比例仍應視乎個人需要而調整。
瓶裝水          自來水

  高 

> 600 



21

2012 / 2013 
澳門水資源 狀況報告

(二)	供水安全的保障

居住人口的增加及城區的發展是影響地區整

體用水量的重要因素。隨著澳氹新城區填海

計劃的逐步實施和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的

啟用，本澳的用水量無疑將隨供水範圍的擴

大進一步上升。

本澳淡水資源匱乏，水資源領域的合作對本

澳有重要的意義。澳門特區政府多年來透過

區域合作，與廣東省水利廳及珠海市海洋農

漁和水務局等相關單位保持緊密聯繫，貫徹

共同建設和共同分享的方針，建設各項水利

工程及協調供水事務，使澳門及珠江下游區

域的供水安全得到保障。

粵澳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竹銀水源工程已

於2011年竣工，使珠澳兩地的供水安全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保障。至2012年底，竹銀水源

工程已向珠澳兩地輸送了約2億m3的原水，有

效紓解了鹹潮上溯的影響，使兩地的居民能

夠享用優質的食水。

另一方面，為解決鹹潮問題、保障澳門的長遠

供水安全，以及支援國家的水利建設，澳門特

區政府出資援建廣西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樞

紐工程與流域其他骨幹水庫的聯合調度，可有

效調控西江枯水期徑流，保證河道生態環境流

量，抑制鹹潮上溯，有效保障澳門和珠江三角

洲長遠的供水安全。

樞紐工程於2011年2月正式立項，工程可研報

告於2012年底報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可研報告審批涉及的18項前置審批專項的技術

工作同步完成，目前正全面開展初步設計及勘

察工作，預計工期為9年。項目建成後，將可

從根本上解除鹹潮對澳門和珠海的威脅。

表2 各水準年需水情況下蓄水工程對澳門正常供水的保障

蓄水工程 有效蓄水量(萬m3) 供澳門蓄水量(萬m3) 保障澳門正常供水日數（日）

	 2012年	 2015年	 2020年	 2025年

澳門各水庫 190 190 8 7 6 5

珠海南系統 348 348 15 13 12 10

竹銀水庫 4,011 1,605 69 62 54 47

總計 4,549 2,143 92 82 72 62

註：按照汛期末水庫蓄滿，鹹潮期不進行補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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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儘管現時三條珠海供澳原水管道的輸水

能力可滿足本澳用水至2020年，但由於三條

管道均是從澳門北端進入本澳，管線走向單

一，有需要調整管線佈局模式以提高抗風險能

力。工作小組現正透過粵澳合作機制，與廣東

省共同研究從不同方向鋪設「第四條對澳供水

管道」進入澳門的建設方案。與此同時，針對

二零一三年粵澳的供水合作重點項目，粵澳雙

方現正合作推動「平崗至廣昌原水供應保障工

程」項目的實施，新建一套連接平崗至廣昌泵

站的供水系統，以達到長遠保障珠澳兩地供水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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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參觀竹銀水庫及
竹銀水源工程展覽廳



五．用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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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生水開發
再生水是指城市排放水經過深度處理後，達到

規定的水質安全標準的可回用水。澳門淡水資

源匱乏，但社會發展使用水量持續上升，因

此，有必要透過開發利用經多重處理、循環再

造的再生水，替代部分淡水資源。

本澳目前共有五座污水處理設施，合共總處理

能力最高可達36萬m3/日。2012年全澳年污水

處理量達7,435萬m3。從圖10可見，隨著經濟

發展、入境旅客以及人口增長，澳門的污水處

理量一直呈穩態增長，這為本澳的水資源循環

利用提供很大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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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門節水規劃大綱》，開發利用再生水

資源是澳門未來緩解水資源緊缺的主要方式之

一。為科學和有系統地制定本澳在再生水發展

方面的長遠規劃，特區政府於2011年委託了

顧問公司從技術、社會及財務角度綜合分析及

評估本澳未來十年再生水資源開發利用的發展

模式及規模。工作小組又先後走訪新加坡及澳

洲等具豐富再生水使用經驗的國家，並在雙管

道系統鋪設及維護、再生水推廣及水質管理等

方面進行交流，汲取經驗。

在結合相關研究結果及社會的初步意見後，

工作小組編制了《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2013-

2022)》諮詢文本，並於2013年1月至2月期間

進行了公眾諮詢。諮詢期間所收集到的大部份

意見取態正面，基本認同開發再生水有利推

進本澳節水型社會建設，支持特區政府落實有

關規劃。同時，社會各界在再生水的發展策

略、水質管理、用途以至收費等多個議題上出

謀獻策，為完善《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2013-

2022)》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圖10 2003-2012年澳門年總污水處理量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局，2013年。

註1：由於經國際機場污水處理站作初步處理後的出水會流入氹仔污水處理廠作進一步處理，為免重覆計算，全年總處理

量並不包括國際機場污水處理站的污水處理量。

註2：由於國際機場污水處理站及跨境工業區污水處理站分別於2005年及2009年投入營運，且其設計及實際處理量較少，

故在圖表中不予展示，但年總污水處理量包括了除國際機場污水處理站以外的全部污水處理設施的總處理量。

百萬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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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展開《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2013-2022)》公眾諮詢

《 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 (2013－2022) 》 諮詢文本

工作小組在整理、分析所有意見後，經已出

版《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2013-2022)諮詢總結報

告》，讓公眾更全面了解社會各界對有關議題

所持的觀點以及工作小組的後續跟進工作。工

作小組希望爭取於2013年內出台《澳門再生水

發展規劃(2013-2022)》的正式文本。

另外，作為本澳再生水開發利用的試點區域，

橫琴島澳門大學校區及石排灣公共房屋已率先

參照工作小組擬定的《再生水利用參考標準》

興建再生水及自來水並存的雙管道系統，工作

小組亦正積極為未來再生水供應展開相應的籌

備工作，以及配合環境保護局密切跟進籌建再

生水廠。按照目前的工作進度，預期再生水廠

能夠於2016年建成。



五．用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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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水措施及成效
(一)	普及節水器具

為推動節水器具在本澳的普及使用，工作小組近

年透過社區宣傳活動向居民推廣節水器具，又聯

同其他公共部門共同為其轄下設施及建築物換裝

節水淋浴花灑及節水水嘴等，各項節水器具推廣

計劃合共推動全澳安裝了約9萬5千個節水器具，

節水總量估計每年達75萬m3。就節水龍頭、節

水花灑、節水坐便器等的技術要求，工作小組已

擬定了「常用節水器具的技術要求」的指引性文

件，並已應用於運輸工務司轄下部門的公共工程。

此外，特區政府於2011年設立「環保與節能基

金」，並推出《環保、節能產品和設備資助計

劃》，資助商業企業及社團購買節水或節能產品

和設備，推動企業及組織單位在日常運作中實踐

各種環保及節水行為。至2012年底，已有17宗涉

及購買或更換節水產品和設備的申請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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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降低管網漏損

儘管在長達數百公里的輸水過程中難免會有

漏耗情況，但漏耗造成水資源價值全部流

失，降低管網漏損是水資源管理中的重要一

環。有見及此，澳門特區政府在參考世界各

地的管網漏損情況後，在《澳門節水規劃大

綱》中訂定了相應的減漏目標，即管網漏損

率於2015年下降至10%，到2020年下降至

8.5%，往後至少維持在8.5%或以下。

為堵截漏耗，本地供水公司會透過實時監控

系統對水廠生產、泵站運行以及高位水池調

控進行24小時全天候監控。在不影響供水水

壓的前提下，將管網壓力保持於一個相對穩 

定的水平，以保證管網長期處於健康狀態，

將爆喉風險減至最低。此外，實時監控能有

效偵測大型爆喉的發生，從而能及時作出緊

急應對措施。

2012年，本地供水公司對全澳32個測漏區共

約510公里的管網進行巡迴測漏普查，年普查

率約1.4次，全年共檢出及修復漏點163個。

為加強測漏力度，供水公司透過長期擺放

「噪聲記錄儀」，對一些較常發生漏耗的地

區，如沉降區域、低窪易發水浸區域以及管

網陳舊區域進行持續監測，務求在漏耗發生

時可即時跟進維修。此外，供水公司又從日

本引進了先進的「時間積分式漏水檢測儀」，

透過檢測水管的微小震動來判斷水管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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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漏水情況，其每次檢測僅需5秒，大大提高

了檢測效率及準確度。

另外，本澳每年均會按計劃進行管網更新工

程，務求將管道的鏽蝕老化及爆喉風險減至

最低。2012年完成了加思欄馬路、河邊新街

及九澳聖母馬路等路段的管道更新工程，全年

共更換供水管道9.5公里。綜合上述各項堵漏

措施，2012年本澳最少成功堵漏150萬m3自來

水，約等於一個大水塘水庫的有效蓄水量。

儘管測漏工作持續增強，但2012年路氹城區

進行了眾多的大型工程，相關工程的基建對

原來已因地面不均勻沉降而變得脆弱的輸水

管道造成額外的損害，引致管網漏損率顯著

回升。就此，特區政府已督促本地供水公司

採取相應措施，包括在區內增設密集的監測

儀，以進一步加強對該區管網的監察，期望

能夠改善有關情況。圖11表示了2006年至

2012年管網漏損率的變化。 透過更新管道工程減少漏損

圖11 2006-2012 年本澳管網漏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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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城節水回贈計劃

(四)	酒店節水計劃

節約用水除了有利環境保護，有助促進水資源

的可持續發展外，更可獲得經濟上的效益。

自2009年起，工作小組每逢冬春季節推出

「全城節水回贈計劃」，希望透過經濟誘因鼓

勵社會各界節約用水，以實際行動對抗鹹潮，

同時誘導市民養成良好的用水習慣，攜手構建

澳門成為節水型城市。

2012年9月至2013年4月，工作小組第四度推

出「全城節水回贈計劃」，用戶於計劃推行期

間成功節約用水且用水量較去年同期減少一成

至三成，即可獲得水費上限為澳門幣250元的

回贈，節水越多，回贈越多。

「全城節水回贈計劃」推出以來，坊間反應熱

烈，2012年至2013年計劃推行期間，超過三萬一

千戶節水達標，獲得回贈，當中超過九成為住宅

用戶。顯示本澳市民大力響應工作小組的號召，

以實際行動來支持節水工作。事實上，計劃推行

至今已累計超過12萬用水戶獲得水費回贈。

除此以外，「全城節水回贈計劃」帶來的節

水量逐年上升，2012年至2013年計劃推行期

間，成功節約了154萬m3食水，相當於一個大

水塘的有效蓄水量，較前一年增加約25%，酒

店等特種用戶的節水量佔當中的超過30%，體

現了小組推出的酒店節水計劃和回贈計劃得到

本澳的酒店業界大力支持和響應。

本澳每年接待超過二千萬名旅客，旅客用水量

在本澳整體用水中佔有一定比重。為推動本澳

的酒店業界共同響應節水行動，工作小組自

2011年起開展「酒店節水計劃」，邀請本澳

的酒店業界參與，共同推進本澳的節水工作。

「酒店節水計劃」目前得到29間酒店的積極支

持和響應，佔全澳酒店總數約五成，用水量約

佔全澳酒店用水總量的九成。

自計劃推行以來，工作小組與各酒店保持溝通

和交流，並透過現場視察了解酒店目前採取的

節水方案以及未來的節水規劃，又向業界持續

地推廣各種開源節流措施，以提高酒店業的用

水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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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方面，本澳酒店按自身條件採取了多

元的節水方案，包括在客房安裝節水花灑和

節水龍頭等器具、在洗手間的龍頭加裝限流

器、安裝自動感應的洗手和沖廁系統、收集

雨水及污水並經處理後用於澆灌、在冷卻水

塔安裝變速器以減少水量流失、自動及感應

式園林澆灌系統等。

節水管理措施包括透過節水宣傳教育工作，

為員工舉辦節水講座或比賽、鼓勵節水的積

極性、在客房設置提示呼籲顧客節水、安裝

多個分錶監控不同設施區域的用水量、對水

管及設施作良好的定期保修、研究和制定酒

店未來的節水規劃等。

工作小組相信，通過節水措施和經驗的互相分

享，將能集思廣益推動酒店業界採用更多適合

自身的軟硬件節水措施。故此，工作小組於

2012年舉辦了「酒店節水分享會」，廣邀本

澳的酒店業界及其它相關行業參與，務求提供

平台讓業界在節水方案上互相借鑑，加快各項

節水措施在本澳的普及。



34

七、節水措施及成效

目前本澳酒店基本上都安裝了各種節水器具，

包括節水龍頭、馬桶、花灑或限流閥等，更有

不少酒店安裝了自動感應的洗手和沖廁系統。

其中，威尼斯人在其度假村大部份區域（包括

前堂、後勤區及酒店客房）安裝了節水器具及

限流器，平均可為每個用水器節省約一半的用

水量，合共每年可為該酒店節省超過14萬m3

用水。

I.	安裝節水器具

空調系統的冷卻水塔是酒店耗水量最多的設備之

一，一般佔酒店總用水20%至30%。酒店一般會

在冷卻水塔的風機安裝變速器，在室外溫度較低

或濕度較高時自動調低風速，藉此減少因風速過

大而造成的水資源散失。此外，由於冷卻用水對

水質的要求較高，美高梅酒店更於冷卻水塔設置

自動水質過濾系統，延長冷卻水循環使用的次數

及時間，達到減少排放損失的目的。該酒店的

冷卻水塔節水系統每年可為其減省約5.6萬m3

用水。

II.	冷卻水塔節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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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一直倡議「雨水收集、就地使用」

的雨水利用策略。新濠天地在度假村範圍設

置了雨水收集系統，將雨水貯存於雨水池，

用以滿足度假村範圍內的部份綠化用水；銀

河酒店則設置了廢水收集及處理系統，收集

空調系統的冷凝水以及泳池排放水，在經過

廢水收集利用系統處理後用於澆灌及清洗

停車場；威斯汀酒店同樣設置了廢水收集及

處理系統，把來自酒店及高爾夫球場的洗衣

機、廚房、洗手間排放水收集及處理，用作

酒店範圍及高夫球場的澆灌，此舉每年可為

該酒店節約12萬m3自來水。

III.	雨水及廢水收集利用

大型酒店的綠化用水量較大，他們都採取具針

對性的節水方案減省有關方面的用水。如威尼

斯人度假村酒店採用了自動化澆灌系統，準確

計算所需澆灌的水量，連同降雨感應裝置，避

免在降雨日子澆灌，成功節省超過70%的綠化

用水，每年可節省約19萬m3的用水。

IV.	自動及感應式園林澆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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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用水的用途較廣，透過適當的工具，酒店

可以對不同區域的用水進行實時監控，盡快檢

測及修復漏損情況。如威尼斯人於2012年在其

渡假村範圍內的多個不同區域安裝了電子化的

用水監測系統，除了能夠實時監測各區域用水

量，對水管進行良好的維修保養外，亦能藉此

詳細分析不同區域或用途的用水習慣，制定及

實行有效的節水措施。

目前本澳大部份酒店均有向員工提供節水指引

及培訓，並於客房放置節水告示，提醒旅客可

減少更換毛巾及床單等，以減省用水。而永利

酒店就特別為員工制定了水資源使用的管理制

度，透過獎懲兼備的方式，誘導員工正確使用

水資源，鼓勵員工節水的積極性。

V.	加強用水監控

VI.	節水管理措施

七、節水措施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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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商廈節水計劃

除了家居以外，辦公室是一般市民停留時間

最長的地方，也是用水機會較多的地方。有

見及此，工作小組與澳門物業管理業商會及

澳門物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合辦「商廈節水

計劃」，希望透過該計劃推動辦公室採用節

水器具以及其它節水措施，達致節約用水的

效果。「商廈節水計劃」於2013年3月推出，

現已獲得十六間物業管理公司、共廿四幢商

廈支持及參與。工作小組向參加計劃的物業

管理公司提供節水指引、技術支援以及宣傳

品等，並安排參觀商廈及向相關負責人了解

已經實施的節水措施以及未來的節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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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水措施及成效

(六)	節水宣傳推廣

推動構建節水型社會工作小組於2012年繼續

舉辦「社區節水巡禮」，在活動現場安排專人

和宣傳短片示範節水器具的安裝方法及展示節

水效能，向市民解釋節水器具正確的安裝方

法，並同場展出水資源現況及節水方法等展

板，鼓勵市民使用節水器具。

為加深居民對再生水的認識，工作小組透過社

區宣傳活動向公眾介紹有關的資訊，舉辦了一

系列以「齊節約共珍惜．再生水你要識」為主

題的社區巡迴推廣活動，透過攤位遊戲、展板

等方式，以輕鬆、互動、有趣的形式介紹再生

水的生產過程和常見用途等。

而為響應2013年3月22日的第二十一屆「世界

水日」2，工作小組配合該屆主題──「國際

水資源合作年」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希望藉

此推動社會各界共同合作解決水資源問題，並

透過節約和珍惜水資源，為環境和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貢獻力量。

2 聯合國於1993年的環境與發展會議中，將每年的3月22日訂為「世界水日」，目的在於推動世界各地對水資源進行綜合性規劃管

理，加強對水資源保護，開展廣泛的宣傳以提高公眾對保護水資源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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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節水成效

綜合工作小組開展的各項節水措施，2012年

共為本澳節約348萬m3自來水，相當於全年

總用水量的5%，人均萬元GDP用水量下降至

2.43m3/萬澳門元。工作小組相信，隨著公眾的

節水意識不斷提高，以及未來再生水在本澳投

入應用，本澳的節水率將進一步提高。圖12反

映了2009年至2012年各項節水措施成功節約

的自來水量。

圖12 2009年至2012年節水成效

萬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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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及展望

過去一年，推動構建節水型社會工作小組

除了繼續與內地相關水利部門跟進保障珠

澳供水安全的工程項目外，還透過多元化

的方式向社會上不同的群體傳達節約用水

的重要性，呼籲和引導居民及各行各業提

高用水效率。在廣大居民的共同努力下，

本澳每日人均生活用水量連續3年下降，

反 映 居 民 的 節 水 意 識 持 續 提 高 ， 節 水 措

施 及 宣 傳 推 廣 活 動 顯 現 成 效 。 然 而 ， 隨

著 經 濟 活 動 愈 趨 頻 繁 ， 商 業 用 水 相 應 增

加，2012年更首次超過生活用水成為本澳

用水量最大的群體。而隨著大型娛樂項目

相繼投入建設，預期工業用水在未來數年

會有所上升。



中，社會各界表達了對再生水項目的支持及

關注，為本澳再生水應用的發展注入了生命

力。工作小組將不負眾望，按照即將出台的

《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2013-2022)》，有序

落實各項再生水利用的短、中、長期措施，

積極推進本澳的再生水應用。

除上述因素外，特區未來各項大型規劃逐步

實施和橫琴島澳門大學新校區的啟用，都為

本澳的水資源管理工作帶來挑戰。面對可預

期的需水量增加，除了繼續鼓勵各行各業節

約用水外，工作小組期望藉由再生水的開發

利用減低城市對原水的需求。在《澳門再生

水發展規劃(2013-2022)》公眾諮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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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及展望

2013年，聯合國第二十一屆「世界水日」以

「水資源合作」為主題，倡導世界各地加強在

水資源領域的交流合作，聯手應對水資源短缺

和污染。本澳淡水資源匱乏，水資源領域的合

作對本澳有著深遠的意義。澳門特區政府多年

來透過區域合作，與內地相關水利單位共同建

設多項水利工程及協調供水事務，保障澳門及

珠江下游省區的供水安全。事實上，構建節水

型社會，同樣有賴本澳各界攜手合作，共同參

與。工作小組期望社會各界在享用優質食水的

同時，能夠飲水思源，將水資源合作落實到社

區的層面，繼續共同為應對鹹潮、保障澳門供

水安全以及構建節水型社會作出貢獻。

工作小組赴澳洲考察再生水技術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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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赴澳洲考察再生水技術及設施



五．用水結構

44



45

2012 / 2013 
澳門水資源 狀況報告

九、附錄

再生水，是指城市排放水經過深度處理後，達

到規定的水質安全標準的可回用水。再生水利

用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認為環保技術，再生

水開發利用既有助於改善生態環境，亦能實現

水生態的良性循環。

附件一：再生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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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水體總量中，淡水資源佔不到3％。

長時間以來，人類之所以能夠享有潔淨的水源，

是由於地球具有天然的水循環系統及水淨化功

能，使得受污染的水資源能夠再生利用。而再生

水計劃是建基於同樣的水循環思維，透過先進的

處理技術（一般經過預處理、逆滲透及消毒等工

藝）生產符合安全標準的再生水，以人工的方

式替代大自然的淨化功能，一方面可迅速獲得可

循環再用的水資源，另一方面可減輕大自然的負

擔。事實上，地球的水循環系統在人類用水需求

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已超出負荷。

城市污水經過污水處理設施的處理，水質已達

一定的標準，倘若能在此基礎上作深度處理並

加以利用，替代日常生活中用於非飲用用途的

部份自來水，無疑將有助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

率，減低對原水及自來水的需求。據統計，城

市用水中用於直接飲用的一般只有30-40%，

其餘的60-70%均用於非飲用水用途。綜觀世

界上其他已經使用再生水的國家的經驗，再生

水一般用於工業、農業灌溉、沖廁、綠化、景

觀及冷卻等用途。

再生水的發展已有接近100年的歷史，隨著膜

水資源循環利用示意圖

水
資
源
循
環
模
式

傳
統
用
水
模
式

自來
水廠

自來
水廠

用水戶

用水戶

再生
水廠

污水
處理廠

污水
處理廠

排放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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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技術的發展，再生水生產工藝已經非常成

熟。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如新加坡、日本

及澳洲等的再生水系統已發展得相當成熟，

將再生水利用作非飲用用途已為當地居民

廣泛接受。新加坡甚至已經成功開發水質標

準比自來水更優越的新生水，並將再生水輸

入河道或蓄水庫，與原水混合後處理成自來

水。再生水開發利用比遠距離引水便宜，亦

較海水化淡經濟，作為新興水源，再生水資

源得到了世界各國的重視，成為不少缺水城

市的第二水源。

以明顯標識區分自來水管與再生水管

再生水系統是一套完全獨立於自來水系統

的供水系統，一般來說，再生水管道會以明

顯、獨特與統一的顏色作標識，使得再生水

供水管網的辨認十分直觀，從而有效避免再

生水管與自來水管錯接的問題。



附件二：重要事件

成立鹹潮應變措施小組

工作小組正式成立

2006

2008

因應特大鹹潮的發生，特區政府成

立鹹潮應變措施小組，並於同年制

定自來水鹹度分級制，讓居民適時

掌握自來水鹹度以作好準備。

鹹潮應變措施小組與推廣節約用水工

作小組合併，更名為推動構建節水型

社會工作小組，落實以跨部門協作的

方式執行各項節水措施，並立即著手

制訂《澳門節水規劃大綱》。



出台《澳門節水規劃大綱》 《澳門再生水發展規劃》公眾諮詢

新自來水價格機制實施

2010 2013

2011

在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後，

《澳門節水規劃大綱》正式出台，確

立了隨後十五年澳門水資源管理及

發展的整體路向。

為落實《澳門節水規劃大綱》中開

發非常規水資源的方針，工作小組

經深入研究，編制成《澳門再生水

發展規劃	(2013	-2022)》諮詢文本，

並展開公眾諮詢。

新自來水價格機制於1月1日正式實

施。透過階梯與分類式收費結合的

方法，運用經濟槓桿推動用戶節約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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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2年自來水水質檢測結果

	 	 	 	 樣本檢測合格率(%)	

	 	 	 大腸桿菌群總數 埃希氏大腸桿菌 腸道球菌

供水網

 澳門半島 509 99.4 100.0 100.0

 氹仔 193 100.0 100.0 ~

 路環 126 99.2 100.0 ~

水廠

 青洲 602 99.8 100.0 100.0

 新口岸 600 99.8 100.0 100.0

 路環 180 100.0 100.0 100.0

		 	 青洲	 新口岸	 路環	 最高容許

	  樣本數 平均值 樣本數 平均值 樣本數 平均值     /指導值

混濁度 NTU 476 < 473 b 189 < 10

樣本溫度 攝氏度 ℃ 630 23.1 629 23.0 462 23.1 25

酸鹼值 pH 630 7.3 629 7.4 462 7.4 6.5~9.5

氯化物 毫克/升 mg/l 491 26.2 503 33.1 204 35.8 250

鋁 毫克/升 mg/l 92 0.080 91 0.073 85 0.080 0.2

氨氮 毫克/升 mg/l 24 < 24 < 24 < 0.5

高錳酸鹽指數(化學耗氧量)    毫克/升 mg/l         8 0.8 8 0.8 8 1.1 5

總有機碳 微克/升 μg/l 24 1.2 24 1.2 24 1.8 ..

103-105℃烘乾不可濾殘渣 毫克/升 mg/l 8 < 8 < 8 < <   c

餘氯 毫克/升 mg/l 630 0.84 629 0.84 462 1.00 ..

鎘 毫克/升 mg/l 34 < 34 < 33 < 0.005

鉻 毫克/升 mg/l 24 < 24 < 24 < 0.05

(一)、 2012 年供水網及食水處理廠的微生物參數

(二)、 2012 年食水處理廠食水的化學質量 (包括傳入感覺器官之參數、物理-化學參數、關於不受歡迎

物之參數、有毒物質參數)

資料來源：民政總署化驗所  

* 抽取足夠之樣本作試驗，其中95%應有上述結果。

資料來源：民政總署化驗所  

 < : 少於方法檢測限或最少檢測限；     /     b : 95%數值少於方法檢測限；     /     c : 數據為最高指導值；     

 上表所列為較具代表性及公眾較為關注的參數。

分析樣本數供水網/水廠

參數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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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圖表索引

圖1	 					2012年本澳各監測點水質評估值	 P.6

圖2	 					2003-2012年年總降雨量	 P.8

圖3	 					珠海對澳門供水系統	 P.10

圖4	 					2012年澳門用水戶分佈	 P.13

圖5	 					2003-2012年用水量變化	 P.14

圖6	 					2012年澳門用水結構	 P.15

圖7	 					2003-2012年澳門用水量分佈	 P.16

圖8	 					2003-2012年人均用水量及萬元GDP用水量	 P.17

圖9	 					2006-2012年自來水廠出廠水鹹度	 P.20

圖10	 					2003-2012年澳門年總污水處理量	 P.26

圖11	 					2006-2012年本澳管網漏損率	 P.31

圖12	 					2009-2012年節水成效	 P.39

表1	 				自來水鹹度分級制	 P.20

表2	 				各水準年需水情況下蓄水工程對澳門正常供水的保障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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