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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四月九日開始、結束時間）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結束時間：下午八時零二分 

 

（四月十日開始、結束時間）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結束時間：下午七時五十七分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主席：賀一誠

副主席：林香生

第一秘書：崔世昌

第二秘書：高開賢

出席議員：賀一誠、林香生、崔世昌、高開賢、馮志強、 

關翠杏、歐安利、吳國昌、張立群、徐偉坤、 

陳澤武、鄭志強、區錦新、黃顯輝、高天賜、 

崔世平、梁安琪、陳明金、劉永誠、麥瑞權、 

蕭志偉、何潤生、陳美儀、唐曉晴、梁榮仔、 

陳亦立、陳  虹、鄭安庭、施家倫、馬志成、 

李靜儀、黃潔貞、宋碧琪。 

列席者：保安司司長黃少澤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張玉英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沈頌年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 José Oliveira 

澳門海關關長賴敏華

消防局局長馬耀榮

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

司法警察局局長周偉光

澳門監獄獄長李錦昌

保安部隊事務局局長潘樹平

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校長許少勇

保安協調辦公室主任徐禮恆

議程：辯論保安領域 2015 年施政方針政策。

簡要：各議員就保安領域 2015 年施政方針政策進行辯論。

會議內容：

（四月九日會議）

主席：各位：

現在進入會議。

（報名發言中）

主席：各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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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會開始，報名已經完成了。今日的議程係辯論保安

領域 2015 年度施政方針的政策，首先以立法會名義歡迎保安司

黃司長，同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議。現在已經有 26 位議員報

了名。下面先請黃司長作引介。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尊敬的立法會賀一誠主席閣下：

各位尊敬的議員：

今天，我與轄下局級領導列席立法會全體大會，引介 2015

年保安範疇施政方針，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

首先，我代表保安司及轄下部門對立法會一直以來對保安

範疇工作的支持、配合和監督表示衷心的感謝。

回歸以來，保安司及轄下部門為澳門特區的長治久安一直

不懈努力，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持續構建綜合治安防控

體系，為澳門的安全和發展作出應有的承擔。

隨着澳門社會更加多元，社會矛盾日趨複雜，澳門的社會

治安、公眾安全和國家安全形勢受到更多不穩定因素的影

響，可預料和不可預料的安全事件層出不窮，警務工作面對更

多的困難和挑戰，需要警務和保安部門不斷貫徹以民為本的理

念，強化憂患意識，及時做好對上述不穩定因素的搜集和研判

工作，提前掌握可能出現的各類安全問題，執法決策和制度安

排必須具備更充分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執法部署和具體執法應

該更加周全、更加具體和更加主動，只有這樣，才能掌握執法

的主動權，提高執法效率，最大程度地減少犯罪和偵破各類犯

罪案件，盡最大努力避免重大社會安全問題和國家安全問題的

發生，維護社會穩定和市民、遊客的安全。

2015 年，我們將以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為指引，周

密部署，開拓進取，強化重點打擊，完善全面預防，提升警務

技術，促進警務合作，創新警務理念，嚴肅警隊紀律，完善警

務制度，優化通關配置，貫徹多元輔導，全方位強化各項執法

工作。

一、強化重點打擊，維護社會長治久安

嚴重刑事犯罪的嚴重程度和案發數量是一個地區社會治安

情況的晴雨表，而對這類犯罪的偵查效率和預防效果是衡量一

個地區社會治安是否穩定的重要指標，同時，輕微犯罪亦是困

擾市民和遊客、影響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因此，警務部門將強

化重點打擊，高效遏止、及時偵破影響社會治安的嚴重刑事犯

罪，持續保持震懾效果，同時，透過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偵

破輕微犯罪，把對旅客和市民的負面影響程度降到最低。

我們將調整執法部署和行動協調，強化執法力量，加強對

跨境有組織犯罪如電訊詐騙、網絡詐騙及毒品犯罪的打擊力

度。將採取多項措施強化反恐工作，做好配套支援，優化行動

模式。堅持不懈做好打擊各類嚴重罪案、嚴重滋擾民生的輕微

罪案的執法工作，維護澳門社會長治久安。

二、完善全面預防，鞏固安全防控體系

預防犯罪是標本兼治的犯罪防治對策。在實踐中，需要構

建合理、有效的犯罪預防體系、並使之有效運行來達到預防犯

罪的目的，因此，警察部門必須運用各種手段、動員各種力量

和運用各種資源，使手段、力量和資源圍繞著預防犯罪的共同

目標有機聯繫、協調運行，真正發揮預防工作的效力和作用。

在預防體系的眾多對策當中，綜合治理成為預防犯罪對策

中的全球性共識，環境預防被提升到突出的位置，公眾參與及

社會預防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犯罪是一種複雜的反社會現象，它是社會上各種因素綜合

作用的結果，因此，對這些綜合因素形成的犯罪現象的預防也

應該從各種社會因素著手，從綜合治理和綜合預防的角度進行

犯罪預防，同時，針對犯罪手段的多樣化應該靈活採取各種預

防手段和策略。

環境預防是從研究犯罪產生的原因和條件出發，在環境設

計上增加犯罪的難度，或營造一種不能實施犯罪的環境，堵塞

或減少犯罪的可能，達到限制、消除犯罪的預防目的，如增強

社區居民的安全防範意識、加強家居安全設施、設立公共地方

的電子安全監控系統、增加大廈保安服務等，調動社區力

量，加強社區的整體安全控制和監察，提高社區居民的防

罪、滅罪及鄰里間守望相助的意識等。

公眾參與是行之有效的犯罪防治對策，因為任何一個人都

有可能成為犯罪的受害者，預防犯罪是警察的工作，也是每一

個人的職責，警力有限，民力無窮，民力是警力的重要補充力

量，預防犯罪的根本力量在社區、在民眾，因此，警察部門應

該通過各種舉措帶動社區力量，鼓勵公眾主動參與預防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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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工作。

在現代社會，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預防工作更加重要。

預防犯罪和社會公共安全的安全防控體系必須由警務部門

組織、統籌社會力量，推動社會改革，完善社區環境，確保公

眾參與，並使警力和民力形成最大合力。

由於澳門社會的迅速發展、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澳門的

現實安全和網絡安全問題更加突出，隨着中央政府啟動研究本

澳習慣水域管理範圍劃歸問題，澳珠口岸落實新的通關安

排，以及未來港珠澳大橋的落成通車，特區管控的範圍不斷擴

展，安全預防工作不容忽視；加上近期在國內外發生的重大公

共安全事件，以及本澳和周邊地區的治安環境變化，保安當局

將對現時的預防工作進行認真的審視，防患於未然。

今年會將社區警務的工作模式擴大適用至保安範疇的所有

領域，務求推進全面預防，做好各類安全巡查、情報搜集和研

判、網絡防罪以及青少年防罪等工作，並為將來的水域和跨界

基建安全管理未雨綢繆，致力完善社會安全的預防體系。

三、提升警務技術，強化防控執法能力

在現代社會，安全形勢的嚴峻並不僅僅因為安全問題的嚴

重性和多發性，還在於產生問題的高科技性和隱蔽性，以及解

決問題手段的高科技化和複雜化，利用傳統的警務經驗和執法

技能已不足以應對，所以，我們將重視對各種科技手段的廣泛

應用，強化罪案打擊、安全防控和秩序管制的技術設備，持續

推進技術培訓，完善各項技術流程，使各保安隊伍具備足以應

付和防控各種複雜安全情況的技術能力和更高效的執行能力。

保安當局將借助先進的設備協助傳統巡邏執法行動，確保

治安防控和秩序管理工作的有效進行。今年，將實質推動落實

公共安全監測設施的裝設事宜，在尊重個人私隱的前提下，使

其成為維護公共安全的有效方式。

四、促進警務合作，協同保障區域安全

日益增多的跨境犯罪、因外來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快速流動

所引起的“兩頭在外”罪案、國際犯罪形勢的影響以及本澳有

效管理範圍的不斷擴展，需要我們堅持區域發展的思維，創新

合作模式，豐富合作內涵，進一步加強與周邊地區和國家對口

部門及國際組織的聯繫，深化在刑事執法、刑事情報、安全救

援、安全管理和技術培訓等保安領域事宜的合作，排除各種障

礙，克服自身困難，合力保障區域安全。

五、創新警務理念，構建新型警務模式

遵循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總結過去的工作經驗，未來將

以“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和“公關警務”三個並行理念

作為指導，構建新型警務工作模式。

為開展主動警務，將進一步主動走進社區面向市民，積極

收集涉及犯罪及影響社區安全的各類訊息，適時制訂防罪滅罪

及確保安全的策略及措施，及時發現及有效解決治安和安全問

題，主動爭取大眾的認同、支持及配合。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將持續深化社區警務工作，加強宣

傳教育的力度，拓闊警民互動的層面，使警力及民力最大程度

地形成合力，從而使警力向社區深度延伸。

公關警務要求警方直接勇敢面對問題，及時、有效回應和

解決問題，亦要求警務部門掌握技巧更好地對外展示執法成

果。保安司和屬下部門將進一步完善公關工作的制度設計和公

關隊伍構建，推進公關警務理念的貫徹落實，使傳媒、廣大市

民和社會各界有適當和充分的渠道知悉和瞭解警務工作和安全

訊息，推動警民良性互動。我們計劃與電視台合作開辦警務訊

息綜合節目，作為推動警民互動的重要平台之一。

透過創新警務理念和在日常執法工作的具體落實，逐漸形

成新型警務模式，對內營造積極向上、廉政勤政、以民為本的

現代警察文化氛圍，對外通過宣傳警隊理念、價值觀和執法成

效，樹立良好的現代警察形象，使內具素質、外樹形象的警察

深入民心，使民間對警察的認同變成一種動力，增加警察的自

我認同和對警隊的歸屬感。

六、嚴肅警隊紀律，建設廉潔高效警隊

進一步嚴肅警隊紀律、強化警隊管理：透過各種紀律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以確保令行禁止、下情上達、上令下傳；並貫

徹以警為本的理念，重視人員在工作上的需要和困難；持續完

善各項內部規範，加強內部監督力度，強化人員遵守法律、重

視紀律的意識；致力提升內部管理水平，務求各級領導和主管

人員做到以身作則，嚴格管理，獎懲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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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外部監督力量的作用：督促各部門高度重視和及時回

應立法會的書面及口頭質詢，及時檢討和糾正工作中的不

足，誠懇面對立法會的監督；關注司法機關在各類訴訟案件中

的法律判斷和最後裁決，及時糾正不規範的執法模式，使各項

執法工作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全力配合廉政公署以及審計署等

部門的監督工作；充分尊重、服從和配合紀監會的監督，及時

跟進和盡快回應轉介的投訴個案；更重視傳媒、市民及社會的

監督和批評，建立和完善各種溝通、聯絡及投訴機制，及時回

應訴求。

七、完善法律制度，確保依法執法護法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開展良好執法護法的必要前提之一，也

是有效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工具。

儘管保安司轄下各部門不具立法職能，但是，我已經督促

轄下部門要根據執法工作中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和前線執法需

要，適時主動檢討相關法律制度，主動推動修法立法，隨時協

助政府相關部門開展法律研究，提供立法修法的相關意見。同

時，配合新法律的頒布及實施，完善執法指引，推動規範化執

法，投入更多資源，加強法律培訓，改善執法質量。

八、優化通關配置，建設旅遊休閒中心

澳門的通關效率、出入境效率及服務質量是澳門作為國際

城市的根本保障，也是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必要前

提，海關及出入境部門將會繼續採取多項措施，加快通關速

度、舒緩口岸壓力，推行電子政務，方便市民及旅客。

我們已為優化通關配置訂定了目標和時間表，有序對軟硬

件進行系統升級，提高通關效率；不斷增加便民服務項目，拓

展出入境辦證服務；因應社會發展及珠澳兩地通關新安排，將

與其他部門共同研究通關配套；採取有效措施，優化人員配

置，多層次提高通關效率。

九、貫徹多元輔導，致力協助社會重返

監獄的核心工作是協助在囚人士重返社會，因此，透過監

獄專業社工為在囚人士提供輔導，開設有助建立正確人生態度

的講座和工作坊，開設有助提高在囚人士未來就業能力的職業

培訓課程，繼續與法務局合作推行“在囚人釋前就業計

劃”，舉辦不同類型的公開活動，宣傳接納在囚人士重投社

會，呼籲社會大眾攜手支持在囚人士重建新生。

尊敬的立法會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保安司及轄下部門有信心、有能力在以往良好執法的基礎

上重新起步、同心致遠，有效維護澳門的安全和發展，確保澳

門市民的安居樂業。

多謝大家的耐心聆聽。現在我和各位同事準備聽取各位對

保安範疇施政的寶貴意見，同時回答大家提出的問題。

多謝大家。

主席：多謝司長。

現在我們進入施政方針的辯論時間。

下面請第一位報名的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對於這個保安範疇，有幾個方面是想和司長探討一下

的。咁首先是想講一講關於這個口岸通關的方面，我們看到在

近幾年，優化口岸的軟硬件的設施方面，確實是做了大量的工

作，亦縮短了居民、外地僱員和這個旅客的通關時間，而這些

工作都是值得肯定。在最近關閘口岸的離境大堂，澳門居民的

自助通關的通道，現在亦都改了在最左手邊，是改善了和這個

外地僱員、香港居民逼埋一齊的這些這樣的狀況，咁這些安排

都是受到市民的認同和贊賞的。特別是想講一講，就是關閘口

岸方面，我們根據報道去年的首十一個月，關閘的口岸的通關

數量已經突破了一億人次，亦都可以話創了歷史的新高，成為

全國之最，是全國最大的一個陸路口岸。人多就自然容易出現

混亂，而出入境部門的同事，每日要面對咁龐大的出入境人

次，除了要負責出入境的工作之外，有時還要處理一些突發的

事件，在過去我們亦都是有提過是需要增派人員在出入境的大

廳裡面指揮，避免可能發生的一些意外，同時亦都是為有急需

要的一些旅客提供這個協助。咁如果出入境人手不足亦都可以

考慮外判這個保安的服務，由保安員去指引排隊，維持良好的

通關的秩序。咁而在今年的施政方針，我們亦都好高興看到裡

面是有提到，以外聘合同的形式是增加輔助保安員，協助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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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大堂的秩序，以釋放更多的警力。咁在這方面，亦都希

望司長能夠多介紹一下新的措施是將會在幾時可以實行呢？特

別在現時旅客不斷增加的情況底下，還有一些什麼具體的措施

和想法來到作出相關的安排呢？

咁第二個方面，想講講有關這個辦理外地僱員這個辦證的

方面的問題。咁在目前，出入境事務廳為外地的僱員辦理藍卡

的工作，隨著外僱人數的增加，辦證的工作量亦都是相當之

大。咁因為無論在外僱的續期又好，或者在新的申請又好，全

部都是經過出入境事務廳來到處理相關的這個手續。咁雖然出

入境事務廳現在是已經增聘了不少的文職人員負責檯前的有關

接待，文件的處理工作。但是因應經濟發展的用人需要，外僱

的人數肯定亦都會在未來會陸續增加，部門有些什麼應對的措

施呢？咁因為現在用人亦都是相當之逼切，僱主都好希望能夠

獲得到人資辦批准之後，外僱可以盡快上班。咁所以，辦證的

程序和效率，亦都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關鍵。我們亦都知道當

局，現在是已經有部分的服務是可以在網上預約辦理。咁除了

這個之外，有無條件更加進一步做到更加這個電子化而加快有

關的流程，簡化手續呢？以及減輕辦證人員的這個工作量呢？

另外在加強裝備和這個培訓方面，我們根據當局的公佈的

資料，在去年非法入境的個案，有一千多宗，平均每日有三至

四宗，這種情況確實是令人比較擔憂。咁而且在近年新城填海

的 A 區以及澳大橫琴的新校區，都是成為了一個新興的偷渡黑

點，特別在橫琴澳大偷渡客翻牆進入這個校園是令到學校、家

長、學生，都覺得人心惶惶。咁在打擊這個偷渡方面，我們想

知道政府除了在園外部署和巡查之外，還會有哪些方面能夠去

進一步加強打擊的力度？在現時海關人手的安排，特別在裝備

配套方面，又足不足夠呢？面對治安環境不斷的變化，犯罪的

手法更加是複雜化、多樣化和高科技化，無論在網絡的犯

罪、跨境的犯罪、毒品的犯罪等等，都是不斷出現新型的這個

犯罪的手法，或者是一些前所未有的犯罪工具。所以有精銳的

這個警隊的人員，更加有高的專業水平以及更強的技術能

力，先至係可以更有效咁打擊罪案，尤其是司警隊伍的刑偵人

員，是一定要與時俱進。這方面我們亦都想聽聽司長的介

紹，有些什麼具體的安排？怎樣能加強這個培訓以防止和打擊

這個罪案？

至於在執法方面的問題，咁隨著新的法律和法規不少陸續

出臺，包括有《非法旅館》啦、《控煙法》啦，《噪音

法》啦，包括現在我們審議緊的《家暴法》以及正是準備修訂

的《的士規章》等等，這些都是需要警方去支援、協調和執

法。在未來保安的部隊工作量方面，亦都是會更加大，擔子亦

都是更加重，在配合這個法例的出臺，加強執法方面，尤其是

一些涉及民生法律的執法方面，司長是否可以介紹一下？除了

是增加警隊人手之外，政府還有些什麼方法措施，應付隨之以

來是不斷增加的這個工作量呢？在講到執法方面，亦都想講一

講一個問題，一架私家車坐著這個……車裡面坐著有輪椅的一

個傷殘人士，而使用了這個傷殘人士的留用車位，放低了

他，又接返他，咁一接一送都是即刻是會離開這個車位的。咁

但是隨之之後，就收到了，因為這裡有錄影，咁就所以就被抄

了兩次牌，咁車主去到交通部解釋，警員就叫他是填表說明有

關的情況。咁但是填了表之後，交表又不收表，叫他放入個意

見箱裡面那裡，咁放了入去之後究竟幾時處理？處不處理

呢？我們是不知道的。咁直至到收到交通廳的覆函，咁但是覆

函裡面又講到，咁著令將卷宗歸檔，咁但是這個歸檔究竟是

罰，抑或不罰呢？又唔係好清晰，咁當局是否可以是有一些行

文上的一些改善使到人家更加容易清晰來到理解？咁大家都知

道傷殘人士在上落車，比較慢，亦都會阻塞交通，咁既然傷殘

人士留用的車位本身就方便這個傷殘人士，在這樣的情況底

下，政府在執法上面是否應該以民為本，理性執法呢？使到更

方便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在這方面，亦都希望聽聽政府方

面，能夠是怎樣處理一些有關的問題。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我首先想和司長討論一下是關於出入境便捷和內部安全的

平衡的問題。保安範疇的施政就提到，隨著澳門的進一步國際

化和社會更加多元，社會矛盾日趨複雜，澳門的社會治安、公

眾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形勢受到了更多的突發不穩定的因素的影

響，可預料和不可預料的安全事件層出不窮，警務工作必然會

面對更多的困難和挑戰，我完全認同這一段說話。面對著全球

的恐怖主義犯罪日增，加上澳門本身以博彩旅遊業作為主體經

濟，年度的旅客人數超過三千萬，而來自國內和其它國家地區

的外地僱員亦都已經有十七萬幾。外來的流動人口和工作人口

的數量絕對不少，而連續十個月的賭場收益下降，部分博彩廳

會的結業，或者是出現營運的困難等等，都是值得保安當局高

度重視的。對本澳來講，無論是內部保安還是反恐意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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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關的措施，都是應該加強的。在保安範疇怎樣回應這些

困難和挑戰呢？嗱，我看了施政報告，我就覺得除了是和周邊

的地區加強相關的情報和演習之外，好似真是搵唔到什麼部

署。我好明白是因為有些嘢係唔講得，但是我一直有一些疑

問，在保安範疇比較強調的是通關便利，這個是絕對正確

嘅。不過，在怎樣平衡通關便利效率和內部安全保障，這個不

能夠不考慮的，我們去內地旅行或者公幹的時候，我們見到不

少的國家或者地方，它都會有一部機，影有一些，同些旅客拍

返張相，還有甚至留下指模，我們澳門到底有無這個要求

呢？有無相關的措施呢？咁我希望可以知道一下啦。咁好多人

都批評我們現在澳門什麼人來了？做什麼事？根本是不知

嘅，甚至過期居留，只要話不見了個證，講不清他個人身份資

料，我們政府就好難將他送返原居地，政府甚至乎需要為他們

提供食宿，發行街紙給他們，給他們在澳門合法逗留一段時

間，咁這些這樣的問題，其實長期存在，怎樣解決呢？事實上

在來自其它國家的入境旅客當中一直都存在著非旅客的人

士，不要講話那些有目的來澳門犯罪，搞情報，或者是和恐怖

主義有關咁嚴重的那些事啦，最起碼的就是來澳門找工作做的

外國人，這些人來到澳門，他們搵到工作之後，是由於可以不

需要再用一個工作簽證入境，可以直接用旅遊護照來到取得工

作許可，留澳工作。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僱主，對這些工作者

的身份背景、犯罪記錄、工作技能完全是不知情的。但是我們

澳門人搵工，又要履歷表、又要學歷，部分還需要行為紙，甚

至乎是人事擔保。點解他們可以什麼都不用呢？連政府都唔把

關喎，咁兒戲，咁我們的內部安全又怎樣保障呢？現在澳門的

企業，市民的家庭，長者、小朋友，就會寄託在這一些我們手

上無資料的外來人的手上，咁這些到底又安不安全呢？更加嚴

重的是在旅遊簽證期內如果這些人士都搵唔到工的話，咁這些

人就會為求生活而鋌而走險，做黑工、犯罪，甚至乎是急急忙

忙找份工等著跳槽，現在社會上面好多這些這樣的批評。但是

作為掌管保安範疇的官員，我想知道你怎樣看這一種好似無掩

雞籠方式的對外訪旅客入境的要求，以至到旅遊證換工作證件

的這些措施，從政策思維的層面上面，從澳門的內部保安的問

題上面，我們怎樣去取得平衡呢？會不會有一些新的考量措施

呢？

第二個問題我想講的，就是關於壓止電話詐騙的活動，近

年澳門的電話詐騙是非常猖獗的，司法警察局亦都做了一些資

料分析，上年有三百七十五宗，是 2013 年的三倍。當局亦都分

析了這些電話詐騙是較前年顯著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電話詐騙

大幅上升，而這些就多數是透過網絡電話做出來嘅，而騙徒通

常都是叫那些事主返去內地去匯款，在相關的銀行裡面，咁幾

分鐘之內在網上就將得到來的呢啲咁嘅款項轉移嘅了。所以要

追查本身是有一定的困難，咁這一種難度是因為它涉及到跨境

犯罪，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其實就好關鍵就是話，不同地方的

司法協作機制怎樣建立？咁我就想瞭解一下了，到底現在我們

和其它的地區在這方面的司法合作的情況到底又是點嘅呢？尤

其是和內地在這個刑事司法合作協商已經好幾年了，咁現在到

底有什麼進一步的消息可以話到給我們聽呢？

咁下面再講一講，就講一下個天眼的設置，我相信大家都

好知道啦，2012 年，我們 2 月份立法會就通過了個法律。咁這

個法律，就是已經是為了天眼的設置做了一個好大的支撐，其

實個目的就是為了要使到我們這個調查罪案、刑偵、公共秩

序，這個有更多的資料搜集。其實今朝我們看到一段小小的新

聞，這段新聞就是講一個外來的人，他是非禮一位女學生，十

幾歲的人士，咁就全靠一個攝影像，給警方可以抓到這個

人。所以其實對天眼那個計劃，整個社會都好支持，亦都好希

望好快點去能夠去落實這個計劃。但是我相信從警方當年提出

這個計劃，到立法會通過已經是幾年了，跟著立法會通過完到

現在又三年幾了，現在這個天眼計劃我們好清楚的，到現在來

講都還未施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真是想問，按照司長你講

的這個計劃，全部落實晒大概的心目中有無一些估計什麼時間

可以爭取完成呢？

咁最後有少少時間我都想講，澳門的內部保安，其實保安

部隊做了好多嘢，有市民亦都講話希望藉著今次的機會表揚一

下，關於搭的士難的問題，過去從來都話解決不到，又話法律

不完善。但是在最近這幾個月警方持續執法之後，情況基本上

是可以見到改善的，咁所以市民都和我講就話，其實有些嘢是

作為和不作為的問題，所以現在應該在這裏表揚一下，就是保

安部隊，保安範疇的人士在這一次的工作上面是做了好多的工

作，希望能夠更加加以努力。

多謝！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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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幾個問題和司長探討一下，首先是關於色情單張和性犯

罪立法的問題。色情單張困擾本澳是好多年，從初初開始的派

發，逐張派發到近年就是撒契錢式的，範圍就從旅遊區，咁去

到社區，屢禁不止。其中有本地人派發啦，咁現在還有些遊客

的身份受僱的。咁本人曾經多次向政府提出完善有關的法律來

切實解決色情單張的這一個問題。咁礙於現行法律，警方在打

擊行動中是遇到比較大的困難嘅，尤其是偵查、搜證方面是缺

乏這一個法律的支持，有不少的案件因為證據的不足，無辦法

是進行這一個起訴的。即使成功起訴，又因為訴訟期是比較

長，嫌犯是逃離，或者證據不足是無辦法定罪。就算是定了

罪，咁好多時候都是緩刑。咁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是好難是起

到有效的阻嚇和懲治的這個作用的。咁最近更發展到是利用網

絡、手機平台來宣傳這一個色情、賣淫的信息，有這一種趨勢

的。這一個類型的跨及是跨境作案，咁更具這一個隱蔽性，增

加了警方的調查的難度。咁本人曾經在上年，口頭質詢的時

候，是問過有關的修法的工作，咁當時政府是回應是會在短期

內，就開展這一個公開的諮詢，但是到今天還未見到有這一個

諮詢出台的。請問政府這一個關於修法的工作，幾時能夠開始

諮詢？咁對於利用網絡平台宣傳色情賣淫訊息以及裸聊勒索的

這一種案件，有什麼針對性的這一個措施？

咁另外，現在的性犯罪問題是日益凸顯的，而相關的法律

是比較不完善的，一般是被人理解的非禮或者性騷擾的這種行

為，只會以侮辱罪來處理。咁受害人要透過複雜的司法的程

序，而侮辱罪最高只是處三個月徒刑或者一百二十天的罰

金，刑罰是比較低的。咁多年來司法機構又好啦，婦女界、教

育界，甚至立法議員都好，是先後多次是促請政府完善這一個

澳門的性犯罪的法律體系，將非禮罪是獨立成罪，以遏止性犯

罪案件的發生。咁當局是承諾在 2015 年會推出公眾諮詢的文

本，去搜集社會的意見，咁不知這一個具體的工作的進度是怎

樣？咁這一次諮詢文本的重點，框架會是哪一個方向？

咁第二個問題是想講一講，是打擊網絡犯罪的，咁根據司

警的報告是指出本澳近年，網絡犯罪類型主要是有網上的詐

騙、網上的勒索等等。咁其中，2014 年上半年的銀行卡的犯

罪，已經是有一百九十八宗嘅，咁比 2013 年一百六十三宗是比

較多的。電腦犯罪以及詐騙犯罪的這種比較多的升幅，咁是由

於電腦網絡的高科技性和虛擬性，就決定了這一個是電腦網絡

犯罪的隱蔽、多樣、連續和跨域性和低風險性的，使不法分子

是有機可乘。咁雖然現在有打擊電腦犯罪法，但是從澳門的電

腦犯罪的形勢來看，情況是不容樂觀的，根據瞭解，司警是正

面臨發現比較難啦、偵查是困難啲嘅，追捕是更加困難。咁尤

其是在追捕方面，本澳是欠缺司法的互助制度和引渡的這個條

例。我都好贊成剛才有同事提及的都是那個和內地的這一個司

法的協助方面是比較欠缺的，難以是處理涉及跨境犯罪的這一

種案件。咁打擊電腦犯罪法，已經是實施了五年。當局，幾時

會進行這一個法律的實施之後的成效的檢討呢？啟動修法的程

序？咁澳門和內地就刑事司法協助機制，商談了比較多年

了，咁到今天就未成事了，咁請問有關司法協助安排幾時能夠

實施？

咁第三個問題，想和司長探討下禁毒的問題。咁本澳毒品

的問題一路是備受關注的。根據中央登記系統的資料顯

示，2013 年全年的濫藥者是一共有六百三十六人，是比 2012

年上升百分之八點二。至於吸毒的地點，除了在屋企之外，現

在還發展到去到酒店的。咁發現澳門濫藥、吸毒問題有隱性化

和嚴重化的這一個趨勢，2014 年上半年北上濫藥的個案，亦有

上升，澳門和珠海實現了二十四小時的通關啦，社會認為會增

加北上濫藥和販毒、運毒的偵查和防控的這一個難度。咁甚至

是有青年服務的團體是表示，近年青少年北上濫藥而在內地拘

留的情況是有這個增加的趨勢，面對新型合成毒品是多樣化

啦，吸食者的低齡化，相關部門是不知會怎麼樣及早地做出這

一個部署啦？咁對於現行的《禁毒法》，社會各界都認為是要檢

討的，部分的毒品犯罪的刑罰是需要提高，譬如話教唆犯

罪，新型毒品數量較大等等需要是提高這個刑罰的。不少毒品

是混合劑，例如是好似是咖啡粉、茶葉粉等等，檢察院亦建議

是放寬淨毒品重量或者附屬物重量的規定，以便是更好的運用

法律的制裁犯罪。對於《禁毒法》的這一個修訂，不知司長這

裡是有什麼新的構思呢？在完成法律修訂之前，在禁毒和防毒

方面，有什麼應對的措施？有什麼新的計劃來防止澳門被利用

作為毒品的中轉站？怎樣打擊跨境的犯罪？

咁在這裡又要誇一誇，我們的前線警員的，咁在八年

前，有位朋友來澳門啦，咁當時警員和他講一聲，歡迎來澳

門，澳門是一個好地方，咁這一個朋友到現在還記得的，咁所

以我們話，我們第一線的警員是好重要。咁回歸以來，澳門交

通是好複雜的，旅客人數又上升，咁我們治安警察一路堅持自

己的崗位。咁但是，在現在經常都有是聽到或者是報章揭發有

警員有違規的這種個別的現象啦，咁當局稱會嚴肅地處理，對

於警員入職的要求，會不會考慮加強心理等方面的測試啦。咁

剛才司長介紹的時候講到要強化警隊的管理，完善和建立各種

的制度，咁這一個方面，想聽一聽司長的想法。

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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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今日我想和司長，首先探討一個打擊偷渡和習慣水域的問

題。咁在上年，偷渡的案件是三百四十九宗，偷渡地點由原來

的陸路變為海陸多個地點。路環的南端、新城的填海區、澳門

大學橫琴亦都成為了我們的偷渡黑點。特別是早前亦都爆出沉

船偷渡事件，引發各地的媒體的關注，亦都有香港媒體，引述

消息是表示話偷渡人員涉及是恐怖的主義，咁言辭是非常之逼

真，咁甚至連偷渡者的姓名都有。咁但是政府在這方面就簡單

回應，表示偷渡者是無維族人的。咁目前新城填海項目，日夜

這樣施工，習慣的水域，亦都會逐步咁樣劃定和落實。咁未來

偷渡黑點可能會越來越多，咁巡查的難度會越來越高，咁對於

偷渡黑點和巡查不足的這些問題，司長有無什麼解決的方法

呢？咁在司長所講的偷渡黑點裝天眼的計劃是什麼時間可以落

成呢？因為天眼的工程涉及是跨部門的一個合作，未來在這方

面有無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呢？咁習慣水域落實之後，又有這一

些點，你去怎樣去加強海域的巡邏？包括需不需要購置一些先

進的設備？需要幾多呢？在這裡、在這方面，我們看下政府有

無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計劃？

第二個就是關於一些網絡犯罪和一些我們警務一些宣傳的

問題了。咁近年，在電信網絡的詐騙案件是大幅咁樣增加

的，咁 2014 年詐騙案件有五百零五宗，比 2013 年是增加

54.4%嘅，咁其中電話詐騙就有三百七十五宗，咁是 2013 年的

三倍。咁透過視像裸體聊天後進行勒索的案件，由 2013 年三十

二宗是增至到七十三宗，咁網絡詐騙案件亦都明顯咁樣去增

加， 2014 年是共有四百五十二宗，咁比 2013 年上升了

33.7%。甚至是連我們電信運營商都受到網絡攻擊，造成服務中

斷的一些這樣的情況。咁但是當局在預防犯罪宣傳方面，亦都

出現了相對的下滑，2014 年司法警察局社區警務工作中，走訪

了三千六百零七人次的一些市民、長者，一些青少年，同比是

下降了 31.6%。宣傳單張發放是由十六萬七千幾張，同比下降

56.1%嘅。宣傳海報發放是由四千六百一十張，同比下降

9.7%，電台廣告投放更是由三千九百二十九次，同比下降

27.17%。咁在這裡，我想瞭解下，司長點解 2014 年的宣傳規模

會這樣的大幅度下降呢？喺度加強社區警務聯絡和警務那個宣

傳方面，有些什麼計劃呢？對於上年電訊網絡詐騙的案件快速

咁樣增長的情況，當局推出哪些預防和打擊的措施呢？

第三個是有一些關於獄警一些福利的問題。咁有市民向我

反映，同樣是保安部隊的成員，同樣需要輪班，但是在監獄的

警員，卻同其他警員有不同的，咁所以有一直是由早中晚的輪

班，每一次輪班起碼是長達六個半小時，夜間更長達十一個半

小時，並且是無補休，甚至是無公眾假期，咁經常是一個長夜

更後，再追一個早更。咁 2013 年澳門監獄的總職員是七百一十

三人，咁我們的在囚人士是一千一百五十四人，每一個在囚人

數，所對應的是零點六七人，咁低過香港懲教處相比的比

例，嚴重的工作負荷，可能是造成我們監獄獄警的身心那個疲

累更加無辦法去照顧家庭的。咁在這裡了，同樣都是保安部

隊，咁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都有相應的福利會，而監獄個

警員卻無類似的一些福利會，會唔會不能夠享受相應的康樂活

動？咁在這個福利上面的待遇是有差距的。咁司長，對於監獄

警員工作權益和福利待遇方面的訴求，閣下有些什麼回應？或

者將來有什麼改善的一些措施？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一些跨境車流的問題，這方面就是要表

揚下我們治安局的梁局長。在這方面有些市民，就對我們兩地

牌反映，即是通關慢，甚至個車道的不合理，咁通過我們協

調，就好快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就在這方面，我們亦都面

對現在的現實就是節假日上面和上下班的高峰期，兩地車牌的

通關那個難是越來越嚴重的，咁甚至出現出境車兩個倒灌，造

成關閘沿線經常出現塞車。咁嚴重的時候，甚至塞到東方明

珠、外港碼頭，一到夜晚六、七點，收工的時間，幾乎是無的

士願意車載我們市民去關閘的。咁這種現象主要是出於兩個方

面的一個造成的。第一個方面，是大量掛兩地牌的發財巴不斷

出入澳門關，咁造成關閘車道的壓力。另外一方面，是從澳門

五個車道出去之後，在到三不管的消毒池那裡，可能有得三條

線，咁造成兩地車牌私家車入到去插線，那些疏導不及時。好

多兩地車牌亦都覺得奇怪，點解進了去內地的時間，會設立那

個消毒池？咁在平時，亦都無疫情，咁究竟有咩咁大的作用

呢？對於這方面，咁司長，會不會和內地的相關部門作一個溝

通？取消消毒池或者是增加消毒池的車道，去加快這個疏導這

個車輛嘅？

咁第五個方面就關於警隊紀律方面的問題了，咁上年，警

隊接二連三爆出一些醜聞，咁先有特警入娛樂場是幫手，即是

執到，拾遺不報啦，咁就借職務之便毒駕和販毒，還有後來有

爆出有新紮師兄聯同內地保安，協助那些賭客，屈蛇，提供酒

店、陪賭、放數等一條龍服務。咁又揭發了一名特警涉及過去

兩年透過社交網站開設多個賬戶，假扮女性，自稱靚模，咁結

識未成年的少女啦，咁誘騙對方交那個裸照啦，威脅女事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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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咁司長，警隊接二連三咁樣發生這些這樣的醜聞啦，內

部檢討之後，有無什麼具體的整頓措施？或者從施政報告提出

的強化警隊內部監督，具體是怎樣的內容呢？麻煩司長。

多謝！

主席：下面請黃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首先是好多謝剛才咁多位議員提出的問題，同埋亦都是對

我們治安工作方面提出的一些意見。咁亦都要多謝關議員，剛

才對我們警隊去打擊這個違規的士方面的付出的努力。高開賢

議員提到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即是在口岸通

關方面的配置問題，還有尤其是出入境方面的部門，怎樣透過

外判保安服務來舒緩口岸的這個通關的壓力？咁其實，我想和

高議員講，其實這個措施在過去的春節已經開始執行架啦。咁

就在春節期間，透過特首的批示，就透過一個購買服務的方式

同保安公司去溝通，由這個保安公司派出保安員是協助出入境

的部門是進行這個秩序維持。咁這個亦都是可以舒緩到我們這

個通關的這個秩序和壓力。咁在這方面的工作，就現在、在過

去的清明節和復活節期間，我們亦都有這樣的實行。但是由於

今年是因為這個預算方面的問題，我們就不可以全年去進行這

個方面的工作，但是出年，我們會預計所有的這個預算是可以

全年是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咁即是話全年都可以有購買服

務，通過保安公司的這個提供服務，是將這個保安服務外

判，使到他們是長期協助我們出入境部門是進行這方面的工

作。

第二方面，就關於這個外地僱員辦證服務方面問題，其實

就我們在這個施政方針那個有關報告裡面，亦都寫得好清

楚。第一個就最主要是推動我們的電子政務和增加更多的這個

便民的服務措施。剛才你亦都提到，就是關於網上去預約的問

題。咁我們現在透過保安部隊事務局是增聘好多的文職人

員，是協助治安警察局的相關的出入境部門人員，是做好這方

面的服務工作的。咁希望透過這些措施的推行，是使到我們的

辦證服務和辦證的效率是有更好的提升。

關於非法入境方面的問題，就尤其是提到這個橫琴偷渡這

方面的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嚴重的。咁我可以在這裡好

坦白咁樣同大家講，一個就是因為當初在這個橫琴校區去設計

的時候，就不想設計到即是好似監獄咁樣，即是不可以高

牆，又不可以電網咁樣，咁唔可以使到學生和老師喺入面是覺

得是去坐牢，咁所以這個圍牆是相對比較矮，咁而且為了美

觀，它分為兩層。咁所以，有好多體力好的，他十七秒定十九

秒就可以……十七秒就可以即是過到的。咁所以你這個，其實

對於警方來講，個工作量個壓力是非常大的，你十七秒，你即

使透過閉路電視你看到都好，都有問題的咁樣。咁所以這

個，就我們馬耀權總局長和梁文昌局長是多次和澳大方面進行

溝通的，咁希望在這方面是有所改善的。咁這個問題，就即是

本身的設計問題是使到治安警察局和海關的人員去進行這個反

偷渡的工作當中，是面臨好多困難的。咁當然即是我們面對困

難我們不會退縮，我們是透過我們本身和澳大方面的溝通，希

望有所改善，咁有關的措施現在是傾談當中的。另外一方

面，我們治安警察局和海關，亦都是和內地的相關部門，譬如

講這個邊防部門是進行溝通，希望加強這方面的這個合作

的。咁據我所知，在澳大橫琴，即是澳大出面，廣東和珠海邊

防部門已經加強了這個防範，咁我們這邊亦都是加強這個防

範。特別將來這個劃這個水域之後，我們海關和治安警方

面，亦都會加強水域的這種管理，希望可以偷渡方面，反偷渡

的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另外一個就高議員亦都提到這個刑偵的設備方面的問

題。咁我想這裡我們報告方面有好多方面的介紹，咁我這裡就

不一一去講。但是我想講什麼呢？就是一個是網絡犯罪的這個

偵查方面，我們司法警察局是多年來去非常重視這個電腦法證

的工作，在 2013 年的時候已經是設立這個電腦法證處，電腦法

證處是 2010 年已經設立的了，2013 年的時候我們設立了澳門

的第一間這個電腦法證所，咁這個電腦法證所的這個有關的工

作，最主要是協助偵查的工作，協助我們網絡犯罪的這種證據

的搜集、證據的分析和證據檢驗，還有去法庭去舉證，咁這方

面，即是司警局，這麼多年來是好重視這方面的工作。

關於新的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咁就我們亦都即是有新的

法律制度通過的時候，我們都第一時間去進行，即是制定工作

指引和增加這個資源去提供這個培訓的，使到我們的人員，更

具有更高的法律的知識的水平，同埋可以即在法律的能力方面

是更強的，咁這個的培訓工作，在我接手之後，即時去到保安

高校，即是巡視的時候，即時第一時間要同他們講，要加強這

方面的培訓的。咁跟著下來有好多措施，亦都會推行的，咁這

個是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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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關於交通執法方面問題，就是剛才高議員特

別提到這個傷殘人士車位的問題。咁我想這樣，就是即是有好

多地方，現在是交通事務局方面是有些設置，即是有閉路電視

影，特別是巴士站那裡，咁它好多時候，就是禁止任何車輛去

泊的，去停泊的。咁不論你是傷殘人士又好，什麼好，咁他停

泊的時候，他都會是會檢控的，咁這個是法律是給警方的一種

權利，亦都是一種責任，他是一定要去檢控的。咁至於是怎樣

是可以增加更多的泊位使到這個傷殘人士去停泊的時候更加方

便，可以方便對傷殘人士是出入的？咁我想這個是要整體去進

行規劃的，咁我想這個問題，我們會將這個問題是提交給相關

範疇去進行這個評估的，咁我們亦都會去提供相關意見，希望

是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的。

關翠杏議員提到一個平衡出入境便利，即是通關便利和安

全方面的問題。咁我諗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深入、非常高層次

的問題，不容易平衡，但是一定要平衡，一定要做的。咁我們

現在是通關便利，希望就是歡迎更多的遊客，係同埋使到遊客

有賓至如歸的這種感受。咁所以我們的服務又好、我們通關效

率又好、通關質量又好，是可以給到遊客是有這種感受，亦都

是給通關方面，亦都是給市民一種便利，亦都給市民一種即是

更好的這種感受的。

咁但是安全問題，今時今日，不論唔止是澳門，在全世界

安全問題都是非常敏感、非常關鍵，亦都是對市民來講亦都是

非常逼切的問題。咁我們咁多年來在這個安全方面的問題是非

常重視，所以我們在人員的這個培訓方面，他們對於風險的這

種識別方面，我們一直有進行這方面的培訓。咁關議員亦都提

到這個外地或者外國，有些是影相要留低指模，澳門是否要這

樣做呢？咁我想這個就要兩看，譬如講美國去推行的時候，其

實有好多反彈，有好多人是好不滿意的。咁我自己親自亦都在

2004 年去美國的時候，當時因為是公幹，所以和美國領事館方

面去申請話去免打指模、免影相，但是最後都要打、都要

影，無辦法，這個是人家的制度是這樣。咁但是即是這個對於

澳門來講，我想可能是一個非常關鍵，是怎樣你既然要平衡到

這樣嘢，又要使到旅客有個好的感受。之前我們是去傾關於那

個資金，即是去登記的時候，都有好多反彈，何況這樣嘢？這

樣嘢我覺得是更加緊要的，咁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一方面要

保持澳門是更多的遊客進入澳門來消費、來澳門去旅遊和生

活，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保障安全。咁這個方面，我們即是其

實在培訓方面又好，我們在這個設備方面亦都有進行這方面的

設計。譬如講我們現在的這個出入境的系統當中，我們預備今

年會有一個，即是那個面容識別系統，咁這個面容識別系

統，除了這個出入境便利自助過關之外，我們可能要增加一個

面容識別，今年的計劃是會推行這方面的計劃。這方面推行之

後，我們如果是有些情報，有些記錄，是有些屬於危險人物或

者是屬於對於犯罪有風險嘅，我們透過這個系統，可以第一時

間去識別到的。

咁關於外國人士非法逗留方面的問題，其實這麼多年來一

直都有傾談的。咁其實，怎樣遣返？這個是我們最頭痛的，治

安警察局用了好多的人力物力去做這方面的工作，但是那個效

果並不是太好。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非洲人士又好，或者東南

亞好多人士，他入到來，特別是非洲人士，入到來之後，他故

意是將證件是撕毀的，為的就是可以逗留澳門。咁在這個方面

的情況之下，我們又不可以給他隨街行，俾佢周街行。咁另外

一方面，他即是如果周街行，對澳門的社會治安就造成好大的

風險，因為他無職業的、無生存手段的，他咁樣的情況之下怎

樣使到他即是又可以去保留他這種權利？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即

是維護澳門的安全？這個其實是好尷尬的。咁但是如果你是擺

他入去倉，你每日要俾他食喎，要管他喎，係嘛？跟住這個費

用是相當大的，我們要花費好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去進行這

方面的這種維持。所以我們最近，特別我擔任司長之後，我特

別同治安警那邊提出可以遣返盡快遣返，使幾多錢都要遣返咁

樣。咁這個因為你第一個風險，第二個，你是好多花費喺

度，咁對於特區政府來講是一個負擔，好大的負擔來的。咁還

有關議員提到就是一個外來人士在澳門工作方面問題，咁我諗

這個問題，不只是我們警方要去考慮，咁我們覺得這種制

度，可能值得我們共同去探討，我們全社會共同去探討，怎樣

可以改善這方面的問題？

第四，即是關於就關議員提到這個打擊網絡，關於電話詐

騙方面的問題。電話詐騙，其實那麼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是

講，咁但是電話詐騙，即是正如剛才關議員提到，即是這種犯

罪的好多的特點，其實已經好清晰的了，咁我這裡不重複。咁

但是，就是這裡傾到一個刑事司法協助方面問題，咁大家如果

有留意陳海帆議員……陳海帆司長，唔好意思，陳海帆司長就

在 1 月份的時候，已經是去到公安部同埋相關的部門，去探討

這個刑事司法協助方面的問題，亦都是有實際性的這個進展

的。咁我 1 月份去公安部和公安部開會的時候，亦都是特別提

到刑事司法協助，咁亦都表達了這種關注。咁因為大家可能不

是那麼清楚嘅，在 2000 年的 4 月份，即是剛剛回歸大概是四個

月之後，我就提出了這個建議。因為在回歸之前，刑事司法協

助，特別是這個徒犯的移交，是用葡國的一個法律制度，是用

葡國的法律制度，是七幾年的一個法律制度延伸適用來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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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咁但是隨著澳門的回歸，這個制度廢止，咁所以一回歸之

後，這個就是一個法律真空。咁我們當時，就第一時間向有關

部門提出這個建議，到 2006 年的時候，是通過，大家都清

楚，通過了頒布了這個《刑事司法互助法》，咁是 2006 年，但

是只是針對什麼呢？針對外國，咁一個國家之間的這個，澳門

和中央政府和香港之間的刑事司法協助，並無解決到的。咁所

以，就其實我所知，2001 年特區政府已經和中央已經傾緊這個

問題的了，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使到這個問題一直得不

到解決。咁當然，即是當中是涉及好多敏感的問題，涉及好多

一些和法律制度相關的法律的差異，一些法律概念方面的差異

等等。即是這些差異是使到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之間，這

個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但是我好開心咁樣看到，陳海帆司長

是 1 月份去到北京去開會，亦都推動了這個方面工作的這個開

展。咁我希望這個刑事司法協助，可以盡快落實，是使到警方

有法可依的。

關議員亦都提到一個天眼設置方面問題，咁我諗即是借這

個機會，亦都想和大家進行這個報告的。天眼設置，其實在保

安當局，2008 年已經是開展了有關的這個研究，而且 2009 年

的時候，第一次，即是向社會公佈就是將會在澳門建立這個公

共地方的電子監察系統。咁但是由於要確保這個監察系統本身

合法性和保障這個這個監察系統本身的，即是對於市民的這個

私隱的保護，咁所以需要立法。到 2012 年的時候是通過頒布了

有關的法律制度，咁在這個 2012 年到現在，由於各種技術方面

的問題，程序方面問題，咁這個一直得不到落實。咁我就任司

長之後，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第一時間和羅立文司長進行溝

通，咁而且是透過馬耀權總局長是亦都是和大型建設辦進行好

多磋商和去傾談的。咁最近，昨日最新的結果是這樣的，進展

是這樣，現在和大家作一個報告。在第四期的這個天眼的設置

當中，總共是前三期是八百二十支鏡頭，第四期就會有八百

支，即是加上是一千六百二十支。咁第一期分為兩個階段，第

一階段屬於叫光纖工程的這種鋪設，咁這個是 2014 年的 12 月

份已經是招標，咁而且是 2015 年的 3 月 24 號，已經判給嘅

了，即是有關的公司已經開展開始進行這個鋪設的工程嘅

了。咁第二個階段，即是第一期的第二階段，就是關於控制系

統的這種招標，已經是在 2015 年的 3 月 31 號，招標的了，咁

希望這個亦都可以盡快去進行。咁另外一個，就是昨日大型建

設辦給的最新資料當中，就是關於第二、第三期的這種，即是

這個工程的這個時間表亦都出了來的了。從 4 月 1 號開始，已

經計的了，咁就是在九百九十六日之內要完成第二期、第三

期，即是話八百二十支就一定要九百九十六日之內要進行有關

的工程要投入運作。當然第一期，第一期是三百六十日即是第

一期已經開始的了，三百六十日之內二百一十九支，就要進行

這個即是運作的了。咁其實我想講，天眼系統，我們保安部門

比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比任何一個市民或者社會團體更加著

緊。我可以和大家講，我們這麼多年的這個刑事偵查工作又

好，交通管理工作又好，好多工作是因為無天眼，我們好多工

作做不到，或者效率受到影響。以這個兇殺案和這個縱火案為

例，每一次縱火案發生之後，司警局要派多好多個的偵查

員，甚至二、三十個偵查員，要做什麼呢？望天望地望哪裡有

支 camera 喺度，接著如果有 camera 就好開心去拍門，有些銀

行、有些即是商鋪、有些私人機構咁樣，拍門，有些話我無錄

喎、有些話我系統壞了喎、有些話我唔俾你喎，嗱！這些全部

都有的。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最後的結果是我們的這個偵查

效率受到好多限制。咁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的交通管理，有幾

多的這個交通意外的事件之後，我們要去呼籲，我們警方要去

呼籲，請求目擊證人提供資料，係嘛？這個工作大家可以可想

而知，所以我們警方對於天眼系統，其實比任何人都更加著

緊，我們要的是天眼系統。在 2001 年的時候，我曾經去布達佩

斯，即是匈牙利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當時的這個布達佩斯警

方，是邀請了代表團去訪問他們一個區，個區做一個試驗，試

驗是什麼呢？就是天眼。根據他們介紹，它一個月之內，即是

設定了，運作了一個月之後，它這個區的這個犯罪是比無設定

這個運作之前是少了一半，犯罪少了一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效率。

唔好意思，一陣先再講。

主席：陳虹議員。

陳虹：司長：

可能時間緊張啦，所以我些問題就未來得切回答，咁都是

剛才那幾個問題啦，關於那個色情單張的這一個法律的跟進

啦，還有這一個性犯罪立法的這一個問題，希望一陣間是能夠

回答一下的。

另外，就關於打擊網絡犯罪，因為現在網絡犯罪就日新月

異啦，這一種情況是有什麼好的辦法？因為我們有這一個打擊

網絡電腦犯罪法，已經是有五年的實施時間嘅，咁有無那個想

法呢？就在這一段時間，要做出這一個檢討的，或者是五年之

後了，咁現在是怎樣是進行修法的工作了？

另外，是關於禁毒的問題，因為毒品現在已經是對澳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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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咁有這一種是販毒的問題是有嚴重的這種趨勢，有些什麼

新的這一個計劃來防止澳門被利用成為這一種毒品的中轉

站，咁這個不知在司長這一個部門是有什麼新的想法？

另外，關於前線警員的，咁由於雖然我們是多數的警員非

常之好嘅，值得讚揚，特別是節假日，他們堅守崗位，咁對於

這個作為旅遊休閒城市，他們分流，什麼各方面都做得好

好。但是有一些個別的警員，都是做出一些是令人好心痛的事

情，咁怎樣是加強對警隊的這一個紀律的管理，這些制度的安

排呢？咁剛才在司長介紹都有講到，將來會有一個新的這一個

管理的制度啦，或者完善，或者有些空白是要建立嘅，咁這一

個方面都想聽聽，司長一些詳細些的介紹。

唔該！

主席：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好多謝司長剛才的回應，咁正如司長介紹裡面亦都講

到，現在那個社會的環境複雜多變，確實警隊個工作量是不斷

咁樣增加，咁所以我們是好擔心的，主要就是一個警力上的問

題，現在個警力情況究竟是怎樣呢？我諗一個現在警力不足的

話，我們是還有一個是吸納，在吸納的時間來講，會是質和量

的問題。第二個方面來講就是怎樣能夠釋放警力出來？有些工

作剛才亦都安排了是可以釋放一些警力。第二個方面來講就是

培訓方面的工作和有關這個設備，我們的設施的增加，咁使到

我們的效率或者我們的工作方面，能夠進一步有所提升。咁第

三個方面來講就是，標準的訂定，正如剛才講好多法律法規我

們出臺的時間，有關將來我們執行的時間，這個標準訂定怎麼

樣呢？我想這個是需要和相關的部門，譬如好似環保局等等這

些在這個標準的訂定方面，我們怎樣能夠是定出這個標準使到

我們更方便去執行呢？即是等等各方面問題，我想都是需要相

互間各方面的這個整體的配合和安排才可以達得到，怎樣能夠

進一步提升我們那個警力？或者提升我們的這個效率的。咁所

以在各方面的問題來講，我想要總體來講的話，我想在司長本

身的介紹裡面，可能時間方面來講未必可能是一下子作一個比

較全面的這個介紹，但我都好希望能夠是再進一步聽到司

長，更詳細一些的一個介紹。

多謝！

主席：施家倫議員。

施家倫：多謝主席。

司長：

好多謝司長剛才都回答了一些問題，不過我有些，有幾條

問題其實都未回答到的。咁就關於一個習慣水域的問題，其實

習慣水域，我們未來就好快中央可能就會界定我們澳門的習慣

水域。包括在這個習慣水域裡面，未來一些……即是一些施

援、施救，或者一些犯罪的問題，或者將來個經濟，都會在水

域上面去發展，這些都是未來可見的一些事實。咁司長在這方

面，有些什麼前瞻性的諗法？或者是未來真是我們都好快今年

中央就會確定下落，我們應該是有一個設想，將來要怎樣做

的，所以我希望司長在這個習慣水域方面，將來怎樣去做

呢？再詳細介紹多少少。

另外關於一個網絡犯罪，剛才都有同事講了，咁在這方

面，即是那個基本上，現在都是網絡的世界，年輕人都在網絡

方面，咁經常會受到一些詐騙或者等等這些情況。現在我們警

方方面有些什麼措施？或者有些什麼預防的手段？或者更先進

的手段去預防這方面的犯罪呢？或者是唔夠的法律是否要修改

法律呢？這方面司長可以再講一講。

另外就施政報告裡面提出的強化警隊內部的監督和外部監

督，在這方面，具體是一些什麼內容？咁麻煩司長介紹一下。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我就無咩問題跟進，我只是想表達兩點意見。第一個關於

是通關便利和那個內部保安平衡的問題，司長回應了這個好難

做得到平衡，但是必須平衡，咁我都真是好希望即是在這一個

問題上面，關鍵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面一定要有一個意識，我

明白澳門現在是一個外向型的城市，亦尤其是以旅客來澳門為

主的。但是我們正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先更加要有高度的警覺

性，怎樣能夠做到呢？我相信這個就唯有靠你們去多思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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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嘢一定要有提高這個方面的意識。

第二個，就是對外地僱員那個輸入裡面，這一種這樣的制

度那個完善和管理，雖然不是保安部隊這個一個範圍可以去解

決得到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必須要認真去關注，如果不是將

來我們澳門社會無論係，你話面向些更嚴峻的可能是對著那些

你所謂恐怖主義犯罪亦都好，或者是對於我們內部的犯罪，其

它的各種的社會秩序的安全等等好多的問題，都好可能是因為

這裡這樣，這些情況的變本加厲而產生。所以我是希望在這兩

個方面問題，能夠有一個高度的重視。

多謝！

主席：請黃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剛才各位議員的這個跟進。

或者我首先講，跟進這方面的問題啦。咁剛才關議員講到

這個意識，咁這個絕對是有意識的，咁特別是咁多年來隨著澳

門的國際化，澳門的這種，即是對外交往的加強，亦都是剛才

正如關議員剛才所提到這樣的問題，我們是非常清晰。譬如講

你講話即是好多境外的一些情報人員等等，在澳門的活躍情

況，其實這個港澳其實都是相同的情況，咁所以不只是政府安

全，還有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方面的問題，這個亦都值得我們

去認真去思考的。咁當然，好多工作我們是秘密進行，我們亦

都唔方便在這個地方和各位議員大家去分享，因為即是好多工

作是秘密的，咁你如果講出來，咁對我們的工作有造成好大的

影響。咁但是我好肯定咁樣和你講，我們是非常關注，亦都是

特別是我們《維護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後，我們有設立了專門

的部門，亦都有專門的制度，即是去協助我們是進行相關的工

作。在人員招聘和人員的培訓方面亦都做到好多工作的，咁但

是具體工作內容我在這裡是不適宜去透露的。

施議員講到的關於這個習慣水域方面的問題，其實在上年

10 月 20 號，習主席在澳門宣佈了有關的消息之後，我們是第

一時間是和海關是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亦都是提醒海關要做好

這方面的準備工作。因為以前的水域又是內地執法部門和澳門

海關共同去進行的，咁如果將來有自己的水域之後，可能內地

的相關執法部門就不會去理的，完全由澳門本身去理。而且有

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本身澳門在這方面的法律是真空的，咁所

以我們怎樣，即是去立法之後，去使到我們執法是有法可

依，這個是首先我們，這個前提來的。咁還有一個是執法的能

力方面的問題，咁譬如講我們船隻是得唔得？我們的能力足唔

足夠？我們部門之間的協調得唔得？譬如講我們治安警察

局，它有個衝鋒隊，是水上衝鋒隊，咁同海關之間的這種合作

方面可以怎樣做呢？咁這個是需要我們是去面對和去操練，使

到我們將來，如果水域一旦劃歸澳門去管轄的時候，我們有足

夠的能力、有充分的制度使到我們可以進行相關的執法工作

的。

網絡犯罪方面怎樣預防？需唔需要修改法律呢？咁我們這

個司警局是會去進行這方面的評估，亦都會可以和法務部門是

進行這方面的這種協商的。咁目前來講我看到，暫時就不需要

的，但是我們要隨時去跟進、去評估。

高開賢議員提到這個警力不足的問題，咁其實我們現在目

前來講，全個整個保安司總共人數去到 2014 年的 12 月 31

號，總人數是九千九百九十六人，咁我們的編制是一萬零七百

七十七人，咁這個我們還有少少的編制，但是這個編制包括文

職，包括了警員。還有一樣嘢我想講的，在 2015 年的招聘當

中，我們招聘是大概五百人，其中有四百人是保安部隊的成

員，即是屬於警員。咁但是這個招聘是怎樣呢？我們雖然招聘

四百人，但是我們到今年的年底，我們總共有大概三百人會退

休嘅。所以其實我們今年增加只是一百人啫，咁還未計埋文職

喎，還未計司警喎咁樣。咁所以，其實招聘方面存在好多困

難，剛才高議員講得非常啱，質與量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增

加人手，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使到我們的人手，我們的這種增聘

的人員，他有足夠的能力、他有好的良好的心理素質、他有好

的道德品質，這個是我們所關鍵所要面對的。所以我們現在保

安部隊事務局在招聘人手的時候，好多時候，招不足的，監獄

你招不足，司警亦都招不足的，如果去到百分之七十已經好開

心架啦。但是以司警那麼多年的這個招聘工作來講，可以看到

好清晰的。招聘九十人，大概入到八十人，咁而且經過培訓之

後，還有些是唔及格的，要 foul 的，咁司警屬於比較，即是招

聘方面，即是相對來講可能那個升職方面，可能比較吸引。咁

所以，其實司警招聘的效率是相對比較高的，監獄都是百分之

七十，百分之六十都有，咁保安部隊都是一樣的。咁所以，其

實，我們招聘方面存在困難，雖然人手不足，但是招聘是非常

困難。

另外還有些時間是講關於陳虹議員講的關於色情單張的問

題。咁我想借這個機會亦都是和大家去講一講，因為咁多年來

一直，都是大家好關注和好困擾社會的一個問題。嗱！我們通

常講色情單張，但是在我們執法的時候我亦都是按照這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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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執法，但是送到法院之後，法院和檢察院、司法機關，對這

個問題並不認同的，有相當一部分的司法官是認為這些單張唔

係色情單張嚟架，唔係嚟架，按照這個第 10/78/M 號法律第 2

條規定，色情是怎樣定義呢？按照即是這些單張，根本不構成

的。所以我們的保安部隊的成員，特別是治安警和司警去進行

這個執法工作的時候，我們要進行其它的相關的執法，不是單

單執這個派單張的這些這個人，我們還要看他背後是否涉及到

一個集團？賣淫集團、操控賣淫集團等等，要看這樣嘢，根據

這些證據，最後才是做一個檢控，這樣才是成功的。上年，治

安警察局進行千幾次的這種執法工作，亦都是將一百九十幾

人，是一百九十幾人的人士送去俾這個司法當局，但是最後成

功的有幾多呢？其實不多的。第一樣嘢，就是色情的定義問

題，第二樣嘢是什麼呢？是這個罪本身係只是判六個月以下徒

刑的刑罰，無阻嚇性架。咁所以對這個問題怎樣檢討呢？其實

我們去思考，是不是要將第 10/78/M 號法律進行這個修改？這

個值得我們去檢討，怎樣修改？咁而且目前可以看到，就是這

個本身色情的定義，如果按照這個法律的規定來講，這些單張

大部分都不視為這個色情，咁樣情況之下我們怎樣做呢？所以

唯有靠我們保安部隊的成員要加強這個背後的執法，挖掘最後

的這種集團的這個證據，使到這個檢控工作是可以順利，但是

這個工作相當困難，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是好隱蔽的，剛才

亦都有議員提到這個，剛才陳虹議員亦都提到這個色情的賣淫

活動，很多時候透過這個網絡，透過網絡來進行的，咁其實這

些是對於即是警方來講，是好多約束、好多制肘的，但是警隊

是不斷會努力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咁但是這個訊息我想帶給

大家，就並不是話警察一出就那些散發派單張些人全部可以捉

到的，捉到之後就一定會判到的，這個不是的，想和大家去補

充的。

還有一個裸聊和性騷擾的這個具體立法方面，其實我想和

大家講，就是有關的政府部門已經統籌緊相關的部門進行有關

的探討，咁保安部門會全力去配合和去提供法律意見的。

關於這個禁毒方面的問題，亦都是關於講到這個北上吸

毒，北上運毒方面的問題。北上吸毒，我想這裏和大家講，在

2005 年的時候，司法警察局和廣東省公安廳這個禁毒局，曾經

簽定過協議，就對於北上吸毒的澳門居民，進行這個處罰之

後，會將有關的人士是集體移交俾澳門警方，而且會有個儀式

是達到一個教育和阻嚇作用的。那麼咁多年來，進行了五次的

這個移交，將八十個澳門居民是移交給澳門警方處理的。咁其

實現在每年內地警方不斷有進行這方面的執法工作，但是由於

他第一方面是不想使到澳門的聲譽受損，第二個亦都是可能有

其它的複雜因素使到他去做這方面的工作的時候，他受到好多

約束。咁我今次 3 月 25 號我們和廣東省公安廳去進行這個會晤

的時候，特別提出來要加強這方面的合作。

多謝！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主席，司長，各位同事：

司長，在我想講這張相之前，先講講警力安排啦。剛才司

長都講到啦，其實現在我們在警務工作上面的複雜程度，或者

工作量都好大，咁再加上其實招聘上面都會有一定的困難

啦。咁有前線人員其實都向我反映，認為其實現在文職人員去

擔任緊內勤工作的這些職位，其實都會放了好多軍裝人員喺度

做緊嘅。咁所以他們都會建議就話將來是否可以都調動返這一

些在內勤職位的軍裝人員去到前線，舒緩前線人員的壓力，然

後去由文職人員擔任返這些內勤工作呢？咁看到施政方針裡面

其實都幾次提到啦，除了一些簡化行政手續之外，亦都會適當

增加文職人員，去釋放返這一些內勤崗位的警力，去返前線的

警務崗位。咁其實司長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數據，現時大概即是

各個部門啦，你們認為可以調動返軍裝人員，在內勤調返出來

的這個數量大概有幾多？未來可以釋放返幾多警力？有無這方

面的一些具體安排？這個我相信亦都是，即是其中一個去增加

返前線一個警力的措施來的。

咁第二個想反映的就是關於外勞的問題。剛才關翠杏議員

都講過啦，其實這個我相信在過往好多次，保安司的立場就會

覺得它比較似是一個經濟活動的問題，但是我相信這個肯定不

單止這麼簡單。嗱，司長剛才無太多的回答啦，咁但是我想講

講我的看法。截至 2015 年的 2 月份，澳門已經批出了的外勞額

是二十萬七千個，接近二十萬七千個，咁真正做緊嘢的人當

中，十七萬幾裡面，其實有三成幾是來自中國內地以外的其它

國家地區，菲律賓好、越南、印尼、尼泊爾，邊個地方都

有。咁這大批的人員來到，我相信他們的出入境管理，無論怎

樣講都不可以因為澳門一個人力資源需求，就貪快求其，這一

個不應該做的。咁所以現在外勞輸入的管理程序，就有兩

套，一套就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人員，因為我們內地國家我們自

己有一套輸出勞務的程序啦，咁所以他們就有些，譬如都要有

一些資料，搞好個簽證才可以來澳門。咁問題就是來自於中國

內地以外的其它地區，其實即使這些國家它同樣可能有些輸出

外勞的規範，但是問題就是澳門因為容許外地人以旅客身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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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搵工、見工，成功搵到工之外還可以即時轉做工作簽

證，轉藍卡，嗱！咁只要他們的有效旅遊證件，繼續是限期之

內，他們是不需要返原居地添。咁形成了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這

個管理我覺得是好混亂，大家都會，無論勞方資方都好啦，大

家長期投訴這一些博炒好，形成治安隱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嚴重的問題。嗱，根據返警方方面，曾經講過，根據現行的法

律，只要他們符合了這些批出逗留許可的條件，其實治安警就

會發出這些許可嘅啦，咁而不會構成話有些什麼關卡去做。咁

但是問題，我覺得司長你們的看法，不應該覺得外僱的管理純

粹是一種經濟活動。因為它除了涉及會影響就業市場和外勞管

理之外，其實更大程度就是這批大量的人員，現在額去到二十

萬，如果正常佢哋二十萬嚟晒嘅話，這些人員的進入、流動都

會對澳門的治安，社會治安帶來嚴重的挑戰。嗱，現在好多時

候有些外國外地人，他會覺得澳門搵工容易，攞到個證都好容

易，於是就來搵嘢做。咁但是這些人究竟他們有無些什麼的犯

罪記錄？萬一出了嚴重事故有什麼途徑跟進呢？這些政府似乎

都無咩辦法去處理，而只要簽證有效，他們中意幾時來、幾時

走，根本上亦都管不到，萬一搵不到工作，最後就會衍生了黑

工、逾期逗留這些問題，咁政府又怎樣管呢？嗱，施政方針裡

面，司長都提到啦，澳門的治安和公共安全、國家安全形勢是

受到好多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其實現在個挑戰是好大的。咁出

入境管理怎樣都不可以，即是咁無掩雞籠式的處理。咁我覺得

對於治安這個這麼大的隱患值得特區政府的高度關注，從在治

安警的角度，你們有無在這裡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對於治安

管理或者是執法上面有無俾個充分的意見，給其它負責立法的

部門去認真應對這一些外地人士可以持有旅遊證件的問題？

再來一個，就打擊黑工方面啦，一直以來啦，特首都講了

啦，新一輪的打黑工作會開展了，咁我希望就不是一輪完了就

停晒下來，希望司長和你的團隊繼續努力，在打黑方面繼續做

多啲，亦都希望在一個打黑的專門立法上面，能夠將你們前線

同事捉完又放，或者無阻嚇力處罰不到一些黑工僱主這些的問

題充分反映返，推動返整個的立法工作，可以有利於完善這個

執法的機制，方便前線人員的執法。

咁講講過界司機，我相信是非法工作裡面其中一個比較嚴

重的問題來的。今朝早就好不幸發生了一單致命的交通意外

啦，令人關注的除了是近期這些頻頻發生的嚴重交通意外之

外，它揭發了就是這個發財巴司機，他是一個特駕照司機，內

地司機，亦即是我們一直講緊的過界問題，司長，這幅圖上面

這個就是 2013 年 11 月的時候，施政辯論，咁我們就影了些相

啦，這些發財巴，它就會用這種方式，圈一圈，三不管兜返出

來，扮過界，即是扮跨境工作。咁但是問題就是，政府一直講

話會面對，會處理這個問題，看返昨日去影的這一張，一樣係

咁樣啦，兜一兜去三不管地方，兜返返來又再是這樣扮跨

境，這一個問題好明顯是抵觸了法律的，現在這些跨境牌照原

本就只是給他們做一些內地接載了人、接載了貨物來到澳門定

點放低，然後走的這一種方式。但是這一些發財巴的操作它就

是，返去扮跨境、扮在三不管兜一個圈返出來，然後在澳門接

返客人去返他們的一些酒店、賭場的位置，這個好明顯完全不

是一個真正的跨境工作來的，所以我覺得在這裡，無論立

法、無論措施，政府有些什麼可以去做呢？這個是作為執法部

門我覺得應該要思考的，怎樣去打擊？尤其是作為政府的角

度，這種算不算是一種非法過界的工作呢？我覺得要好清晰

的。

還有一樣就是之前保安司，上年 2 月的時候亦都回覆過

啦，咁這個地段因為不是屬於，即是我們自己的管轄範圍，咁

已經向內地的珠海邊檢部門作出了反映，咁想知道其實在這裡

的商討有些什麼進展？對方有些什麼的回應？是否能夠有效遏

止到這一種這樣的跨境的工作，然後就即是一種非法工作的情

況啦。咁再來一樣嘢，就是在整個的修法工作上面，遏止這些

特駕照的濫用啦，其實政府由 2009 年提出到到現在前後五年的

時間都未有正式的法律出臺，咁究竟在這裡，作為司長你們覺

得在這裡推動上面，警方可以做一些什麼的工作去有效遏止這

些的非法工作的行為呢？我相信除了嚴加打擊之外，俾到你們

更大的法律工具，有阻嚇力的懲處制度，相信亦都對於前線同

事在打黑工作上面的效率會更加好的。

多謝！

主席：崔世平議員。

崔世平：多謝主席。

司長：

這裡想和你有幾個問題，希望拿些意見的。第一個是關於

人流的管制，咁其實新年，旅遊承載力已經是成為社會非常關

注的熱烈討論問題啦，咁除了是司長和社文司積極展開一個研

究和遞交了報告之外，其實司長閣下亦都做了不少的考量去完

善這個工作。咁從今年的春節和復活節的期間，當局就已經安

排了有效的人流管制措施，亦都是向社會公佈了期間打算做的

事情，尤其是在新馬路、議事亭、大三巴以至關閘的一些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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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咁確保了人車的安全，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咁但是美中

不足嘅，就是有些市民投訴就話，這些人潮管制，未有適當考

慮他們返工，或者是返屋企的這個需要。咁無可否認，我們應

該要做好這個人潮管制，因為其實在有關的區域，其實遊客是

相當之多。咁但是怎樣能夠適當亦都考慮返我們澳門居民的本

身的生活出行呢？咁想在這方面是聽聽司長在這方面有無進一

步的優化的方案？因為好快又五一啦，一路下來都有一系列的

節日，咁想聽聽司長這方面的一些的想法。

咁第二個問題就關於人力資源。咁其實年年我都問，就話

究竟其實我們保安司聘夠人未呢？咁頭先剛才高開賢議員亦都

問了，咁司長亦都好清晰的，答了我們，即是大約是有九成的

人已經到了位的啦咁樣。咁其實我們是比較關注的就話，其實

是人力，不斷需要增加，因為其實我們旅客越來越多，我們市

民要求的服務亦都越來越多。咁尤其是在節假日，大量的警員

已經無得休假，咁其實相當之辛苦。咁好高興看到就話，當局

在出入境管理方法裡面就用保安員來到輔助警力，咁舒緩了一

定的壓力。咁不知這個服務，或者這個這樣的措施會不會延伸

去司長的其它的領域咁樣？咁同時在司長剛才講的引介裡面亦

都講，就是呼籲是全民皆警啦，咁我們鄰埠其實有一個輔警的

制度，咁感覺上好似都恆之有效。咁不知澳門其實有無可能考

慮這一類雷同的方法，來到真是充分推動到全民皆警的意願咁

樣？

咁第三個問題，就是話關於保安部隊壓力的問題啦。咁近

年我們澳門治安和社會秩序是好良好，咁警隊其實努力是功不

可沒的。但是居民對於警隊的服務要求亦都是越來越高，咁特

別是前線的警員方面，既要保障澳門自身人的安全，亦都每日

都有面對不同新的挑戰，咁其實工作壓力是不容忽視的。咁記

得過往偶然有警察，因為個人的問題，或者工作壓力未能夠及

時舒緩，有不同程度的情緒問題。咁在司長的施政報告裡面亦

都提出就話，優化心裡的輔導和安排情緒管理的課程等，咁是

值得我們讚賞。咁據聞，其實近年警方的培訓的費用有限

啦，咁培訓的導師就好多時就由個別有經驗的警員去兼任，咁

不知其實這個情況運作得怎樣？咁還有我們認為就話，這個方

法是有利有弊啦，一方面好的就話，是由一些有經驗的警員是

可以薪火相傳，將他傳遞他的經驗給一些新的警員。咁但是就

不知道在這個負責做這部分工作的警員，他的培訓和他的專業

的技巧，有無一個定期的更新和令到他能夠本身亦都是能夠處

理到增加了的壓力，因為好多時做心理輔導的人，即是最大的

問題好多時就是他將別人的問題都內化了，咁其實這部分，究

竟怎樣可以處理得更好咁樣？咁亦都想聽聽就話，在司長在這

方面的前線人員裡面調撥的資源、培訓的工作裡面，實在做了

些什麼的工作？

咁另外關於一些新的法律的方面，就是近年有不少新的法

律通過了，都是需要警隊的協助執法。譬如好似是預防和控制

噪音啦，這個 8/2014 年的法律；禁止非法旅館的有關問

題，3/2010 啦；還有討論之中的《動物保護法》等等。咁在執

法上面其實需要更多有豐富經驗的警員對相關條文有所認識才

可以避免出錯的。咁以這個最近，我們是今年 2 月 22 號正式生

效的《預防和控制噪音》為例啦，咁如果法律所寫著的層面是

比較廣，咁據聞就是一個月生效之後，就其實已經接了好多的

投訴的了，咁是雖然主要部門唔係司長的範疇，咁但是問題在

法律裡面確實司長有些責任要去履行。咁是對於噪音裡面，其

實在條文，在這裡我就不再詳講啦，咁其實基本上條文裡面引

述就是話，某一種才是屬於是噪音的，咁但是當然推廣這個法

律不一定是警方的責任。咁但是問題話，市民拎起個電話就

打，咁警員接到這個電話之後，就去回應個投訴，咁但是就

話，是在一個就是只是簡單的口頭的投訴的情況下，又無人

證、又無物證，亦都本身不知我們的警員有無帶備相關的器

材，或者有相關的認識，去確保就話，這個投訴真是成立

的。因為其實如果看返法律裡面是噪音其實是一定是在某一

段，是二十分鐘之內要連續有一個八十五分貝以上的標準才是

屬於這個聲學規定的條文，咁這方面不知我們警隊其實有無充

分的培訓令他認識這個東西？因為事實上有些地盤的朋友和我

們都投訴過，就話有些警察一去到的時候就因為收到 order，他

就要進行，叫人停工，或者甚至檢控，咁這方面我覺得其實就

話，一個電話是否完全可以證實這個東西呢？這個舉證的條

例，這個依法施政的心態，而且這個市民或者這個建築公司其

實都不是做緊即是什麼犯法的東西，咁他都是做建設緊澳門的

過程之中，可能真是噪音有問題，但是亦都可能大家感覺他的

噪音是有問題，咁究竟怎樣去衡量呢？政府有無一套比較公

平、公正的一個量化的程序？令到相關的市民或者相關的被檢

控的人都會知道他們的權利和義務。

咁最後想問一個，就是社會安全問題啦，咁其實這個是未

雨綢繆的東西啫。因為回歸之前，我們看到就是經濟非常之不

景氣，我們的經濟一路滑落的時候，其實治安警的問題，所面

對的問題，令我們還記憶猶新。咁現在其實已經在經濟上開始

看到一些下滑的跡象，多個月的一些博彩稅收的下滑，已經其

實大家都敲響警鐘的了。咁但是我們未必看到現在是會立即出

現一個大問題，但是不知司長在這方面的考量裡面，有無通過

境內，即是自身的工作或者跨境的合作確保澳門人能夠真是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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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能夠安居樂業，不會因為這個經濟的起波浪而是出現一個新

的情況我們是措手不及咁樣，要面對這個問題，咁所以聽一

聽，司長在這幾方面的問題給一些意見我們啫。

唔該！

主席：黃潔貞議員。

黃潔貞：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咁剛才司長，在回應其他同事關於警力方面

的問題裡面，其實都點出了一些數字嘅，咁我都想跟進一

下。咁頭先剛才司長講，就是話其實可能嚟緊招聘這個保安學

員是四百個啦，咁其實都據我所知，其實招聘保安學員，是兩

年內裡面，最多可以招聘四百五十個啦。咁亦都現在是踏入了

一個叫做警務人員的一些退休高峰期，咁其實估計是有一百人

的退休，但是，其實高峰期，可能會達到百五至百六人的。咁

面對著叫做無明顯的正增長的補充人力的資源的情況之下

啦，其實，司長有無考慮過去調整返保安高校方面的招聘學

員，或者是培養保安學員方面有什麼值得修正或者是優化的地

方，可以我們盡快可以招聘更多的保安學員去填補返治安隊伍

裡面的一些保安人員呢？咁剛才司長亦都講到的就是話，司警

局的招聘率已經是算是最高的了。但是，睇返我的資料就是話

其實在 2010 年裡面，其實司警局已經擴編啦，應該要增聘有五

百零三人，但是當中，約有三百五十人是刑偵人員，當時預

計，在五年內裡面可以完成招聘的工作。但是今年的年初，司

警局就話，今年計劃招聘增加四十五名的刑偵調查員啦，並且

是表示司警的刑偵人員的編制有九百人，現在只是得六百幾名

的偵查員，咁還有是兩百幾名的空缺。咁想問下，當局有什麼

的措施啦，或者是有什麼計劃呢？幾時才可以完成返這些二百

幾人的一個空缺的？咁而對於這些長期的職位的空缺，其實對

於一些，關於調查，破案方面，有無造成一些的影響或者是阻

力呢？咁未來是當局怎樣去調整有關的警力呢？而令到這些破

案，或者是偵查的工作，不受影響的。咁之前亦都有同事讚了

一下警員其實在近期的工作表現是值得我們，市民去讚許，而

我都有認同的一點，就是在人潮管制上面，咁在大時大節的時

候，在人潮管制裡面，有做得好的地方，亦都有做得不足的地

方，因為對市民造成了一些的影響。咁我想問一下，對於人潮

管制方面，現在的啟動機制和部署是怎樣的？

咁還有就是亦都有前線的同事亦都反映，其實現在真是人

力資源，非常之短缺的。咁對於一些叫做出入境高峰期啦，或

者要進行人潮管制的時候，會抽調一些後勤的人員，去做一個

支援，同埋未來，即是有消息都話，會將這些支援的調配，是

將會進行一些恆常化，咁對於這些後勤人員來講，是的確會造

成了一定的壓力。咁都想問一下就是對支援這些人員的時

候，有什麼的方法可以緩解返他們前線同事的壓力呢？去保證

返他們一個的積極性和提升返他們的士氣。

咁正正因為未來的工作亦都是不斷咁樣增加，咁有基層的

人員，都希望我和他們講一下，就是話希望當局可以考慮

啦，盡快去修改一些晉升的制度啦，縮短他們晉升的年期

啦，同埋除了按照學歷、嘉許計分之外，可不可以考慮話引

入，應對前線的行動的輪班人員比較高的一個分數啦，來到平

衡他們行動啦，同埋內勤人員的晉升一個比例的。

咁另外我都想跟進返剛才陳虹議員所問的一些關於性犯罪

方面的問題。因為其實看返一些數字，其實有關性犯罪方面的

數字，2003 年的統計，就是已經達到四十幾宗，有持續上升的

趨勢啦，咁強姦亦都是達到是二十七宗。但是檢察院只是對十

五宗的性犯罪，提供了這個叫做刑事的控訴啦，咁強姦案

件，只是得四宗。咁其實市民最關心嘅是怎樣可以提高這個檢

控率啦，將有害的行為人繩之於法。咁因為現在即是法例上面

啦，可能都未聚焦啦，在《刑法典》裡面，除了強姦之外，其

它各項的性犯罪，都可能是成為準公罪，更講埋就是非禮罪亦

都是一個私罪。但是當中，在 2012 年和 2014 年的一個叫做非

禮行為執法資料裡面顯示，以脅逼、嚴重脅逼、性脅逼罪處罰

的，分別是有四十宗、五宗和二十宗，侮辱罪處理，有九十四

宗，而當局亦都是公佈一名未成年中學生，亦都是涉及到非禮

孕婦，咁亦都有這個嫌疑人承認之前亦都非禮過四名的女

子。咁其實這些的案件，公佈的好似是不多，但是好多亦都是

一些隱性的個案。咁剛才陳議員亦都問到就是關於修法方面的

工作，但是司長只是話會是推動，跟進和配合，但是在司長方

面會不會有些什麼具體的意見，給這些修法的部門呢？同埋在

這個未修法的情況下，在預防性犯罪方面會有些什麼的措

施？咁剛才我都提到，就是話因為檢控方面，其實都檢控率不

是那麼高啦。咁性犯罪方面，咁其實之前檢察院都表示，就是

話是偵查出現艱巨的一個工作，不容易找到證人啦，而且受害

人在作供的時候，亦都是會重複被人因為要進行落口供啦，而

出現了好多，承受更多不必要的壓力啦。咁我想問一下，其實

現在在處理性犯罪的程序之中，需要到警方錄口供，然之後到

法院再進行這個案件的審判，一次又一次咁樣，要再重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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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的這個情節啦，對她們來講是進行一個二次的傷害。咁我

想問司長未來會不會有一些程序可以簡化呢？去減低這個性犯

罪行為對這個受害人的二次傷害造成的一個影響和怎樣優化有

關的措施？

咁另外我都想跟進一下關於打擊賣淫方面。咁早前，其實

在打擊賣淫方面，當局亦都做了一個大量的工作，就是將活躍

十年的一個叫做“沙圈”，去進行一個重創，咁令到這個妓女

絕跡於酒店。但是有居民都話是擔心一樣嘢，就是話驚打完一

個之後，另外一個又會起。咁想問一下，司長，在這個叫做預

防這個叫做賣淫行為死灰復燃的一個情況之下，當局會不會持

續相關的一個工作呢？咁還有亦都是就著一些除了“沙圈”以

外的一些譬如社區化的一些賣淫行為，你們會有些什麼的部署

和有什麼的計劃去打擊這方面的一個叫做社區方面的一個賣淫

的一個工作？

咁另外我還有少少時間想提一提關於假結婚方面的。咁其

實看返些數字，其實假結婚那個情況，例數是不斷咁樣增

加。咁看返其實今年年初，三個月已經是偵破了三十七宗

了，2010 年到 2012 年，一共是有這個涉嫌的起訴的人數是有

一百三十五人。咁其實，當局亦都在司長在今次的施政裡面亦

都有重點去提到這個假結婚要加強對這個內地的聯繫啦，以壓

制假結婚的繼續發生。咁想問下未來有什麼計劃和部署呢？咁

針對返這個假結婚的一些特點，例如風險低、犯罪成本低這個

特點，有什麼打擊的一個措施會做呢？還有在之前打擊的工作

上面存在著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呢？

唔該！

主席：陳明金議員。

陳明金：多謝主席。

司長：

今年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建設宜居宜遊的城市，統籌制

定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五年規劃等為施政重點，並強調城市

安全是宜居的重要條件，要增強城市安全就必須要科技強

警，打造優質高效的警隊、促進警民合作、提高應對危機的能

力，維護特區治安和公共安全。司長的八大施政方針是體現了

施政報告的精神。澳門回歸後，治安狀況明顯改善，但是隨著

內外環境的變化，人口、遊客不斷增加，以及新的發展需

求，難免會遇到一些新問題、新挑戰，結合司長與維護社會長

治久安為主的施政方針，有一些問題和司長探討一下。

科技強警，過去政府講了好多年，但是居民講這個講究裝

備，又講究人員的軟實力的口號，效果並不明顯。每年政府在

保安範疇的財政投入是不少的，但是有些設備，剛才司長都話

非常重視這個天眼的問題。因為天眼對警方的破案是非常重

要，這個天眼，即使在內地都是已經是普遍使用這個天眼，澳

門是跟不上這個需求，因此，會影響預防和打擊犯罪、維護治

安的效率。澳門每一次發生嚴重的交通意外，警方就缺乏現場

的資料，拖慢效率，這個就是最好的說明。至於其它方面，盲

點好多，處境是比較被動，不利於維護居民、遊客生命的財產

安全。

另外根據瞭解，警隊的前線和後援之間的通信設備老

化，經常死機，無信號，長時間等待，不利於優質高效。至於

軟實力，尤其是警員的形象、紀律、語言能力、綜合水準、辦

案效果、辦案效率、服務態度等和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請問

司長有什麼新思路？利用科技強警的手段配合澳門建造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

另外方針表示將研究短、中、長期的人力資源，目前的措

施是增聘文職人員，釋放更多的警力。請問司長這幾年釋放了

幾多文職的警務人員呢？近幾年內地公安部門，有一個措施叫

警力下沉，通過整合警力的資源，控制內勤人員，將更多的警

力，包括中下管理人員釋放到前線，加強垂直管理，更加有效

地解決前線的問題。結合澳門保安部隊的實際情況，有關的做

法係咪值得研究參考呢？

另外，在方針中指司長提出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公關警

務三大理念，加強警民合作。但是有些繁雜的報案程序，影響

警民合作，有市民講，在巴士上被打荷包，去黑沙環警察分站

報案，填表做筆錄、打報告，足足等了兩個鐘，以為搞掂

了，結果又要去到二區，重新做筆錄、打報告，又花了個幾兩

個鐘，報案之後，還未完，時不時警方都要要求配合工作，當

然這個是警方需要做嘅。但是，如此的反反覆覆，居民不斷要

請假，這個是非常擾民的。方針中提到要設立一站式的報

案、偵查程序，這個一站式報案，和其它政府部門備受批評的

一站式服務，有什麼不同呢？怎樣體現出效率呢？可不可以詳

細和我們介紹下？

另外，關於有效打擊犯罪活動，是有賴警方持之以恆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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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看到警方對這個偽基站，黑工、色

情活動進行了查處，但是一些，一系列的行動之後，有關的不

法活動又捲土重來。譬如講關閘附近博彩垃圾訊息擾民的情

況，昨日警方再次行動是搗破了多處的偽基站，事實上不少居

民反映，每次打擊行動令不法活動有所收斂，但是一段時間之

後，又捲土重來。經過拱北地下商場兩地關口附近等地方，垃

圾訊息氾濫，非常滋擾，希望警方能夠聯合珠海警方共同持續

這個執法。方針強調提過執行力，針對這個偽基站、色情活動

等一系列比較擾民的問題，警方怎樣通過持之有效的打擊形成

這個阻嚇力呢？會不會考慮設立一個恆常的巡查，打擊的機制

呢？

另外就關於這個毒品犯罪的問題。前檢察長何超明曾經指

出相關的法律在打擊毒品犯罪，特別是嚴重毒品犯罪方面，成

效是差強人意的，當中司法判例普遍認為抽象刑幅就比原法律

有所下降，是達不到有效遏止嚴重販毒。利用青少年販毒、跨

境販毒作用，司長的方針提到，雖然保安各部門不是立法部

門，但是會根據掌握的執法資料主動推動修法，並提供修法的

建議，結合本澳現時的罪案情況，特別是比較突出的毒品犯

罪、醉駕、網絡犯罪等，警方會提出什麼具體的意見？取態是

什麼呢？

另外，關於司警偵查人員。全日是每日有二十四小時候

命，根據規定，在每週工作時數達四十四小時都可以獲得增補

性的報酬，2012 年政府調整了有關的金額由五十點升到一百

點，不少人和我們反映表示，調整之後，除了增加收入之

外，並無幫助改善原有的工作模式，和超時補貼制度相比，收

取增補性的報酬，無論超時了幾多、做幾多，做多做少都是一

樣，難以鼓勵積極做事的同事。希望能夠建立一套合理的補償

制度，譬如講可不可以超時工作的時數來計算金額或者時間的

實際補償呢？

多謝！

主席：請黃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咁剛才李靜儀議員提到這個文職人員的數據，咁樣我手

頭，就現在沒無這方面的數據，但是我所知，就今年，保安部

隊事務局會增聘八十六個文職人員。咁這八十六個文職人

員，絕大部分都會調配去這個出入境部門的，咁這個是一個數

字。另外一個數字，我印象當中，因為我現在手頭數據太

多，但是我現在摷唔到。有一個數據，應該有大概有二百幾

人，這幾年陸陸續續增聘了這個文職人員，亦都是派駐去這個

出入境部門去協助，有關的工作，釋放更多的這個前線警員去

進行執法的。

李靜儀議員提到這個外勞人員二十萬這個，其當中包括了

來自內地嘅和其它國家的，會否對這個社會治安，帶來這個隱

患呢？其實，這個治安部門一直都是非常關心、非常重視這方

面問題。但是有一樣嘢我想和大家講，這些外勞入來的時

候，他都要提交他當地的這個犯罪記錄的，即是無犯罪記

錄，如果有犯罪記錄，他是無可能入到來的。咁當然，即是他

無犯罪的這個記錄，不等於他一入來之後一定不會犯罪，咁所

以就是治安部門一直都是好關心這方面的問題。尤其就是第一

樣嘢，我們要預防他成為犯罪的受害人，第二樣嘢我們要預防

他成為犯罪嫌疑人，咁我們在治安警察局又好，司警局又

好，是經常和這些外勞公司，有進行溝通和提供相關資訊給他

們宣傳這個預防犯罪和打擊犯罪的。咁我相信這個機制方

面，我們是有的，咁通過這些監察，一旦發現有問題的時候我

們即時會將他遣送出境，咁還有要禁止他再次入境，咁這個好

多例子都是這樣是做的。因為現在治安警察局有好多的禁止入

境和遣送出境的這些資料，都是由我簽名，咁所以所有的這個

資料，我都大概是清楚的。

關於跨境車輛的問題，其實李靜儀議員又好，還有其他相

關議員都有提到這個問題。咁其實，第一樣嘢就是這個問題和

那個 67/84/M 號法令當中的相關的規定是否符合、是否要按照

這個法令規定去進行這個執法呢？咁這個我們值得去斟酌。因

為這個 67/84/M 號法令最主要是規範，他即是外地來澳門的這

些司機，他去澳門怎樣，即是駕這些兩地牌的這個車？咁但是

他如果是出了澳門之後，入了三不管，即是過了那條白線之

後，其實已經不是澳門管轄的範圍，既然不是澳門管轄的範

圍，澳門警方就無執法權，咁這個從法律角度來講，這個好清

晰的。咁但是有一樣嘢，我們又不可以，即是推定他，他一定

會在那裡兜出來，咁而去對他進行檢控，這個問題又唔得

喎。咁所以這個使到警方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就是

市民有需求，覺得這個是犯法，但是警方又找不到法律依

據，對他進行檢控。我們又不可以話他一出澳門之後，他揸住

這個兩地牌車他必然是兜返來嘅，他必然兜返來我們就要檢控

他，但是我們無法律依據可以做的，第一樣嘢我想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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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第二樣嘢，就是我們已經將有關的這種問題，向內地的邊

檢部門去反映的，咁內地邊檢部門亦都是表示會對上述情況作

出考慮和分析，但是人家怎樣決定、怎樣處理？咁作為我們澳

門來講，大家知道一國兩制，即是他們不可以限制我們，我們

又不可以限制他們，但是我們要將我們的意見向他們作出反

映，咁這個屬於他們管轄的範圍。三不管至少我們澳門管不

到，係嘛？內地是否管得到？咁這個又不是我們方面的問

題，係嘛？咁還有如何修法？是否要修法？咁這個我覺得需要

大家社會的共識。咁至於這個 67/84/M 號法令的規定，我覺得

是並不適用於相關的這種現象。咁我去拜訪工聯的時候，李靜

儀議員當時亦都有提出這樣問題，咁我們故意返來之後，對這

個問題進行這個深入的研究，咁研究結果就是這樣。因為其實

真是警方，愛莫能助，我想做、做不來，如果做了就是犯

法，因為我們無辦法去進行這個執法的工作。第二個問題，就

是其實這些車輛的出入境，其實對於我們本身澳門居民，揸兩

地牌的這些居民的車輛出入是造成一定的影響。咁所以，就是

治安警察局亦都是從善如流，在上年的時候已經即是將車道進

行這個調整，使到個車輛，靠邊去行，不會影響這些即是我們

澳門居民去揸車出入境咁樣。咁現在入是有兩條線，出是三條

線，咁基本上是可以確保居民駕車出入境的時候，不會影響到

澳門居民咁樣。咁將來是否有無其它的行政措施可以做得到

呢？我想這個是需要我們共同去探討的，這個是李靜儀議員

的。

關於崔世平議員講到這個人流管制方面，即是有無考慮

到，即是那個區的人士的本身的需要，其實我們當初去進行這

個管制的時候，第一時間已經發現到了，咁所以我們和新聞

局，同埋和媒體，透過我們，即是司長辦公室是督促是要第一

時間，即是譬如講我們要進行這個管制的時候提前進行這個預

報和進行這個通告，使到市民是有一個充分的準備，他去預留

時間去進或者出咁樣。這個其實已經考慮了。咁但是將來怎樣

去使到這個方案更加順暢？使到市民是更加可以接受到？我們

一方面管制了這些遊客，另外一方面不會管制到我們的居

民，這個是我們所重點要關注的。

輔警的問題，我想這樣，我記得前幾年都有提到輔警的問

題，崔世平議員提到這個輔警的問題。其實輔警的問題，就現

在我們去增加人手的時候，已經社會上已經有好多不同的聲

音，即是覺得是警察太多了，從比例來講，可能即是好似是個

比例都幾高下，咁係咪要增加輔警？我諗就是我有保留。因為

點解呢？輔警本身都要管理嘅，你都要管理，你都要培訓

的，咁培訓方面無可能好似正常的警察去培訓，他技能方面受

到一定的限制，係嘛？咁他在執法過程當中亦都可能有個權限

方面的問題，咁所以這些，我覺得是自己有保留。現在問題是

怎樣透過社區警務使到全社會在協助警方的工作，使到我們的

警力向社區去延伸，這個我們目前是需要考慮的。咁而且現代

警務的理念，亦都是鼓勵透過社區警務工作是使到我們警力向

社區延伸，讓社區力量是協助警察的工作，這個我們是應對警

務理論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亦都是西方社會又好，我們

東方社會又好，都是認同和積極去推廣的。所以近幾年來我們

一直都是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上任之初，特別是提出三

個並行理念，一個主動警務、一個社區警務、一個公關警務。

關於前線警員人員的培訓制度方面，怎樣留著一些即是有

經驗的人員和協助培訓，即是我們的前線人員呢？其實不論治

安警又好，司警或者獄警，或者是消防等等，即是我們一直都

有進行這方面的培訓，由老資格、有經驗、有技能的這些，比

較高深，即是資歷比較深的這些人員，對前線人員進行培

訓，除了我們理論方面，由檢察官、法官或者是一些學者教授

進行培訓之外，我們的技能方面的培訓，好多時候靠我們資深

的警務人員是進行培訓的。

經濟發展之後，經濟發展的起伏帶來的一些治安問題，或

者對社會安全所帶來的問題，咁我想這個，我們作為治安部

門，任何時候都要關注的，因為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是我們警

方的職責。咁所以，譬如講，現在最近的經濟下調，特別是博

彩業進入這個調整期，有好多人擔心會不會是重走回歸之前的

那種人心惶惶的一種治安形勢？其實這個我們警方一直都有關

注緊的，我們對賭場方面的這個犯罪數據，我們一直不斷咁樣

評估。根據我們現在所得到的資料，最近這一年，特別是這個

賭收下降之後，有關的數據當中，並無明顯看到就是博彩的犯

罪是有明顯的上升，除了高利貸有啲上升和非法禁錮有些上

升，其它的犯罪，基本上都保持一個比較平和的一個發展

的。咁所以，現在目前來講，暫時不可以話，即是這個經濟的

這個起伏，已經對澳門的這個社會安全帶來問題的。

或者一陣，請梁文昌局長，就是做好準備，就是講講噪音

執法方面的問題，亦都請周偉光局長，講講司警的招聘，還有

一些空缺是否影響警力和執法工作。

關於黃潔貞議員提到的關於性犯罪的修法問題，我想因為

最主要的這個統籌的政府部門，不是我們這個範疇，咁我們就

是會全力去配合相關的這個修法工作。咁但是對於性犯罪，我

想在這裡強調一樣嘢，就正如黃潔貞議員所提到，性犯罪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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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犯罪不同的，二次傷害是非常緊要的，所以她係唔係要追

究，這個是要給個一種權利給她，她是否追究？她選擇了是追

究還是不追究？因為她想面對二次傷害還是不想面對二次傷

害？這個非常緊要的。司法程序本身是要求所有證據、所有證

人都要上庭的，這個是法律所規定，咁所以在警方錄了口供之

後，她好多時候亦都是要去司法機關再錄口供，至少她去審判

的過程當中，她要面對公眾，當然在審判過程當中，特別性犯

罪的一些個案當中，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官是可以

是進行這個閉門審判，但是一般來講都是進行這個公開審判

的。咁在這個過程當中，這個二次傷害必然對受害人是造成好

大的傷害，所以法律才會設計，就是給她一種選擇的權利，她

選擇面對還是選擇不面對？這個是法律的這個真意，我想在座

好多法律的，即是有法律背景的議員，都非常瞭解這一點

的。咁從警方的執法的角度來講是非常清晰這一點，所以我們

從這個警方的執法工作當中，我們非常留意性犯罪方面是怎樣

去進行錄口供和盡量避免去刺激她，除了應該發問的問題之

外，一些非常敏感問題，我們一般是不想刺激她。咁所以我們

通常在性犯罪的這個案件的偵查當中是用女警，而且是獨立去

進行的。咁所以我想即是和大家作這個分享，是否要簡化？譬

如講刑事訴訟程序當中是否要簡化？我想這個是需要大家去共

同去探討，由社會共識，怎樣簡化？咁因為這個社會，即是刑

事程序本身的簡化，不是單單保安司轄下一個意見就可以搞得

掂嘅，咁我想這個是要社會共識，除了我們的警方、我們的司

法機關、我們社會各界、我們專家學者都要探討這方面的問

題。

譬如講我們最近《家暴法》的修改咁樣，大家都好清

楚，現在在立法會在進行探討當中。即使政府部門做了一個法

案之後，上到來立法會，立法議員有好多不同的意見，立法議

員去探討相關的法案過程當中亦都有好多不同的意見，亦都要

聽取社會的意見，在這個過程當中，即使去到立法會之後，亦

都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爭議出現，導致可能要就是更加深入去探

討的。咁所以我們對於，特別是涉及到人身的權利和自由，同

埋和刑事訴訟程序有關的一些法律制度上，我們要修改的時

候，要特別謹慎的，特別謹慎，咁所以我們的意見，當然我們

會提出我們意見，但是不是話我們在這個時候不提出意見不等

於我們不支持立法，立法是需要的，是怎樣檢討？個方向是怎

樣行？這個是需要社會共識。

關於即是這個打擊賣淫之後會不會有死灰復燃的情況，我

想這個大家都看得到，亦都不需要我去講的，係嘛？咁特別即

是司警做一單之後，治安警最近亦都是做了一單，咁這兩單對

於社會有個震懾作用，咁而且是透過司警和治安警是對一些場

所的巡查，還有對情報的搜集，在行動方面是加強，尤其是我

們社區警務方面是開展相關的工作，希望社會各界是提供多些

資訊給我們，使到我們更多的情報去開展相關的執法工作，我

想執法效果，好的。但是死灰復燃，我永遠都要預防的，永遠

都要預防。

假結婚的問題，其實近幾年來是都相對來講是比較嚴

重。咁其實，近幾年來，隨著澳門經濟發展，咁有好多人亦都

即是不只是周邊地區，即是相當多的地區都會有這個和澳門人

進行假結婚，跟住獲得這個澳門身份資料，至少可以這個有每

年派錢啦，係嘛？咁這個對於即是有好多周邊地區人來講都是

好吸引的，咁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即是警方一直都好重視。前

期的時候由司警係同廣東省和內地的出入境部門是進行溝通和

進行偵查的，後期因為這個涉及出入境的問題，就是全部撥歸

由治安警察局來進行這個假結婚的預防和打擊工作。咁現在成

效來講都是有效的，最近治安警察局亦都是和身份證明局進行

溝通，咁希望在這方面進一步加強合作，而且是尤其是加強和

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部門的合作。

咁個困難，其實困難都幾大的，即是我想這裡和大家一起

分享下，亦都是涉及一個問題，涉及到這個司法的這個當局的

認定問題。嗱，一個內地人士，即是我們假設，內地人士，他

和一個澳門人在內地登記結婚，他真是去民政局去登記了

喎，咁登記，佢係假嘅咩？佢如果不一起住，他自由，他不想

一起住啊，這個就是問題所在。所以司法機關去認定這個假結

婚的過程當中，都幾緊要，即是有這種碰撞都幾緊要。有一部

分司法官認為這個假結婚不視為假結婚，因為他本身結婚是真

架嘛，他真是登記了架嘛，他來了澳門，他是否住在一起，他

有權利架嘛，他想住、他不想住，他兩公婆自己決定嘛，係

嘛？這個就是問題所在了。咁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又要考慮怎樣

修法的問題了，即是黃少澤整日在立法會講修法，其實因為這

個事實存在的問題嘛，即是我希望大家將這個問題帶了出

來，但是我不想因為我這句說話去使到假結婚增加了，我不

想。但是這個問題實實在在存在喺度，我不講，個問題都存在

的，司法機關個認定都是存在一些衝突的，係嘛？咁所以我希

望，即是這裡和大家一起分享。

關於即是這個一站式報案服務這方面，其實司警多年前已

經推行這個一站式的這個報案服務，怎樣叫一站式報案服

務？來了之後，以傳統的這種報案方式，來了報案，得，可以

走得，簽了名，走得架啦。之後一站式報案服務，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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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時錄口供，調查科同事，call 埋調查科來，報案中心接了

案，跟著就去調查科了，即時錄埋口供，唔駛第二次來，這個

叫一站式，唔駛行第二次。當然有些人譬如講被搶劫，譬如講

即是有些被爆格，我好攰架啦，我想返屋企，我不想錄口

供，得，無問題，我尊重你，我同你再約時間，即是好似這些

這樣，即是司警局多年前已經進行這個工作嘅了。治安警察

局，在二區進行這個試點，推行效果都幾好，都是這樣的模式

去進行一站式的報案，咁使到市民不用走第二次，其實是這個

是便民和以民為本一種表現來的。

關於偽基站方面問題，由於時間方面，即是一陣間再講

了。咁關於修法問題，就是我想講，就是即是毒品法的修

法，其實我記得是 2013 年的 8 月，我記得好清楚，唔知 8 月 4

號還是 8 月 3 號在立法會，基於林香生副主席提出的那個對於

禁毒法的這種修改意見，我當時亦都做了回應，對於新的禁毒

法它本身所存在缺陷亦都做了回應，咁現在目前來講，禁毒委

員會進行了討論，咁好希望，亦都是他們公佈就是今年 6 月份

會有那個檢討結果的。

多謝！

主席：李靜儀議員。

李靜儀：多謝主席。

司長：

剛才你的講法，就是保安當局對於兩地牌，即是那些發財

巴在三不管位置調頭的問題，你認為現在都無辦法做。嗱，這

個其實我覺得好有疑問的，實際上它是兩個不同的角度。一個

就是你們覺得這個不是違法行為來的，所以只能夠由得他

啦，似乎又不是喎。因為上年中級法院宣判了一單關於使用特

別駕駛執照的案件，法官的判詞度好清晰講的，特別駕駛執照

的效力是有別於一般的駕駛執照，而且是需要運載兩地人或貨

物往來的車輛，否則可能導致非法在澳工作的情況，嗱，咁即

是違法啦。咁問題，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如果你們都覺得是違

法，只是現在的法律不清晰，無咩行政手段去處理，如果是後

者就涉及修法，或者你們要檢討執法程序的問題囉喎。嗱，在

整體打黑法上面，剛才都有講到，希望警方可以持續去做。咁

但是現實上，在打黑工作上面真是有一些因為法律不足的問

題，令到警方可能捉了都搜證困難，或者捉完又放這些的情

況，無阻嚇力。其實警方在過去從執法的角度有無去認真檢討

返和分析這些總結返這些情況？過去在這一個，即是我們俗稱

打黑工作跨部門小組啦，其實個修法工作的進度是怎樣呢？是

否可以聯同這一些跨境運輸過界工作的問題一同去探討？政府

因為警方都是這個部門之一，成員之一啦，咁在這裡有什麼想

法？

另外，關於持有外地證件在澳門搵嘢做的問題，當我知道

他能夠成為外勞最終可能都是有些文件都要提交，但是關鍵就

是他來了之後那個期間，可能會衍生一些我一時間搵唔到嘢做

會變成黑工等等的情況，其實未來的方向是否要求他們一定要

持有了一個工作簽證，獲得政府批准之後才可以進入來澳門成

為一個外勞？我相信這一個是值得檢討的。

唔該！

主席：黃潔貞議員。

黃潔貞：多謝主席，多謝司長。

咁我想跟進返那個問題，就是關於對性犯罪方面二次傷害

那個問題。其實其它地區，咁都有一些例子的，就譬如採取一

些叫做隔離的詢問啦，設備這個叫做隱密指認室啦、一次的訊

畢啦、避免重複問訊啦等不同的措施，去減少受害人，在這個

案件偵辦的過程裡面受到二次的傷害。咁其實是否司長都可以

考慮返這些地方的這些做法？去睇是否可用呢？咁還有就

是，我都明白你提到就是話要返那個叫受害人，有一個俾返她

們自決。但是如果真是，因為這些這樣的落案，或者是這個叫

做作證的一個對她造成的傷害，而她不選擇自決的話，咁是否

令到一些我們叫犯人可以就逍遙法外呢？咁我不希望是這樣

嘢，是因為這樣而影響到我們叫做這些犯人可以逍遙法外囉。

咁另外有幾個問題想跟進一下，就是關於那個人潮管制方

面的一些未來的一些部署，還有是怎樣去恆常化去做一些的工

作？咁另外就是剛才無回答到的，就是關於提升警員士氣方

面，是當局是怎樣去進行一些的考量呢？同埋關於就司警咁方

面招聘人員方面出現的困難，同埋來緊怎樣去填補返這些這樣

的空缺啦？

咁再者就是剛才都講到假結婚了，可能有好多的好處，但

是其實亦都好多不好處的地方，其實當局都可能透過一些宣傳

片啦，或者對外宣傳的一些方式，去俾返我們市民知道，怎樣

不要給人利用去假結婚、去換取一些叫做好處咁樣。咁但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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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其實咁個效果，因為看返些案件依然繼續上升的情況之

下，其實在宣傳工作方面是否還有更多可以提升的一些空間

嘅？

咁另外是打擊賣淫方面，咁即是司長都講到，即是效果都

相對可以話是明顯啦，預防死灰復燃方面都有一個作用。但是

其實在打擊販賣人口方面，其實亦都給了一個機會他們令到這

個……

主席：崔世平議員。

崔世平：多謝主席。

咁跟進返兩個問題啫。咁剛才其實司長已經答了一部分的

了，咁就是關於警力的培訓方面，咁想聽清楚就話，對於有經

驗的警務人員怎樣接受培訓去做一些心理輔導去幫一些新的警

員，咁這方面其實投入有多少？有無一個具體的制度是能夠是

恆之有效呢？

咁另外剛才司長亦都，同事可能沒有時間回應關於噪

音，咁這方面事實上，即是我們在這方面真是好希望政府俾到

個比較有實質回應我們一個答案，因為事實上做這行不容

易，咁在工程裡面好多嘢，現在大家都為了建設去趕的時

候，咁在這個噪音如何有效的，既保障大家能夠是生活在一個

適當安寧的地方，咁但是又要確保了一些建設能夠同步的時

候，在這方面，希望政府有個更清晰的指引。所以在這方面的

警員，他自己執法的培訓，還有相關的設備的配備，還有怎樣

教育是市民能夠對這個相關的法律的認識，咁在這方面，政府

在這個社區警務上面能唔能夠在這方面亦都多講少少，因為這

方面事實真是好容易令到大家是在噪音這方面是未有充分掌握

而比較雜性點嘅，去多用一點。咁還有亦都剛才問過，在過往

一個月左右實施的過程之中，究竟有幾多的投訴？咁其實即是

警員是應付得如何？咁這方面我都想聽下初步的這些的成效的

咁樣。

唔該晒！

主席：陳明金議員。

陳明金：多謝主席。

司長：

我想跟進一下那個科技強警的問題。過去幾年，保安當局

一直強調科技強警，但是成效是差強人意，即這個是值得重

視。特別是目前人力緊張，政府又強調精兵簡政的情況之下是

否能夠落實到這個科技強警？相信是保安範疇未來的工作的重

要之一。未來這幾年政府究竟應該要購買幾多的先進設備？要

使幾多公帑呢？能夠節省到幾多的警力呢？提升了幾多的工作

效率呢？未來邊方面需要加強呢？咁另外剛才我和司長反映這

幾年內地公安部門有個措施叫警力下沉，咁這方面的事，我們

澳門會唔會對有關的做法可唔可以值得去研究？或者是參考

呢？

多謝！

主席：請黃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首先多謝剛才四位議員的這個跟進。咁剛才李靜儀議員提

到的這個關於那個判例，我想我們返去再研究，好不好？咁要

看下那個有關的判例，它本身所講的案情和我們所討論的現在

的這個問題是否同一類問題。

咁這個關於黃潔貞議員講到的關於性犯罪的一些偵查手段

或者是偵查程序方面問題，譬如講，這個隔離詢問等等。咁其

實現在在司警局或者治安警察局在進行這個性犯罪的偵查方

面，有好多方面的指引，有非常具體指引。咁這些指引當中其

中一個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隔離詢問，就不可以俾她，即是隔

離有其他人喺度，特別是、即是對於女性的受害人的這種詢

問，一定要女性去進行的。咁而且一定是不可以讓其他人去影

響到她。咁甚至有些情況，她不願意來警局的情況之下，我們

亦都可以去到她熟悉的環境當中去進行詢問的，這個視乎個別

情況可以進行這種安排。

關於提升人員士氣方面，我們現在目前來講，就是 3 月

份，3 月 26 號剛剛是召集了全體局長會議，咁特別是對相關法

律制度來進行這個探討。尤其是我們俗稱叫 66/94/M，即是保安

人員通則，當中我們尤其是會去進行這個修改，我們力爭今年

之內會去進行、即是這個修改的大方向確定之後，就會下年的

時間去開展相關的修法工作。咁修法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會去

對晉升方面，是進行這個探討，怎樣使到個人員有個向上流動

的機會，使到他們有個不斷進取的空間？這個是我們，即是現

在保安範疇我們要考慮的。除了保安部隊之外，我們其它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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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亦都是非常重視相關法律制度的修改，我亦都鼓勵所有的

部門，從現在開始，對自己本身的制度本身，有利於推動人員

流動、有利於推動人員向上進取，咁這種制度，我們都要從善

如流，去進行這個研究和探討的，咁這個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關於崔世平議員講到這個心理輔導，由

這個資深的人員進行，即是對於前線人員進行這個心理輔

導，是否這樣的意思？係啊。咁其實就是現在的消防局和治安

警察局都有一個叫做關導，即是關心輔導小組。咁它這個輔導

小組方面，如果一陣如果有時間，或者是可以透過，即是兩個

局長，馬耀榮局長和治安警察局梁文昌局長是和大家進行報告

的，咁可能要進行，即是下一節嘅了。

咁關於陳明金議員講到這個科技強警，買了幾多設備、釋

放幾多警力，還有就是怎樣去開展相關的工作？我諗這個是一

個大議題來的。咁因為單單司警已經好多設備架啦，咁怎樣釋

放幾多警力？這個又難以去，即是一兩句說話可以講得清楚

的，咁如果需要的，我們可以專場進行這方面的探討，如果有

可能的情況之下，我亦都是好期待，即是和立法會是就這個問

題進行探討，我非常樂意的。咁你好似治安警方面又好，海關

又好、司警又好，包括消防，包括消防現在最近買了好多先進

的車輛。咁這些對於人員來講是一個好大的幫助來的，但釋放

幾多警力，你又好難去評估喎，係嘛？咁所以我好難，即是用

量化的方式去回答你這方面的問題。

關於警力下沉的問題，內地一個術語叫警力下沉。咁我所

理解，警力下沉是什麼呢？就是你上層無咁多警力喺度架

啦，你落去做基本工作，即是做一些前線工作，你上面其實領

導不需要這麼多領導，落去做嘢。咁譬如講，它公安部派了好

多的這種主管又好、領導又好，去各個省、市擔任前線的指揮

工作，咁這個警力下沉。咁即是譬如講寫字樓不需要太多人的

了，你寫字樓這些警員，你有執法權，落去前線進行這個這方

面的工作。咁其實我們剛才所解析的關於我們聘請多些人

員，釋放多些警力，其實這個是已經是叫警力下沉架啦，警力

下沉。咁所以即是關於這個問題，就是我想回應阿陳明金議員

的那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想，因為有一個問題關於偽基站方面的問

題，咁陳明金議員剛才提出來，咁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一

起，即是報告和一起探討的。其實偽基站，大家可能都有，如

果出入這個關閘，都有這樣的一種經驗。一入或者一出，你那

個網絡轉換的過程當中就會即時收到至少六個，反正我自己計

過至少六個，有時候多的時候就九個，甚至更多，就是全部是

關於，即是垃圾短信咁樣。咁這個就是我們收到投訴，司警局

收到投訴之後，是非常重視，是不斷收集情報和這裡要同大家

講，用儀器去監察。因為這些信號是要靠我們儀器去監察去確

定它的位置，最後才可以去向法院度申請搜索令。咁因為大家

知道這些單位，基本上都是住宅單位來的，我們警方是不可以

隨便進入，你拍門他都未必開給你，因為這個是要侵犯私隱架

啦，咁所以我們一定要向法院申請搜索令。好似昨晚咁樣，入

五個單位，全部要搜索令，咁所以這個前期工作，其實大量工

作是做緊。咁好啦，另外一樣嘢，我們和珠海公安局是不斷進

行溝通，因為偽基站它在邊境這個口岸這個附近，有些是在內

地、有些在澳門。咁所以一定要兩地去共同去配合、去合

作，將訊息去互通，情報互通的情況之下，才可以做到嘅。在

四次行動當中，11 月份，即是 2014 年 11 月份有次行動、1 月

份有次行動、2 月份有次行動、昨日有次行動，總共四次行

動。其中的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行動都是和珠海公安局是

聯合行動的。所以其實這個工作，兩地警方的配合是非常默

契、非常高效的。咁但是我想和大家講，這裡涉及什麼問題

呢？涉及第一樣嘢，這些犯罪、全部犯罪都是屬於判一年或者

三年以下徒刑的犯罪，按照法律的規定，他是不可以，即是通

常來講不會羈押，咁所以，這些人基本上都是送返俾警方，跟

著警方將他驅逐出境。這四次行動當中，總共拉到二十三個

人，二十三個人總共有十九個是內地人、兩個台灣人、兩個澳

門人。咁這些人當中，這些內地人全部，同埋台灣人，基本上

交給澳門之後，交給我們治安警察局和司警局之後，就會遣送

和禁止他再入境。但是禁止他再入境之後，他可以在內地繼續

運作架嘛，咁他不入澳門，咁他內地他繼續運作，所以對他無

咩阻嚇力的。第二樣嘢，我們在進行這個偵查過程當中，技術

程度非常高，剛才所講，我們要經過一些技術的手段進行搜

索，搜索過程當中未必可以第一時間去發現，所以這個前期工

作相當大，偵查困難比較多。第三樣嘢，跨境犯罪多，還有他

有些是流動。譬如講內地，在珠海的一些案件，它好多時是流

動車輛，擺在車上面的，他在拱北，他周邊去兜，不斷咁樣去

兜，跟著他發出來的就是針對你澳門居民或者是出入境的這些

人士的手機，而且將它 3G 轉落 2G 的過程當中他就入侵架

啦。咁所以其實技術程度是非常高，流動性強，跨境犯罪性質

比較明顯的，所以對警方來講，打擊非常困難，可以這樣

講。但是請大家放心，警方一定全力以赴，一定會不斷咁樣

做，即使做了無咩效都好，都要做，因為這個市民所需要

的。當然，即是我們要尋求將來有無需要去進行這個修法。即

是其實我今日講這麼多，其實下面前線的警員他們做的時候更

加辛苦，更加辛苦。我不斷即是同兩位局長去傾，這方面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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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咁其實好多難題的。

多謝大家！

主席：好。

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休息半小時，半小時之後再繼續。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繼續會議。

下面請馬志成議員。

馬志成：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好！在保安領域的施政方針中，我主要關注兩點，一

個是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問題，第二個是保安政策與城市發展的

配套的問題。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五週年大會暨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就曾經講到，澳門的青

少年是澳門的希望，亦都是國家的希望，關係到澳門和祖國的

未來。咁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澳門未來的繁榮穩定，發展是根

基來的。咁關係到澳門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關心和愛護青少

年，關注青少年犯罪，全社會都應該傾注更多的心力。我關注

到就是保安範疇的施政方針啦，將預防青少年犯罪行為就作為

2015 年度的主要工作來開展，咁所以了有幾個關於青少年犯罪

的問題，就想和司長交換一下意見。

咁首先了，想講一講關於青少年低齡化的犯罪和毒品的犯

罪。咁根據司法警察局在 2014 年度的青少年犯罪的情況的資料

統計，有兩個特點是需要我們注意。一個是十六周歲以下的青

少年犯罪的人數有所增加，比 2013 年就上升了兩點五倍，咁青

少年犯罪低齡化的趨勢，亦都是明顯。咁第二個了就是青少年

犯罪涉及的案件中的吸毒和販毒問題，就比較突出。咁司

長，政府在現階段啦，對青少年犯罪的趨勢、犯罪的類型進行

一個科學的評估，是怎樣的呢？咁會不會對青少年犯罪原因進

行一個統計分析？咁以便根據這些的分析的結果，提出較為更

有效的減少，以致壓制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尤其是針對十六周

歲以下的年齡的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咁另外了，對於青少年群

體跨境吸毒、販毒這些行為，咁保安司未來又將怎樣加強打

擊？以及怎樣可以與鄰近的地區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青少年的

毒品的犯罪。

咁另外，想講一講關於這個網絡安全的問題。咁關於青少

年的網絡安全問題，亦都想跟政府，探討一下。咁現在科技的

發達、網絡的普及，在青少年中就廣泛咁樣使用這個網絡、智

能手機，網絡詐騙和網絡欺凌，亦都越來越接近青少年。在近

年啦，青少年的網絡詐騙，往往是採用這個網絡交友、微信平

台、附近的人、搖一搖等等方式去進行。咁這些手段了已經造

成鄰近地區的青少年的網絡詐騙案的升溫。咁有鑒於此了，咁

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措施，咁思考對策，就加強防範嘅。咁在網

絡欺凌方面，咁去年，有調查結果顯示了，咁本澳的青少年是

普遍是認同這個欺凌的情況是存在的，咁並且有三成二的青少

年覺得啦，這個情況是嚴重或者是非常嚴重。咁對於青少年來

講，由於所處這個發育階段的特點啦，咁思想是較為單純

嘅，咁心裡承受的能力，亦都比較弱，咁在遭受到這個網絡欺

凌之後，往往是容易出現一些心理的問題嘅。咁我以前就聽過

一個個案了，有個高中生，就在自己的 Facebook 度，就發表了

一些言論，咁他的朋友就對他這些言論就表示不滿，就在網

上，對他人身進行攻擊，個網絡人身攻擊了，咁他就驚了這些

攻擊，就會蔓延到返到學校，咁結果了他有幾日，他都不敢返

學。咁針對青少年的網絡交友、網絡欺凌的問題，咁如果青少

年遭遇這個網絡的詐騙或者網絡的欺凌的時候啦，咁治安警察

當局有些什麼途徑是可以幫到他們呢？咁目前，又是否能夠從

這個法律的途徑提供些保護？咁未來將怎樣可以加強警方與學

校、社區的合作？咁以共同增進這個青少年乃至全社會的防範

這個網絡罪案的能力呢？

咁青少年是澳門的未來，澳門的社會希望就在青少年的身

上。咁青少年犯罪作為一個社會的問題是應該引起足夠的重

視。咁否則了除了是影響澳門社會的治安之外，咁還會對澳門

的未來長遠發展埋下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咁而青少年了一旦走

上這個犯罪的道路了，社會是需要付出更多的資源給他重新返

回這個正途嘅。咁所以啦，我們是應該重視青少年犯罪的問

題，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預防工作。咁與此同時了，青少年是由

於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特點，亦都容易成為這個犯罪的受害

者。咁所以啦，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識、增強保護自身的能

力，就顯得尤其重要嘅。咁司長在保安範疇的施政方針中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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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完善全面預防、鞏固安全防控體系，做好青少年的防罪

工作。咁司長，治安警察當局在提高這個居民的防罪意識方

面，將會採取些什麼措施？增加青少年的保護意識，防止成為

這個犯罪的受害者。咁在提高青少年對犯罪的認知方面啦，又

將會採取些什麼措施，增強青少年的守法意識，防止走上犯罪

這個道路呢？

咁另外了，滅罪小先鋒這個種子計劃的成效又怎樣啦？咁

未來開展的計劃，亦都希望請政府可以介紹一下。

跟著，我想講一講關於就是保安政策和這個城市發展的配

套的問題。咁隨著社會的急速發展，咁遊客量就逐年上升，咁

都對本澳的保安範疇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咁在未來

了，澳門將加快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港珠澳大橋、大型酒

店等等的大型項目會陸陸續續咁樣落成，咁遊客量估計會保持

一個上升的趨勢。咁本澳的經濟繼續進入一個調整期，咁加上

二十四小時通關，區域的人員和貨物的往來就會更加頻密

嘅。咁在這些變化啦，對社會構成的治安不穩定的因素，亦都

會有所的增加，居民對治安的要求亦都不斷咁樣提升。咁相信

了這些對保安司的工作帶來會更多的壓力和挑戰。

在澳門回歸以來，社會的治安良好是有賴於保安部隊的上

下一心，盡職盡責，辛苦的奉獻。咁司長，面對複雜多變的內

外環境，根據現在的保安範疇的工作，咁對保安部隊的人手問

題是怎樣去評估呢？咁未來了，面對本澳的城市的發展，對保

安部隊的人力的資源，對保安部隊的技術裝備是怎樣去考慮

呢？咁面對澳門未來的城市的發展了，怎樣可以進一步加強保

障澳門社會的治安穩定呢？咁司長，希望一陣間有時間可以回

覆一下我以上的問題。

多謝！

主席：陳美儀議員。

陳美儀：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在特區政府新班子上任之後，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咁

市民對些新班子是抱有一些的期望，期望能夠更有效咁樣優化

舊有的不足，更加有效率咁樣服務市民。咁司長，在你上任之

後，在治安方面，特別是在罪案的打擊是做了好多的工作，亦

都見到有好大，即是好多的表現和我們都見到是有效的，這些

都是大家有目共睹。咁在你施政那裡，你提到好多重點的計

劃，咁其實最緊要就是怎樣去落實你的想法才是最重要。咁早

前，就是行政法務司，即是陳海帆司長上來答問那陣時，咁她

就提到，就話《刑法典》修改的這個問題。咁由於司長你就是

統領執法的部門，咁法律的配合就好重要。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由於法律的滯後，還有配合得不夠足夠，咁所以好多時，前線

的警員或者是搜證那些警員做了嘢返來之後，跟住甚至乎是捉

了些疑犯，但是因為法律的問題，可能往往就要放人啦，或者

是定不到罪，或者定的罪是太輕。咁是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單

止是不能夠彰顯我們法律的精神，亦都是阻礙了你的執法。剛

才你都提了一些的例子，其實這些是好好證明了就是，其實這

樣是會打擊到你警員的一些士氣，大家會好洩氣，做了咁多

嘢。特別你剛才提到一些例子，就是話，在偵查上面是好困

難，大家做好多的工夫先得。咁好了，這一個這樣的問題，咁

其實，司長都講了，即是在法律上我們是要好配合的，咁其中

有一樣，我是想特別提的就是在《刑法典》那裡，我想聽

下，司長對於這一方面有些什麼的意見？因為 1996 年，我們

的《刑法典》，即是現在這個《刑法典》，因為生效就做了，已

經是十九年架啦。咁當然，社會上，亦都是有一些聲音，就話

要改現在的《刑法典》，點解我想聽下，因為你作為一個執法部

門，想聽下你怎樣的看法？同埋因為你當中，你都提到就是

話，你是會主動啦和是會推動這個立法和修法，咁我聽下你在

你這個範疇咁裡，你是怎樣去推動這一個，《刑法典》那個修

改？

咁至於，就是毒品犯罪那裡，咁我一直都是好關心這個問

題，咁好高興，剛才聽到你，即是這個問題，就將會拎到來立

法會，亦都在法律上是會有修改嘅，這個是一個好好的信

息。咁但是在你個範疇裡，你提到一些毒品犯罪的問題，我們

看到現在的犯罪問題，好多就是一些隱性的個案嘅。反而我想

聽下你是對於現在的隱性的吸毒的問題，你是怎樣去採取一些

的行動來到去制止這一些這樣嘅，即是毒品犯罪的問題呢？咁

你亦都提到就話阻止黑社會組織向青少年就是滲透的，咁這一

些的犯罪，亦都是隱性的比較多，咁我想聽下你有些什麼方

法，怎樣去加強這個打擊呢？咁好啦，在青少年犯罪方面，其

實你在你的施政報告之中，你都提到，都是主要就是集中在學

校、預防、團體的預防，在這一方面都是教育方面的工作

嘅。咁我想聽下你，如果你對於有一些人是教唆些青少年，或

者是利用些青少年進行些犯罪，咁你又有些什麼具體的工作能

夠去做，將這些事件，去阻止它發生呢？這些就聽下你的講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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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在天眼方面，剛才你都講了好多，但是我想聽，因為講

了是第一、第二、第三個階段，你需要九百幾日去完成，咁現

在在施政報告之中，你提到會第四個階段，你都會是今年會是

進行一個構思。咁其實整個過程之中，是需要幾耐嘅時間能夠

完成？還有你第四個階段，你講到是會在一些罪案的黑點去做

嘅，咁其實可不可以同時一起去做呢？能夠在罪案黑點，都可

以即是在現在現階段都一起去佈置咁？咁聽下你這個想法又行

不行呢？咁你講到，剛才海上的那個保安的問題。咁因為來

緊，可能今年啦，就會海域的管轄權就歸返澳門去管理啦。咁

在這一方面，你有些什麼的措施？即是現在你就要做定一些的

預防工作，現在就要準備架啦，咁在這一方面你有些什麼構

想？但是剛才我聽你講，你就話需要有一些立法啦，或者可能

是法律上有些是漏洞嘅，在海域方面，咁你立法，跟住先至去

執行，咁又會不會拖慢了個程序呢？咁現在在未有新法律出臺

之前，咁你又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因為其實現在，因為好

多海上的工程喺度做，海域上，即是好多那些偷嘢，咁都有時

有發生，以前都曾經發生過啦，在大橋那裡偷嘢，其實現在都

有這些這樣的事件嘅，咁以我所知是有，咁這個怎樣去處理

呢？咁這個我又想聽下你。

咁網絡犯罪，咁大家都是好關心這一個問題。咁但是又聽

到，我不知有無聽錯，司長就話現在暫時就不需要去修改個法

例的。咁但是我們看到，亦都看到司警方面是好重視這個問

題，因為在 2002 年，當時就是資訊罪案調查科，2010 年，你

又升格了，就去資訊罪案調查處，又成立了個電腦法證處。咁

即是證明你是重視這個問題，咁但是又見到那些罪案又有增加

喎，咁我想聽下，其實現在法律上需不需要修改去配合你去執

法呢？咁你在跨域，即是話其它地方的一些合作上，你又怎樣

去和其它的地方去商討呢？這一方面你又怎樣去處理呢？

咁我又想和你講講，就是因為其實軍事化人員去執法是的

確是比其它部門去執法更加有效。例如就是什麼呢？現在的

士，你是同交通事務局一起執法，非法旅館，你又要和旅遊局

一起執法。但是，往往我們在報章上見到是在大的節假日，警

方去執法，特別是的士的問題，真是做到一些的效果。我想問

下，你能不能夠做一些，即是恆常性的這樣去做？因為我們看

到，如果警方去執法是有一定的阻嚇作用，我認為是比其它部

門去做更加有效。咁在這方面，你怎樣和其它部門去合作去處

理這個問題？日後能不能夠加強，還有在的士違規的問題

上，你能不能夠是恆常性咁樣做，不要只是在節假日和不要只

是在某一些點那裡去做呢？

多謝！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多謝。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

司長來到就令我想起前任的司法警察局局長在這裡介紹過

我們澳門的毒品的問題，其中一個相當關鍵，就是《禁毒

法》裡面，是採取一個涉輕量毒品的罪，量刑越輕，涉重量的

才重。在這樣的情況造成了，就鼓勵那些涉輕量毒品的人是不

斷咁樣可以是冒險去犯案。咁這種情況，就到現在似乎還未能

夠改變過來，咁我覺得是在保安範疇裡面，是否依然堅持這個

觀點？認為是需要是加以矯正，如果是這樣的繼續落去嘅啫

喎。咁係唔係以現在，譬如是現在保安範疇所接觸的情況底

下，咁係咪這一個法律上面的漏洞，或者是這個取向的確繼續

是造成了我們，輕量毒品涉案的人，是不斷繼續是冒犯的其中

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咁是否堅持這個觀點？

第二就是話，就在刑法上面需要，即是作出調整的同

時，在海關上面處理這些是運毒、跨境販毒，這類這樣的事

情，在警方來講，個佈置或者海關上的佈置有無是強化

呢？咁包括就是話，現在我們是否能夠確保到是每一個關

口，即是出入境的關口都已經配置到有譬如是 X 光掃描機喺

度可以用到的，同埋都可以是經常性咁樣，或者是甚至全時

候咁樣能夠佈置好足夠的緝毒犬，在這裡來到偵查，咁令到

是大致上些人好難走得甩的情況之下，去檢舉這個跨境毒品

的工作，咁這方面又有無嚴謹化同埋做唔做到有效果？咁有

些東西我覺得是一定要堅持一下，嚴謹執法才逐漸起到效

果。咁例如偽基站咁樣，那二十三個人，咁你就捉了之

後，發覺他的確是有罪的，但是就是看來，咦！這樣的量刑

不能夠扣押，於是就將他驅逐出境算數。但是係咪應該其實

堅持一下呢？是無論如何，既然已經有足夠明顯的證據的時

候，都堅持一下用簡易刑事訴訟的程序，無論如何都要交給

法官去審一審他先，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法官判他坐不坐

牢，這個法官決定啦，做不做到，怎樣，量刑如何，或者最

後都是驅逐他出境都好，都要堅持一下，你起返多少這

個，是警嚇的效果之餘，同時亦都令到我們本地的司法界累

積更多的資料、確實的證據，覺得需不需要在法制上面作出

改進等等，都有更多資料可以做下一步工作。好過，就這樣

以為送給法官都是不用坐牢，不如掉了他出境算數，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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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之下，變了些工作可能更加難以推進嘅。

咁還有的就亦都例如就是那個扮過界的、扮跨境的那些司

機的問題。咁就亦都我覺得不應該就是因為可能在現行法制上

面有可能給人家蒙混過關，告他唔入這點，咁就好似束手無

策，咁而是話，是否可以積極，無論如何都嘗試是將他是有證

據的都檢控，看下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就算是未必能夠檢控成

功，都最低限度都能夠攞到足夠的具體資料。咁足夠具體資料

除了檢控還有另外一個作用，就是那些特別駕照是我們澳門特

別行政區發出架嘛，咁如果你，即是你些司機攞到些，你個公

司攞到特別駕照，原來拎個司機出來運那些人的，咁樣的時

候，這個特別駕照，我們特別行政區政府還應唔應該給他？起

碼都是有這個作用去審查這些特別駕照係咪俾這些公司呢？是

有直接的作用嘛，如果完全，因為似乎告他不入就唔做嘢的時

候，就縱容這種行為。咁更加，因為司長姓黃啦，好清楚，咁

司長可能聽過，就話普天之下、莫非黃土嘛，在這樣的情況之

下，這些所謂扮過界司機，其實就進入了所謂三不管地

帶。喂！現在以我們這麼強的警力，怎麼可以容忍這些三不管

地帶在我們祖國境內存在，我們澳門已經回歸咗架啦，咁係咪

應該根本解決這個三不管地帶問題？就奏請我們行政長官係咪

能夠，真正有一個適當的方式，將這個三不管地帶占領了它算

數啦，咁樣的時候我們就管埋它囉。咁占領了它的方法，當然

就要交俾我們中央人民政府認真去處理，和廣東省政府亦都商

量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無理由我們將澳門回歸了咁耐，還

要遺傳一個所謂三不管地帶，有無搞錯？咁這個才是正式根治

的方法喎，無論如何覺得應該都呈交給行政長官，真是提出

啦，是正式清除這種所謂三不管地帶嘛。咁這個問題我覺得是

你可以話是政治問題，但是亦都是我們國家國土尊嚴問題來

的，無理由有個地方話範圍永遠無皇管都得嘅。

咁還有，就是我亦都想提下，個黑工問題。咁這個黑工問

題，就我已經多次提過，咁前任的司長就話要研究一下，因為

就現任司長都講，就話警力有限、民力就無限嘛，在這樣的情

況之下，如果動用民力去幫手、去調查和緝拿些黑工，已經提

了多次，可不可以是在真正的偵測的工作裡面，是可以動員到

是市民所信任的立法議員或者是工會的代表，在現場的時

候，是聯絡那些是知情的本地員工，來到真是有效咁樣捉拿這

些黑工得唔得呢？咁這個機制，前任司長就是會話認真考

慮，但是要保障些工會代表和議員的人生安全，如果不是，搞

唔掂架喎，所以未必能夠執行得到。咁現在，即是新一任的政

府班子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是考慮真是可以徹底打擊這些黑工的

工作做好呢？咁同時我亦都希望提請司長亦都注意就是話，是

現在博彩中介裡面，出現亦都其實存在好大危機喺度嘅。雖然

未必就是澳門博彩業，收入下降，就一定出現以前那種黑

幫，那種互相仇殺的現象，可能個情況未必是這樣。但是的確

的問題，即是都相當嚴重，譬如好簡單，現在好多現實的例

子，就是搏命操控，就話是金主透過一些中介人借錢給人，咁

跟住現在開始就要些中介人簽返些收據、借據，咁然後當是那

個中介人收了嘅，咁然後就將個借據入埋法院添，告他，就拍

他肩膀，話給他聽唔駛驚，唔駛驚下，咁即是就告下你啫，咁

結果等別人上訴都過了，咁就定了案，他真是欠了錢了，咁以

後怎樣？以後有需要的時候先𢲡𢲡住你囉。將這些這樣的手

段，無論是用司法程序、司法文件或者甚至到話我認識邊個警

官，這些手段來到喺度嚇緊這些是中介人當中互相恐嚇，已經

是廣泛，即是有不少個案事實上存在喺度架啦。在這樣的情況

之下，這裡又牽涉到非常尖銳的矛盾，咁我希望就是警方亦都

注意啦，是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存在著可能隨時爆發到好

多極端行為的危機事實上存在，是否可以透過公開宣傳這些這

樣的行為來到是阻止呢？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講幾個問題啦，剛才有些同事提到關於那個簡化報案那個

問題，咁司長又回應就是即是已經簡化了咁樣。嗱，其實講社

區警務，講了好多年，咁亦都一直以來，警方都希望就是建立

返好的形象。但是事實上，如果一個報案搞到這樣，即是可以

搞幾個鐘頭的話，其實，就令到公眾對警方是無信心嘅。咁剛

才我聽司長講，即是話唔駛你行兩次，不過唔駛行兩次，不過

筆錄要做兩次喎，咁是否可以一次搞掂它呢？唔駛分開兩次來

做呢？咁是否可以更簡返個時間，不用報一次案搞幾個鐘頭

呢？這些其實，我諗足夠的智慧可以做到的，來報案之嘛，你

就安排晒，兩個需要錄口供的做晒，一次過做晒它就搞掂

囉，點解要分開兩次？今次他來完這裡，跟住又送你去第二個

區度又做另一次，你無需要架。這一方面我覺得是需要，即是

切實去想一想。因為事實上，就作為社區警務，即是公眾的認

同是好重要的。我亦都幫石排灣居民就提交一個意見，你在澳

門大學，你都有個警察分站，石排灣係無，他們都無要求你設

個警察分站，最少擺架流動警車，你高士德都擺架流動警車喺

度啦，點解那裡不可以擺、二十四小時擺架流動警車？令到些

居民有，所以這個環境設置令到些犯罪機會減少，遇到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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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亦都能夠及時有警方去介入，搵警方亦都比較容

易，是否這樣可以做到呢？這些亦都是一個社區警務來的，令

到居民對警方更加有信心。

咁另外一個，就是關於那些非法賽車那些，就不知怎樣去

遏止啦？因為事實上，即是都烽煙四起嘅了，石排灣、氹

仔、筷子基，經常都有非法賽車，似乎我們警方一籌莫展，我

不知司長有無辦法去諗一諗，去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好了，咁跟住就是關於咁個涉及些非本地居民那些輕型些

的犯罪。咁這一類，其實就講過好多次，其實用簡易訴訟程

序，現行犯，用簡易訴訟程序去處理了他，即是剛才吳國昌所

講，其實這一個是應該是一個方向來的，這方面，是不知司長

是否究竟怎樣去落實這一個工作？

咁至於關於剛才提及到關於博彩業的調整，好多賭廳面臨

倒閉，點解會大家會憂慮呢？即是其實大家都知，當賭廳倒閉

的時候，即是搵食的地盤是少了的，而搵食地盤少了的時

候，就不是現在看到些普通的博彩犯罪，而是些個地盤少

了，而在那些地盤搵緊食的人就可能要爭地盤，我們 1999 年之

前點解發生些腥風血雨？點解我們大家都話會記憶猶新？就是

因為爭地盤，如果現在出現博彩業進行調整期的時候，有好多

賭廳不能夠維持的時候，一些爭地盤的可能性會發生，但是司

長你這份報告裡面是完全無掂過這些嘢的，好似全部無部

署，澳門就永遠太平盛世，咁我希望這一方面就是真是需要檢

討一下。

咁另外一個，就是關於這個精兵簡政的問題。這個是特首

提出來的。咁其實澳葡時代，我們澳門有兩個執法機關啦，即

是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當時就是因為協調不足，就整日

引起矛盾糾紛，好多人都認為兩個警隊應該合併的。咁結

果，這個當時是一路就回歸之後就無合併到，咁兩個警隊就各

自繼續維持咁個現狀啦，咁中間就多了個警察總局去協調，就

的確可能是減少些矛盾的，咁避免了一樣。咁但是在人力資源

上面、人力安排上面，這些市民遇到罪案的時候，他究竟去司

法警察局報案？還是去治安警察局報案呢？都要有個考究，都

要研究下去邊度，甚至有些案件發生之後，治安警察局去處理

還是司法警察局處理，都在你們警隊裡面都有些界線的，咁其

實有無這樣的需要呢？好明顯這個是一個資源上的浪費來

的。咁現在既然特首方面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時候，咁究竟我們

是否這兩個警隊的合併是否應該提到議事日程呢？來到更好咁

樣利用資源，更好咁樣去調動人力呢？

好了，關於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是我們一個特區的建

設目標，咁各個政府部門，各個主要官員，其實都應該就是各

自在他們各自層面上去考慮怎樣去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咁

但是問題就是話，以警方來講，他其中一個好重要啦，就是怎

樣確保治安啦，社會的穩定啦，咁令到這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是能夠得以是建設得到啦。咁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警方，濫

用《內部保安綱要法》這個問題，亦都是就是非常之嚴重。因

為事實上《內部保安綱要法》，我們在 2002 年立法的時候，都

好清楚是針對有組織犯罪、恐怖主義、跨境犯罪這些，是主要

針對這個的。咁但是結果現在我們好濫用就不受歡迎，或者是

這類的去驅逐出境。咁我早前吳國昌議員就問政府攞些資

料。咁結果警方政府方面就話因為資料敏感，所以不能夠提

供，我們真是不明白什麼叫做資料敏感，如果提供個人資料就

敏感，但是提供數字資料都敏感，係咪真係唔見得人呢？是否

因為太多？因為其實都當然啦，香港的部分些學者、教師、社

工、青年人，記者，不讓入境的時候，咁他們會吵下，咁於是

就香港的被拒入境的人就會吵下。但是可能有一些其它，唔止

是香港的人是被禁止入境的，亦都有一些其他的外地人是被禁

止入境的，是否這些資料都不可以，些數字資料都不提供得到

給社會知道究竟我們的禁止入境的情況是怎樣呢？是否真是會

羞呢？因為事實上，作為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或者一個要建

設一個會展中心，出入境比較方便是一個好重要。我隨時來

到，不知幾時幾日，來到就唔入得境的時候，老實講，澳門好

細啫，唔嚟你度罷囉，咁你就可以想像，你這個世界旅遊休閒

城市其實個形象上唔好，原來我不知幾時入得境，幾時唔入得

境，就算我無參與過恐怖組織犯罪，無參與過跨境犯罪都完全

有機會是唔入得境的時候，咁其實，這個對於世界旅遊休閒城

市這個建設，其實是一個負面的。咁我覺得這方面是需要，係

即是認真思考。當然啦，本地保安重要，但是點解有

些……嗱，好似剛才阿關翠杏提出那些，應該緊的就唔緊，又

有些無緣無故去引用《內部組織綱要法》，禁止入境的又會出

現，咁我覺得這個平衡是需要就是認真切實來到考慮。

好了，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輕軌，就是叫做預算無

數，這個完工無期。喂，我們的監獄，我們的監獄會不會預算

無數、完工無期呢？究竟我們點解個監獄起來起去都起不到

呢？究竟它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咩問題呢？我亦都希望能夠是有

一個解釋。

多謝！

主席：請黃司長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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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

咁請容許就由梁文昌局長解釋下關於噪音執法方面的問

題。

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主席，各位議員：

2015 年的 2 月 22 號就生效了《預防和控制這個噪音》法

律，我們簡稱是《噪音法》啦。咁我們接到的個案，治安警察

局接到的個案，就是一千二百五十宗。其中有十三宗是依法檢

控了。咁勸喻嘅有三百六十一宗，其中另外有八百七十六宗是

其它個案。咁本局就見到這個數字就一千二百五十宗係個差距

是幾大，咁我們有以下的兩個原因。其中，就是八百七十六宗

的噪音是檢控的取證有一定的困難，例如就是我們係啲噪音就

是間歇性的噪音啦，咁我們的警員到達現場之後，咁這個噪音

就無咗啦；咁另外，就有個未能接觸到舉報者，咁就不能夠跟

進到噪音的情況啦；另外第三個情況，我們就不能夠確定到這

個噪音的源頭的位置；第四種情況就是確定到個位置之後，是

我們有些的警員是未能夠成功咁樣去進入這個噪音源的地

方，咁因此，我們是有些取證咁方面的困難。咁這種情況，未

能檢控到，我們均是會作出這個記錄的，咁記錄了之後我們會

繼續去跟進。咁第二點，我們就是有三百六十一宗的勸喻的個

案，咁我們是根據了法律是勸喻了的。

咁另外，就我們和環保局在法律上都有明確的分工。咁剛

才崔議員提及到有部分的地盤的噪音，其實這一部分是屬於環

保局那邊的權限來的。咁我舉例，就是一些裝修，工程，又或

者一些娛樂表演的活動，例如些演唱會，還有一些地盤的噪

音，又或者是一些商業和一個服務的噪音，還有一些空調和通

風的設備的噪音，這一類的噪音是屬於這個環保局的專屬權

限。咁我們治安警察局就會負責一些日常的生活噪音啦、動物

的噪音，還有公共地方的噪音。咁我們治安警察局就會在這個

噪音的管制時段裡面，接獲了舉報，就會派員就會去到地方現

場去作出瞭解，咁是否有無違反這個噪音的行為啦？另外，我

們是如果是發現到的，我們依法會作出去檢控，還有會有一個

報告書，亦都會通知環保局的。咁另外我們就會對噪音的檢

控，我們亦都會透過這個社區的警務和物業管理的範疇的溝

通，咁就會繼續這個加強打擊這個噪音的工作。同時，我們亦

都會適時和環保局，檢討和溝通我們的執法情況，希望是完善

我們的處理方式，以達至這個共同打擊噪音，營造一個好的環

境。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

現在接著由周偉光局長講講司警招聘和那個空缺是否影響

這個警力和執法工作。

司法警察局局長周偉光：多謝司長、多謝主席閣下。

咁我先講講現在我們司法警察局，我們現在是現有的人數

是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咁其中，偵查員職程有六百四十一

人，咁有五百三十六是男性，一百零五是女性。咁我們其實我

們招聘的情況，就是我們二等刑事偵查員招聘，我們是需要一

個是程序，再加埋一個是合格了之後，他需要接受四個月、最

少四個月的是專職培訓。咁在培訓完了之後，咁培訓課程包括

什麼呢？有刑事法律，包括《刑法典》的方面、刑事訴訟法方

面、有刑事偵查方面、有刑事技術方面，亦都有職業道德、亦

都有體能、射擊等等這方面的。咁喺完了這個四個月的是培訓

之後，他然之後合格，他先有資格接受一年的叫做實習的階

段。咁這一年的實習階段，他會去做什麼？他會分派到不同的

是部門的偵查科，包括有一些是報案中心，二十四小時的，包

括它有一些調查科，譬如話，有組織罪案調查處，或者毒

品、禁毒等等的部門，去做一個是偵查工作。在這一年完了的

偵查工作之後，他是有權選擇究竟他會不會是繼續接受這個工

作，留喺度正式成為偵查員，或者如果他本身是在實習階

段，因為在實習階段除了是實習去一些調查部門調查工作之

外，他還要接受最少兩次的專業面試，因為他專業面試裡

面，是要不停咁樣要他要更新些資料、在刑偵手段方面、調查

方面怎樣、法律知識方面等等，是有專職的是偵查員或者上級

係同他們是面試的，咁這個是一個監督。第二樣監督就是，每

一個調查科，是一個科的科長或者叫做主管，是他本人的是指

導老師。咁這個指導老師是需要在結業之前，他必須要和他打

分，包括他的行為，包括他個是在科裡面的表現，包括他對你

工作的熱誠度等等這方面。咁在所有這個情況合格了之後，這

個是我們是對他的本身的一個要求，如果他不合格的話，我們

都不會要他的。咁另外一方面，他都有個選擇權，他可以不接

受，他可以離開。咁我點解要解釋這個問題，因為我現在我們

看一看關於我們現在喺招聘方面，我們在 2010 年，我們是招聘

七十一個空缺，有一千五百八十三人報考，咁去到是合格

的，即是最後名單是七十三人。咁七十三個裡面，因為我們收

七十一個，有七十個，即是其中五個無來到，即是有七十個

來。咁去到一個是實習期階段之後了，咁去到完成實習是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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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已經無了五個了，因為這一年裡面他是好清楚知道他要

做些什麼工作？因為我自己本人都作為偵查員一段好長的時

間，在司警局，我們會看到我們的工作其實在我們組織法裡面

講得好清楚，司法警察局是一個不間斷的是服務的工作來

的，即是這個情況是可以這樣講，是二十四小時嘅。因為刑事

偵查工作是一個什麼工作？我們是無一個時間的限制，因為如

果我們去調查工作，如果去查人，譬如我那個嫌疑人，他返去

睡覺，咁我們休息？我們不會，我們繼續去做，咁如果他去開

工喎，我們都繼續去做，其實這個時間就是一個，因為法律規

定了，我有這個不間斷工作。咁當然啦，我們亦都有一個特別

的義務啦、亦都有特別的權限啦，配槍，自衛手槍，或者我們

有一個叫做是增補性的報酬啦。咁剛才司長都講了，我亦都是

在幾年之前提高了這個是增補性報酬之後，咁人員的士氣在合

理的報酬之下，事實上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咁這個是一個問

題。

咁另外我看返 2011 年了，我們招聘是八十個位，咁是一千

四百七十人來考試，咁去到最後個評核是七十五個人，咁入職

的都是七十個人，好了，完了咁一年的實習之後，真正去做刑

事偵查員，肯去接受，六十八個人，咁我們越來越減少的。其

實來講，在這個期間裡面，我們是好多方面去看這個，因為我

們本身對這個是入職的同事本身他在工作的熱誠，同他本身他

自己去唔去接受這一個咁高工作量，咁大壓力的工作，其實在

過程裡面其實我們希望就話，上級和他們溝通和我們自己本身

作為個刑偵人員的在咁長期間裡面，其實我們希望是追求讓些

同事，是當然我們現在咁個工作量是大了。咁我們亦都看返我

們在離職人員方面，我們在入職的人員，我們在 2012 年、2014

年，我們看返入職人員啦，咁實習刑事偵查員，2012 年，有七

十個，咁 2013 年，我們就無入的，咁 2014 年，是八十一

人。咁在 2012 年到 2014 年，在離職的人員，包括退休啦、自

己他唔做，離職的。咁我們看返，2012 年是有九名的人員是離

職的，咁其中兩個是退休，七個是自己唔做，即是他自己是放

棄的，因為可能是實習期間，或者是已經太長時間，覺得個工

作不適合他的，他是走，咁都是九個，那年我是入了七十

個，咁有個九個離職，咁個比例上，人手個添置，其實是無問

題的。咁另外我看返 2013 年了，我們當年的離職是有七個

人，咁其中有五個是刑事偵查員，他是自己唔做，他不是退

休，他自己不做的。去到 2014 年了，我們看返有十三個是人員

是離職，咁其中有九個刑事偵查員是自己離職的，因為我們那

一年的實習，其實是給那些同事他們要看到，在刑事偵查工作

裡面究竟有些什麼的是工作？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是他要承

擔、擔當的？作為這個刑偵人員裏面亦都有特別義務，其實我

們和一些同事去開會或者是培訓的時候，其實我們希望我們每

個同事，因為做一個工作，這個刑事工作是一個無日無夜的工

作，他必須要有一個使命感、有個理念出來的，你每一個大

案，你有份參與，我相信每一個同事他做了這些案件，他破到

有份參與的話，他有一個是成功感、有一個滿足感。這個亦都

是作為一個偵查人員，我們是亦都是這樣想法，才可以支持到

現在我們是繼續去做這個工作，我轄下的同事，我們的同事亦

都是有服務市民的心態。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裡面，在入職

的人數是比離職的人數是少，咁當然，近幾年我們亦都擴了

編，我們有七個廳、二十個處級部門，咁好大部分的工作，百

分之五十幾的，是六成的都是刑偵人員，咁我們亦都有好多是

預防犯罪的工作，有些是一些博彩方面的犯罪方面是二十四小

時，有些販毒方面的工作、網絡犯罪等等這方面。所以我們的

同事，其實來講，是要他一個合理的情況的報酬，當然一個合

理的報酬是對的。

另外同事在投入工作的方面，亦都要知道刑偵工作是一個

什麼工作，他在實習裡面，他好清楚知道自己會將會，將來他

的職程裡面在這麼長時間裡面，他要知道自己的崗位、他自己

的方向在哪裡，他要接受這個使命感、理念，才可以服務市

民，這個亦都是，我相信在我轄下的同事裡面亦都是在這麼大

的工作量裡面如果有一個好好的成績，亦都感謝各位，在座的

立法議員剛才都講了，是有些讚揚我們工作方面做得好好，我

希望這個就是對我們同事一個鼓舞，一個鞭策，我們希望可以

在這方面的可以做得更加好的，為市民服務。

我講完了。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

咁一陣就關於新監獄的進展問題，就請監獄獄長李錦昌獄

長作準備。

我首先是回應下關於區錦新議員提出的一些問題，咁我反

過來答啦。首先第一樣嘢關於濫用《保安綱要法》的問題，咁

我就不認同的。咁因為警方一直是按照這個《保安綱要法》的

有關規定是進行執法的，咁而且有關的個案所有人士被禁止入

境的人士是好有上訴的機制。根據《保安綱要法》第 17 條的規

定，第 17 條第 1 款第 4 項的規定，明確是規定了警方是有權

利，亦都是有責任，對於對澳門的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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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風險的一些的人士是進行這個禁止入境的這個規定。咁相

關的制度一直是執行當中，亦都在執行過程，一直得到是這個

司法機關的監督，咁所以就是你講濫用，這個我就不認同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我都是反過來講，精兵簡政的

問題。咁你就將特區政府今年，即是重點推出的這個精兵簡政

的政策和兩個局的這個合併，即是提到一齊，即是擺埋一齊來

講。咁首先我們不講這兩局是否合併，或者我們講講什麼叫精

兵簡政，即是以我們的理解。精兵簡政，大家都知道是特區政

府今年的這種重要的政策，以我們保安範疇理解來講，精

兵，是可以分為四個精。第一個是數量精、第二個是能力

精、第三個是技術精、第四個是制度精。數量精是什麼呢？數

量精，就要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而且要合理配置人手，這個

是第一個，是數量精。能力精，是重視素質培訓和能力培

訓，使到每個人，每個偵查人員又好、每個警員又好，他個個

都是好似種子咁樣，是粒粒飽滿和充滿活力，這個是能力

精。技術精是什麼呢？是要強化技術支援和科技強警。制度精

是什麼呢？是完善管理制度，使制度是更加合理、科學，這個

是叫精兵。

簡政是什麼呢？簡政亦都是四個方面，叫架構簡、程序

簡、管理簡和運作簡。架構簡，就要避免架床疊屋，還有要避

免職能重疊，做好資源的整合，這個是架構簡。程序簡，就要

減少中間環節，避免一些中間的不必要的這個手續。管理

簡，是要去官僚化，要理順運作。運作簡，是要釋放人員投放

到執法工作當中，不可以化簡為繁，而是要化繁為簡。咁精兵

所以就不等於是單純是刪減人手或者是撤銷部門，而是要以合

理配置人手、強化技術支援、重視素質培訓、完善管理制

度，作為一個措施，咁目的是建立一支廉潔高效、專業精幹的

服務隊伍。而簡政就是要理順內外運作、做好執法和管理的資

源整合、減少行政和執法程序上不必要的中間環節，而且是爭

取合適的行政管理環節上面，廣泛應用非官僚科技的手段，釋

放人員投放到執法工作當當中，提升效率，咁這個是我們對精

兵簡政的一個理解。

好啦，我們返返你講的兩個局合併的問題。我們這個架構

合併，永遠是要考慮是否對於實際的運作是好的？是否真是可

以提升到效率？嗱，雖然這個是政治問題，這個唔輪到，即是

我在這裡去講，但是我想講一個觀點。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

局，是來自葡萄牙的制度的一種設計，它兩者在這個權限劃

分，它性質方面是完全不同，治安警察局最主要是著重於面上

的管理，屬於管理性質嘅。譬如講交通執法、出入境管理，譬

如講這個警署方面，提供服務打擊黑工、噪音等等，這個屬於

即是治安警察局的權限。當然，在刑事方面和司法警察局有重

疊的地方。但是重疊的地方，它都有明確的分工，司法警察局

是一個刑事警察部門，刑事警察部門它最主要是這個刑事偵

查，咁在這個過程當中，它如果在刑事方面有重疊地方的時

候，它是根據法律規定有明確分工，而且在具體運作上面，是

有一個轉介機制。譬如講，你去司警報案，屬於交通嘅，咁你

就到時候我即時就轉介去交通，即是治安警咁方面。偷渡方

面，我們亦都可以轉介嘅。如果在治安警察局報，譬如講電腦

犯罪，治安警察局直接就會即是將它轉介給司警局去進行跟

進，而不是去重複。咁在警察總局的協調之下，那麼多年來在

簡化報案程序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一個重要的工

作，就是關於案件的轉介方面。譬如講，爆格，屋企爆格、商

業大廈被爆格等等，這個屬於叫加重盜竊罪，加重盜竊罪的這

個有關的這個工作，是由司法警察局來處理的，咁警察總局協

調治安警察局和司警局就在現場進行交收。譬如講，有個人報

案，即時如果治安警察局它有人去到現場，第一時間去到現

場，如果無嘅，無人嘅，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司警局，司警局派

出人手第一時間去到那個犯罪現場進行這個調查處理。咁在這

裡可以看到司警局和治安警察局是有一個明確的分工，而且在

協調方面亦都有由警察總部協調，還有檢察院亦都進行相關的

協調，這裡我想和大家講清楚。

關於簡易訴訟程序方面，剛才兩位議員，吳國昌議員和區

錦新議員都有講到這個簡易訴訟程序。我想講什麼呢？簡易訴

訟程序，怎樣去用這個簡易訴訟程序，並不是警方去決定

的，你不要看警察孭著支槍周圍走，以為權力好大，不是

的，其實好多嘢警方是決定不到的。簡易訴訟程序是什麼

呢？是要根據法律的規定，而且相對案情比較簡單、證據齊

全，這樣的情況之下才可以進行相關的這個簡易訴訟程序，當

然，還要符合刑事訴訟法裡面一系列的規定。譬如講，嫌疑人

要十八歲以上，那個有關的刑期是要短刑期的。咁好似剛才我

講的偽基站這個問題，好多他是經過數罪並罰之後，他是超越

了，超越了這個犯罪的刑罰是超越了三年徒刑的，在這樣的情

況之下你是無可能用簡易程序的。咁而且這個是司法機關所決

定嘅，並不是話，警方我不想做、我不想簡易程序，我都想他

即時入獄的。

多謝！

主席：馬志成議員。



N.º V-48 — 9 e 10-4-2015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 Série 33

馬志成：多謝主席。

司長：

可能時間關係或者問題多的關係，還未有機會回應到我的

問題，咁希望司長一陣有機會，可以回應下我些問題啦。咁下

面，我就想就即是青少年犯罪方面，我就想跟進返少少，你講

多少少的。就是關於屢犯，不知在保安司裡面有無跟進，譬如

話青少年犯罪之後，再犯罪，或者在成年之後再犯罪這個比例

是怎樣呢？即是屢犯的比例是怎樣了？咁在這個關心這個犯罪

青少年方面了，怎樣可以優化現有的跨部門的工作成效呢？咁

另外都是想講是關於青少年這個犯罪，就是賭博了，咁尤其就

是打擊誘騙青少年賭博犯罪的行為。不知警方在巡查一些青少

年的熱點，包括好似網站，或者遊戲機中心，咁發現青少年個

非法賭博，或者是變相賭博的行為嚴不嚴重呢？咁另外了，怎

樣是通過跨部門的合作，結合這一個大家的力量，去共同去應

對這個青少年的賭博的行為呢？

咁另外都想關注一下，就是這個網絡安全的問題了，咁就

是怎樣，即是面對一個大規模的病毒的攻擊，或者是網上的攻

擊，政府有些什麼的預案呢？咁同埋在這個培訓人員上面了或

者技術的支援方面了，又有些什麼的考慮呢？

另外了，都想講一講關於這個城市發展的規劃的配套上

面。咁我想關心一下，關於是消防方面了，就是了在這個新區

的新的大廈陸陸續續咁樣落成，咁在建築物的那個消防設施上

面有些什麼的安排呢？咁同埋在新城填海 A 區啦，還有這個港

珠澳大橋興建，落實興建了以及發展上面了，咁在消防方面的

總體規劃是怎樣呢？咁希望司長一陣有時間都可以回應下我這

些問題和我剛才那些問題。

唔該！

主席：陳美儀議員。

陳美儀：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的問題，都可能是因為無時間答，好似一條都未答

過，我和馬志成議員一樣。咁其實，我就想問就是因為在司長

咁個引介那裡，提到完善法律制度是開展良好執法、護法的必

要前提之一，所以我才問點解，即是因為既然是行政法務司提

到話《刑法典》那個會今年去做檢討。咁而你的引介之中，亦

都有提到，去怎樣去就話會去推動，會去推動立法、修法，咁

所以我聽下你在這一方面，會做些什麼的工作呢？在《刑法

典》的檢討那裡。

另外，就是講到青少年犯罪那裡了，咁好多，就是即是我

想聽下，現在有些人去教唆些青少年犯罪，咁這些都是一些隱

性的問題，咁你又如何去打擊呢？加上就是話毒品問題，雖然

法律是會去修改，但是你怎樣去打擊一些隱性的吸毒問題

呢？這些都比較難去做的，而且亦都是一直是存在緊的，咁你

又即是如何去打擊？有些什麼新的措施去出臺呢？都想聽

下。咁就天眼問題，就是準備今年會做第四個階段，咁其實

一、二、三、四，四個階段，你計劃之中是幾時會完成呢？因

為剛才你是講到第三個階段會用九百幾日去做啦，咁加埋第四

個階段會做幾耐？還有能不能夠，第四個階段能不能夠同期去

做呢？咁將個時間去縮短。

咁在海上的保安那裏，就現在如果是無定到任何新的法例

的前提之下，你怎樣去加強海上的執法呢？

多謝！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剛才我聽到關於是否濫用《內部保安綱要法》存

在住好嚴重的爭議，咁在這裡我相信爭議會繼續存在住不同的

立場的了。咁但是我覺得，就除了濫用《內部保安綱要法》之

外，好明顯亦都同樣存在住是濫用國家機密。因為我索取，即

是關於不斷拒絕人入境的資料的時候，透過立法會索取的時候

我亦都主動提出就是請政府就在不抵觸國家機密的基礎上面來

到提供資料，然之後根據這樣，當然的意思就即是我不會要求

提供些個別人士的資料，個理由的那些資料啦，咁當然，無提

供到。但是起碼我索取資料就是話，譬如一年之內拒絕了幾多

人入境呢？根據《內部保安綱要法》，一個月之內拒絕了幾多單

個案嘅？數量的資料，咁你俾我的提供資料，份答覆就話

明，又是基於因為保密的原因，不能夠提供相關數據，我覺得

好清楚是喺度濫用緊國家機密，而來不提供數據。咁我覺得如

果的確不是涉及國家機密的這些數據，照計應該可以提供，或

者稍後可以是書面提供給我們。

咁同埋同樣另外一樣嘢就是話，三不管地帶我覺得的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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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繼續存在的，咁樣是否可以真是轉達給行政長官提出解決

這個問題呢？咁還有一樣嘢可能都要關行政長官事嘅，就是話

似乎澳大橫琴校區十七秒可以偷渡入境這個問題，現在澳大都

未能夠有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案拎到出來。如果保安部無這個職

權可以令澳大真是做得到的時候，是否可以亦都奏請行政長官

去作為澳大的校監，真是認真立即處理這個問題，有具體方案

去制止些十七秒的偷渡入境這個具體的環境？咁這樣嘢我會覺

得是維護我們澳門人本土的尊嚴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希望亦都

提請行政長官關注啦。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是，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司長的回應。

可能司長不是好中意用濫用這個詞啦，咁最少都可以符合

誤用這個詞嘅。因為一歲小朋友都可以被禁止入境，咁你話無

誤用都好難解釋，係咪？而且就事實上現在就按照現在的《內

部保安綱要法》裡面都是要指明就是話，依法是被認為不受歡

迎，現在不是依法，因為法律上無規範什麼叫做不受歡迎，而

是依警方的判斷來到話他不受歡迎，而不是依法。因為本來它

好清楚是依法，如果他現在是依法的話，應該他是不受歡迎的

話，他應該是有種種的各種的理由、原因，然後才會唔俾他入

境，但是現在不是，我們是警方話他不受歡迎就不受歡迎，咁

這個是好明顯，你話是否濫用呢？如果你話不中意用濫用就誤

用啦，咁這個就是第一個。

另一個，就是關於個行政架構那個問題，即是講到兩局合

併的問題。咁這個當然都好敏感的，咁但是剛才司長的解

釋，其實都看到啦，其實這些都是架床疊屋嘅。嗱，譬如廉政

公署，它是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兩個兩樣嘢，點解要行政違法

和貪污，好明顯是兩樣嘢來的，點解又擺在一起呢？因為事實

上，行政違法在搵落去的時候，就可能會發現有貪污的成

分，所以兩嚿嘢擺埋一起。而現在我們的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

察局是兩個層次不同，但是實際上它一樣是反罪惡嘅。嗱，好

簡單之嘛，你在個巴士上面，如果有個人被扒竊，扒竊了，這

個應該是治安警察局去處理，不過，如果是幾個人合謀去扒竊

的話，它是司法警察局，報了案，來到原來要交收架喎，有人

去打電話報了案之後，警察局來到，或者司法警察局來到，原

來要分辨它究竟是司法警察局還是治安警察局？咁這個還不是

架床疊屋？

多謝！

主席：黃司長：

我們的規矩是追問只能是重覆返上一次，剛剛第一輪所問

的問題，是不可以再加問題的，所以馬志成議員剛才所再追問

的那些問題，您可以不回覆。還有吳國昌議員剛才提出的幾個

問題，請您記錄在案，好唔好？即是回覆返我們上一輪所問的

問題，好嘛？這個是我們的規矩。

現在請黃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主席。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咁首先講唔好意思先，因為時間問題，就這麼多位議員的

問題我都未答到，咁所以亦都是向各位議員抱歉、道歉。

關於馬志成議員講到，關於青少年涉毒方面的問題，咁我

想在這裡有些數據和大家一起分享。咁根據司警局的有關的資

料，青少年涉及這個毒品犯罪方面的問題，最主要是三個層級

來統計，第一個層級是十六歲以下、第二個是十六歲到十八歲

之間，第三個是十八歲到二十一歲，三個層級的。咁 2012 年涉

毒青少年合共是四十九人，其中，十六歲以下六人、十六歲到

十八歲十六人、十八歲到二十一歲是二十七人。2013 年涉毒青

少年共五十五人，其中十六歲以下兩人、十六歲到十八歲是十

七人、十八歲到二十一歲，是三十六人。咁 2014 年涉毒的青少

年是共三十九人，其中十六歲是以下是一人、十六歲到十八歲

一人、十八歲到二十一歲是三十七人。通過這些數據，大家可

以看到少年涉毒的情況是呈現回落的趨勢，亦都是同時，亦都

無跡象顯示青少年涉毒有低齡化的情況存在。

其實有一個情況我這裡亦都想和大家去分享，就是在 2013

年的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就關於青少年毒品的問題是相對

是比較嚴重，是點解呢？就涉及些青少年在校園裡面販毒，咁

這個所以就在 2013 年的時候，涉及這個販毒的人數，當時學生

當中，總共是有七個人是涉及這個販毒。這個情況出現之

後，司警局是非常重視，同埋即刻和學校和家長是進行合

作，特別在學校對家長會的家長和學校的教職員工，開辦這個

辨識毒品的講解會。咁一直是到今年為止，是做了四十一場

嘅，做了四十一場，效果是相當好。現在司警局裡面，司警局

現在繼續是接受緊，即是學校的這個即是預約是進行相關的這

個講座。這些講座是使到這些學校和教職員工，還有家長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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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毒品有基本的認識，還有可以辨識有哪些學生或者是

哪些自己的子女是有可能涉及毒品犯罪。所以這些工作做完之

後，在 2014 年的數字，即時回落架啦，咁其中這個學生吸毒人

數，只得一人，學生販毒的人數是零。咁可以看到司警局這個

執法工作是相當有效的，咁這個我想和大家作一個分享。

關於網絡欺凌方面的問題，我想講，從法律角度來講，並

無網絡欺凌這個概念。因為現在現行的《刑法典》和相關的這

個單行法規裡面，根本是不存在這個叫網絡欺凌這樣的一種法

律概念，但是在社會上面和我們警方，亦都是有進行這個網絡

欺凌的調查和有相關的講座。因為我們認為利用網絡進行一些

誹謗、侮辱或者對青少年的一些即是叫恐嚇又好，又或者是一

些用語言進行這個侵犯，我們都會視為他是一種欺凌，咁司法

警察局是針對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視的，咁在家、校和警之

間，進行即是相當有效的合作。首先是司法警察局每年是派員

前往各所學校，舉辦這個防罪講座和公民的教育遊戲，包括傷

人與欺凌的講座，提醒學生，是不可以貪玩而作出欺凌行

為，並教導學生如何處理欺凌事件，提高自我保護的意識。

因應近年經常發生的網絡罵戰、人肉搜索等網上欺凌行

為，司法警察局由 2009 年 10 月開始，到各個學校舉辦電腦犯

罪與網絡欺凌講座，以短片的方式，向學生講解網絡安全知

識，以及解釋哪些網上行為是被界定為犯罪，以防學這個學生

墮、誤墮法網。咁而且司法警察局從 2015 年開始，與這個教青

局，共同舉辦預防性侵和求助方法講座，教導學生如何保護自

己避免成為性犯罪的受害人。這個最主要是針對上年年底的時

候有一單，即是這個警察用網絡去誘騙一些學生同對她進行性

侵犯而作出的一個新的舉措。

司法警察局，其實在網絡犯罪方面，在網絡的欺凌方面是

非常重視的。咁司法警察局是透過調整架構，將原來的資訊罪

案調查科升級為資訊罪案調查處，同埋下面亦都是設置了這個

資訊罪案預防科。咁這個預防科的重要工作就是協助這個社區

警務及這個公共關係處，去開展相關的這個教育宣傳工作嘅。

至於這個滅罪小先鋒的這個相關的工作，咁其實是司法警

察局在 2013 年的時候，基於這個預防犯罪的需要，預防青少年

犯罪的需要是採取一種新的一個舉措。這個舉措就是透過由司

法警察局，設立這個滅罪小先鋒來推動警校合作，為社會播放

這個正能量的種子。咁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和教育界合作開

展兩屆滅罪小先鋒種子計劃，安排一系列領袖技能培訓課程和

刑事偵緝系列活動，使學員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並讓他們掌握

傳播罪知識的技巧，培育青少年的使命感。咁亦都透過這個滅

罪小先鋒，在青少年朋輩之間發放這個正能量，宣傳防罪、滅

罪的訊息，並且在校園培養更多防罪、滅罪的新力軍，共同推

動預防犯罪的工作。咁滅罪小先鋒亦都會到社團和學校演出提

防電話詐騙、犯罪的宣傳短劇，咁這個以輕鬆又幽默的方

式，向公眾演繹應該如何避免落入詐騙的陷阱，取得正面迴響

和良好的成效。咁以這個司警局咁多年來，即是這兩年的這個

活動，可以看到這個滅罪小先鋒種子計劃是受到學生、學校和

家長的熱烈的歡迎。

咁或者其它問題我等一陣先回應了，現在我想再講講是關

於一歲小朋友被禁入境這個方面的問題，對區錦新議員非常重

視，又回應你的問題。咁你誤用又好，濫用又好，其實我覺得

你用的字眼都是錯的，因為本身來講，警察一直以來都是非常

正確咁樣運用相關的法律制度，當然，即是剛才講到話，吳國

昌議員講到的關於係咪侵犯緊國家機密，洩露國家機密等

等，即是我覺得，這個我就看不到和這個概念有什麼相關的關

係。咁因為警方一直以來，都對這個工作都是非常重視，亦都

是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去進行這個執法工作，亦都得到社會各

界和司法機關的重視和監督。

關於即是毒品犯罪的修法問題，尤其陳美儀議員講到關於

隱性個案的問題，我諗這裡最主要是有兩個方面問題是值得去

瞭解和去認識。隱性個案近年來，毒品飯堂和網絡販毒和網絡

吸毒，這個是我們所面對的最嚴峻的問題。因為毒品飯堂好多

時候他利用一些住宅大廈，去進行這個吸毒，咁在這個過程當

中，我們依靠這個社區警務的這個工作，亦都是取得好好的成

果，我們透過我們大廈防罪之友的網絡，是提供好多訊息俾我

們，去進行相關的工作，而且有好多成功的個案，毒品飯堂方

面。網絡販毒，其實這個是一個新興的一個吸毒和販毒的一個

問題。

唔好意思，一陣再回應。

主席：我諗司長和各位局長有些部分可能要精簡少少，好

嘛？即是不用咁多具體日期……，我諗議員都記不住那麼多日

期，最主要是答了個問題，咁問題不會累積得太多。

下面請張立群議員。

張立群：主席，司長，各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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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在回歸到今日，在治安方面來講，我諗有眼共睹，個

進步好大，就算今日的澳門由最高峰的博彩龍頭業亦到今日開

始下降低潮，整體的影響都不是好大，都只是一般現在的人都

整日關心就網絡的犯罪。其實這個世界網絡犯罪是日新月異

的，每日都有發生的，不要講我們澳門、香港、中國、美

國、全世界，你看斯諾登那些，即是全世界都是這樣了。咁澳

門，正如剛才司長介紹，我們有可能就是因為在過去幾個月有

一些警務人員發生了某一些事，所以令到些人對這個問題，覺

得會深刻些要去瞭解，希望知道些嘢，咁亦都希望司長能夠想

下辦法怎樣對這些控制、管制得好些。其實這些是要網絡的東

西，靠設施和培養人才，人才培養，除了什麼都做不到，一定

有人才、設施，科技進步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都不可以

全部解決。好似天眼咁樣，天眼，其實在全世界都是一件，市

場對治安好有奉獻，甚至看到台灣、我們祖國，廣州好多地

區，現在每一次有犯罪案件出現的時候，都是由天眼看到某一

些嘢，影到某一些嘢，好快將犯罪的人繩之於法。所以澳門都

討論了這麼多年，好多時間都未做出來，但是今日司長已經都

解析得好清楚，分四個階段或者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就在三百

六十日，一年的時間會做好晒，第四階段只是某個黑點可能增

加，但是亦都不會好長時間。但按今日澳門治安的環境來

看，在這個時間上，應該不會有好大的轉變和影響。但是由於

澳門就是一個旅遊城市，咁現在港澳，粵港澳大橋就來開通

了，咁人手方面，應該就是話，是要司長要準備在移民局，各

方面的地方些治安警察需要怎樣增強？現在要怎樣培訓多些

人？好似每一次考司法，你話考七十五人、七十人、七十幾

人，但是報考的千一百人，而取錄到的只是得七十人，最後做

的，得七十個人鬆啲，咁其實這個技術要求是好高，是一般年

青人是未必對個職業嚮往。以前，做司法就好威水，隨街捉

人，丫手丫腳咁樣，以前，不是講現在。咁但是今日，就已經

無這種環境的，個個都要循規蹈矩去做一樣嘢，所以有些人培

訓得辛苦，些錢都唔撈了，就是這樣的原因。所以我覺得司長

現在最緊要就是希望能夠保持平穩些，在博彩業比較下降少少

的時候，能夠保持賭場、各方面的社會秩序平穩些，我想就澳

門人的要求就夠了，無什麼特別。因為我覺得，今日的司

長，我們問那些問題，我想問都無嘢問，因為你都答晒，最啱

因為你是一個法官，法律上的東西你就叻過我們好多人，咁要

問你的東西都是……而且你的施政計劃書那裡，都好清楚，每

一項都詳列喺度，所以我好多謝你，唔好意思，我想問都無得

問。

多謝！

主席：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司長，你今次的引介，我是好少就拿來睇，其他的司長的

引介。但是今次都寫得好好，如果望一望，就任何一個歐洲的

國家都啱用，這個施政方針。咁事實上裡面的概念，同埋你想

做同個要求非常之高。但是失望就是司長應該忘記了行政長官

的選舉期間的所承諾有關公務人員的問題。他講得好清楚，公

務人員是特區政府最重要的資源，我失望就是你整份嘢，都是

要求好多嘢，但是他們做不做到呢？你的要求那麼高，我不是

反對，我是支持你，但是要什麼呢？機械才做到，機械警

察，你有無看過那套戲，Robocop，one、two、three，Robocop

佢哋先做到。咁我和你講兩方面，第一警民合作，在市民的角

度，今時今日，你就講到在社區、公關的技巧要做多啲嘢，咁

這個是我都支持，但是事實上，一個簡單的例子。報案，在 3

月，今年的 3 月時間，就一個市民，他就去報案，咁他就入了

個 card 了，個銀行的櫃員機就食了個 card，就無出到錢，咁他

就報案，咁二區的警員就來到，咁他就報案，就問了以下的問

題。一、名；二、身份證號碼；三、爸爸媽媽的名；四、地

址；五、電話；六、咩職業；七、什麼部門；八、職員編

號；九、婚姻狀況；十、幾多歲。如果這樣搞，搞搞下，他在

街度這樣講，同個警察，他變了個警察不好意思？我是

order，即是上頭叫我這樣去做，你這樣的報案，不去……行政

長官在個政綱講得好清楚。第二個理念，就是簡化行政手

續。第三，施政的透明度，這三個理念，這裡是無的，好遺憾

是無。所以你只是擺了你啲嘢，你就無理會到行政長官裡面的

政綱他所承諾的事情。

好了，講到這裡，我又想講第一樣嘢，就是你怎樣對待些

員工？搵一日，我和你隨便我抽一樣嘢，我再來的時候，廉政

公署是在上年的 3 月份，就是話，如果是假期，一些警務人員

是要返工，輪班是要補返一日假，至今無執行。咁你的士氣怎

做啫？所有些部門都無人執行，我今朝來之前我都打電話，咁

你這樣對待些人，你的要求這麼高，他們怎樣做呢？肯定無士

氣架啦。唔該，俾阿司長，這個廉政公署的建議。雖然，你裡

面都講到廉政公署，就不是話一定硬性去執行，但是他寫得那

樣嘢，我希望你體恤，如果是假期，法定假期，你就應該補返

一日假俾佢架嘛。好啦，講到我有好多嘢同你講，不過唔知個

時間，夠唔夠？還有四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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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第二樣嘢，就是有關組織，某個離島，司長，離島些賭

場，全世界最大的賭場，他們有組織性，朝早十點鐘返工，夜

晚八點鐘就喺度呃那些客那些錢，咁賭場裡面，就扣留他們四

個小時，跟著放返出去又話開工，咁這些這樣的狀況點解會有

組織性在賭場裡面運作呢？你有司警人員在裡面架嘛，嗱，這

樣嘢，就第二樣嘢，我希望科學化做好些這樣嘢。

咁第三樣嘢，就是我隨便攞一個政府部門，攞消防局，黑

沙環裡面，些床墊舊的、穿的，廁所無風扇的，如果用得多

電、用得多水，開記錄處分。嘩！這些什麼世界來架？你怎樣

可以要求這些嘢？搵一日，我同你一齊落去喇，同些前線傾下

計喇，落去消防局那裡，隨便攞一個消防局，第日才去監

獄 ， 我 無 時 間 講 監 獄 架 咋 ， 留 返 俾 梁 榮 仔 去

講。66/94/M，嗱，好坦誠講，66/94/M 已經是不符合今時今日

的那個工作。你 260 請一個警員，要做十二年，頭那六年是升

職，第二個六年又無。你個高校，喂！唔該你，司長，高校現

在做緊些什麼？這個所謂保安部隊高等學校，今時今日它的網

站，葡文有錯字嘅，你係咪現在我們的社會轉變了，你無可能

那些警員，尤其是那些區長有好多經驗，他想再升職，無得升

職架啦了。雖然他有學歷架喎，一個學士，有些是有碩士，咁

這些嘢已經不符合個社會嘛，不符合個社會，咁他們的士氣點

會好呢？你叫他們教些新人入職的時候，那些嘢，咁他們全部

都是等緊退休。所以我們早排，特首來立法會的時候，我都同

他講，可不可以提前，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就給他們離

職，包括埋紀律部隊，好多都是。你現在好多時你們裡面的工

作，包括埋現在那個房屋個問題，你房屋，你會唔會夠膽

呢？你身為一哥來的，司長，你現在是紀律部隊的一哥，你會

不會寫封信給行政長官，要求他撥地呢？起宿舍，好似特警總

部裡面有個宿舍只是給警察，亞豐素街裡面又有宿舍給他

們，你可不可以預留土地給那些警務人員呢？人啊，大佬，這

些嘢，不是機械幫你做嘅，你一句說話都無和那些前線警務人

員去講，前線所有紀律部隊都要面對緊一個好大的問題，《家暴

法》、《噪音法》、《道路法》、什麼法，全部他都要識，咁無可能

他們識晒架，無可能一個前線識的，全部跟指引囉，你知唔知

道個壓力怎樣？你話司警請不到，你知不知最慘，就是治安警

察局局長，個流失率最高就是他那裡，因為無人肯捱，企街那

些無人肯做的。

另外一樣嘢，他們休班的時候又無槍，如果遇到些情況的

時候，他單薄的時候，他們怎樣救人，他自己都搞唔掂他自

己，點解無槍，即是這樣嘢，另外一個問題留返下一次再講。

不過我還有一些嘢想和你講，就是關於四十四個小時超

時，有些譬如，好緊要的 VIP 的人，國家領導人或者外國的總

理、總統來澳門，他們唔止四十四個鐘頭喎，唔止架喎，如果

超過四十四個小時，可唔可以俾埋佢，俾啲錢佢呢？有些無得

食架。咁這些嘢，司長，你真是要顧及，他們不是機械，我再

重複一樣嘢，他們不是機械，你要他做這麼多樣嘢，是因為你

覺得你是做開你要求高，我是同意，但是你都要有些人道

性，有些 flexibility。有些人攞假結婚，他都唔俾，有好多

case。我一得閒，我約你，同你食飯，或者去你的辦公室，都

唔緊要架，我講晒啲情況俾你，咁才可以落實到這份嘢，這份

嘢我好坦誠講，我好失望。因為你的引介，不是機械，是人去

做這些嘢，不能夠這樣去做。

我還有一樣東西就是，關於十年補兩年你可不可以嘅？因

為你，講了給你聽，紀律部隊和一般文職是不同的，他們的負

荷好大，他是二十四小時工作的，他休班都要做嘢，如果發生

事故。

多謝晒司長！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想同司長探討幾個問題。咁一個就是交通執法方面，咁看

返治安警察局公佈的一些的資料顯示，上年全年，查獲行人違

章過馬路有二千三百二十四宗，同比是升了有七成五，單是 12

月已經是錄得有近九十宗。而私家車衝紅燈，亦都有二千二百

八十二宗，增加亦都百分之七點五四。咁無牌駕駛亦都有三百

八十七宗啦，升亦都有一成七。咁超速方面，咁友誼大橋全年

是錄得一千三百九十五宗，同比亦都升了六倍八。咁違反道路

規章和法律方面，有六十七萬四千幾宗，同比亦都升了三成

一。咁警方發出違例的泊車告票，六十三萬四千幾張，咁這個

升幅亦都是三成三，咁單是十二月，已經是發出了是超過四萬

張這些告票。咁從上述這些數據裡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澳門在部

分行人和一個駕駛者的安全意識和守法的意識方面，都是相對

比較薄弱。咁隨著澳門的道路環境日趨一個複雜，咁這些交通

的亂象，我相信司長，亦都亟待是需要改善的。

咁另外亦都看返了，我們澳門亦都經常發生涉及於一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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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酒駕、醉酒，還有一個藥駕等等這些的交通意外，咁其實

對社會的危害非常之大。咁我們看返，就個原因，好多時都是

一個什麼呢？執法力度方面，還有是有關一個的相對的刑罰方

面，是能不能夠起到一個阻嚇作用，咁我相信這個亦都會有一

個密切的關係。

另外亦都看返了，在道路交通法已經是明確了，是界定酒

後駕駛和一個醉酒駕駛，更加是將這個醉駕、毒駕是作為一個

刑事的罪行，最高是一年的徒刑和禁止駕駛一至三年。而面對

這些懷疑酒後的駕駛者，咁補充的法規，亦都引入了一些叫即

場的檢測的一些的措施。但是坊間，亦都批評，允許酒後駕駛

或者醉酒駕駛的這些的人士，是可以以一個的罰金去代刑，咁

無疑，其實亦都是助長了這些駕駛者的僥倖的心理。咁加上毒

駕方面，政府亦都未能夠推出一些的配套的一些的行政法規去

進行有關的毒後駕駛的一些檢定的方式啦和使用有關的儀

器，咁出了事之後，亦都好難去入罪。咁這些亦都使到警方不

能夠即場咁樣去執法，咁亦都令到一些的肇事者容易脫罪。咁

都想問下司長，會不會盡快去評估和檢討現時有關一些的酒駕

啦、醉駕啦，還有毒駕的刑罰？會不會研究修改道路交通

法？考慮鄰近地區的一些的扣分制度，加大這些的違法的成

本？亦都針對行人和駕駛者的安全意識的薄弱，在執法方面和

宣傳力度方面，都想聽聽司長有些什麼具體的措施？例如會不

會增加好似鄰近地區的一些的電子執法的系統？或者仿效一些

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呢？強制要求一些的違規的駕駛人士去報讀

一些的駕駛的改進課程等等？咁這個可能都和其它部門一起結

合。

咁另外，亦都想給幾張相給司長看看，咁就這幾張相，就

啱啱先……就是可能看得不清楚，我就介紹下。就啱啱先在近

期的 4 月 5 號，咁清明節，咁大家都知道，一些孝子賢孫都會

去氹仔沙崗的市政墳場。咁我們會睇返了在這個市政墳場基本

上它的馬路，就靠近一個叫高勵雅馬路和一個雞頸馬路。咁我

會看到這些相片可能比較咩呢？有好多扶老攜幼，亦都有好多

老人家，過馬路，做埋交通警的角色，這樣的手勢，去叫這些

車輛停一停，去給一些的路人一個通過。咁我想提一個什麼意

見，這裏可能從長遠，需要有一些的過路設施啦，紅綠燈

啦。咁但是短期方面，可唔可以司長就話這些清明節、重陽

節，我們可以加派一些的交通警員喺度指揮交通呢？咁想聽聽

司長這方面的意見。

咁亦都和司長探討一下關於一些的舊樓消防安全的問

題。咁看返，我們三十年樓齡和以上的一些的底層的樓宇，我

們超過有三千幾棟，咁這些樓宇，好多時都無管理公司、業主

會和樓宇的一些的公共設施，一些的維修基金亦都無的。咁在

這方面，亦都我們見到好多這些舊樓，都好多時一些電單車都

阻塞一些的大廈那些出入口，一些垃圾的雜物，亦都放在些公

共空間等等。咁好容易造成一些安全的隱患，一旦發生火

警，相信後果就不堪設想。咁另外了，除了這些之外，亦都有

不少的一些空置的地段，長期都是擺放一些的雜物。咁曾

經，好似前年，新橋區就一個空置的地段就發生大火，禍及相

連的大廈。而早前，這個，一些地區的團體，亦都再次又看返

了，雖然前年是清了些雜物，但是現在，又堆到，好似一座山

咁高，亦都怕去可能會釀成一些的火警的事故。咁我想問一問

司長，對於我們追了好多年嘅，因為這個的 2010 年，在施政方

針，就話修訂一個叫做《防火安全的規章》，到現在五年的時間

了，想司長看下對於有關的這個修法工作，進行成怎樣？咁另

外，亦都對於這些這樣的舊式的樓宇，司長咁方面，怎樣做好

有關這一些的防火的宣傳呢？亦都針對這些的大廈的一些的空

置的地盤，在消防安全方面，有些什麼應對措施？避免這些的

空置的地段是成為一個什麼呢？社區的一個的計時炸彈。

咁再者，亦都想和司長講一講，一些的鮮肉食品的走私問

題。咁睇返了一些業界就話，我們平時，澳門，我們宰豬的數

量就不是好多的現在，每日大概我們三百頭。但是以一些的比

例，好似鄰近地區，香港七、八百萬人的人口，他每日的活豬

一些的屠宰的量，有五千頭。咁其實澳門是相當於它的人口的

十分之一，咁以這個的推算，其實澳門，應該這個活豬的一些

的屠宰的量，應該是大概有五百頭。咁睇返這裡了我們會發覺

什麼？雖然我們都有些凍肉食品，咁但是我們唔好忘記，我們

除了一個人口旅客增多，這近年都是增多啦，我們亦都看返這

些的屠宰豬量是不升反跌。咁想問下在這方面，司長對於一些

的走私的一些肉，所存在的一些的問題，因為這些走私肉，好

多時都發生有什麼呢？衛生問題、安全問題等等。咁想看看司

長這方面，怎樣在食物的安全把關，還有一個市場的健康發展

方面，有些什麼一些具體的措施呢？去堵截一些的走私的一些

的鮮活食品，一些的數量比較多啦，同埋一些有組織咁樣流到

本澳。都想司長就這幾個問題作一些的回應。

唔該晒！

主席：蕭志偉議員。

蕭志偉：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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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這個通關的管理和跨境犯罪之間個平

衡。咁剛才多位同事亦都有提到，亦都看到司長你的施政方針

裡面，你都在這個問題上面有提到的。咁我相信作為一個旅客

來到澳門，對澳門個評價是好高，首先就是個通關的便利，亦

都對澳門的治安是認為是做得好好。咁我相信這個是因為保安

範疇的同事經過多年的努力，將一些軟硬的設施，自助通

關，令到這個通關的效率能夠提升。而在那個治安的問題上面

亦都是不斷咁樣強化一些警力，令到我們澳門治安問題，即使

是一個遊客來到澳門都是可以安心。咁當然啦，剛才話我們多

位議員都會擔心作為一個澳門的開放城市，因為我們開放的過

程裡面，一些跨境的罪案會不會增加呢？而這些跨境的罪

案，包括有些是假的證件，販賣人口，毒品的犯罪，一些恐怖

分子的犯罪，甚至洗黑錢，經濟犯罪，甚至我們的博彩稅收的

下跌，而一些逾期的居留、非法入境等等。這些都即是跨境犯

罪，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的時候，都會有這些擔心，究竟我們

會不會因為那個開放的程度越大而引起這些犯罪的機會是越

高？咁我相信，即是大家都希望司長在這方面作出一些平

衡。不過我對司長好有信心，因為在你的施政方針裡面，你提

出了一樣嘢，是寫得好清楚的。你提到，就是話，在現代的社

會裡面，只有通過這些國際和區域間一個密切高效的警務合

作，建立恆之有效的區際和國際警務合作這些機制，才能夠切

實、有效去預防和打擊這些跨境的犯罪。我相信司長你一定要

堅持著這個理念，我們不能夠話因為我們擔心這些跨境的犯

罪，而將我們那個通關個效率，是將它降低，這種這樣的思考

方式我覺得不適合。反而是一方面繼續去堅持著怎樣利用這些

口岸，再用一些新的科技的手段，令到我們可以接待那個遊客

的數字能夠增加的同時，但是咁個治安不會惡化，我相信只能

夠按照司長你所提出的這種這樣的施政方針、施政理念先至能

夠做得好。咁所以我好希望，即是司長和你的同事在未來繼續

是堅持著做這個工作。

咁關於一些口岸上面的管理模式，當然啦，在 3 月份的時

候，在兩會期間，我們好多澳門區的人大代表又好，政協的委

員又好，他們都不斷用提案的方式，在當中亦都提到特別在橫

琴和澳門之間那個通關上面，是希望用一種比較新思維的一種

創新的理念去管理好這個模式。咁當中亦都提到有些是一地兩

檢，有一些是單邊的驗放。咁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看到

粵澳的合作的過程裡面，橫琴這個新區，這個自貿區已經啟動

了。咁當中亦都已經有好多政策是逐步逐步在這個新區，即是

一些新的政策是落實。咁所以大家都覺得，特別在人流上面要

和橫琴之間用一種新的模式才適合。但是我看司長你在你的施

政方針裡面，你提到橫琴的口岸是需要重建的，你是這樣去提

出來嘅。你亦都提出了關於這個採用這種新的模式，你是話用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這種這樣的新的模式是放在粵澳新通

道。咁我想瞭解下，是否橫琴新區因為它的條件等等的限

制，令到不可以用一個一地兩檢、單邊驗放這種這樣的新的模

式套入去？所以我們澳門特區只能夠是用口岸的重建，這種這

樣的思考方式才能夠可以做得到，我想瞭解下究竟是否這樣的

情況？

跟住我覺得就是話，當然啦，在那個口岸管理上面，特別

是保安範疇裡面，做了一大量的工作，令到在人流那個效率提

升方面做了一個好好的成效。我相信現在區域合作上面，特別

是除了人流之外，物流這種關係都會在未來，逐步有一些新的

發展的方向。包括我們中央亦都透過廣東省和澳門之間一些更

緊密的合作關係啦，我相信這個緊密的關係是怎樣去推動好這

個貿易的自由化。咁亦都看到廣東省多位官員亦都在上年也

好，今年都不斷來到，包括即是他們都是希望在這個大家之間

的貿易量能夠增加。在這種這樣的情況下面，其實用過往這種

通關，即是報關等等的舊有的形式，可能未必適合到今日這種

新的發展方向。

我亦都在司長你所提到的施政方針裡面講到內地和澳門之

間，海關會用一種共用統一報關的文件，亦都爭取是在這些跨

工區口岸先試，咁我想知道究竟這個是否已經啟動了？如果啟

動了，個進度又是怎樣？如果未啟動，是否在未來好快會啟

動？咁我亦都希望，即是話用我們管理人流這種這樣的思考方

式，怎樣去爭取了這個成效可以一路轉化去推動到去物流這個

方向。

另外一個，我想講講，的士違規方面，其實即是司長都會

好強調利用這個部門的合作，包括即是多個部門一起去做了這

個跨司，然後令到這個天眼的工程，能夠是你好有信心可

以，即是有個時間表喺度。但是我亦都希望司長擴寬那個思

維，因為你的部門裡面，治安警察局交通廳已經是和交通事務

局利用這個跨司的協調，是將這個多組路口現場交通實況，這

個錄像轉接去交通廳。所以我希望，因為這個交通事務局，它

自己本身有一個系統嘅，是否可以將這個系統再加有效咁樣結

合到它？將這個，即是跨司這種這樣的思考方式，擴得更加

寬？這個有利這個管理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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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黃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咁我一陣，我首先回應了高天賜議員問題和蕭志偉議員問

題之後，就會請李錦昌獄長講新監獄的工程進展。跟著就關於

交通執法方面問題，就何潤生議員所講，關於交通執法問

題，一陣由梁文昌局長回應。關於修訂《防火安全規章》，防火

宣傳方面問題由馬耀榮局長回應。還有鮮肉食品的走私問題由

賴關長回應。或者我首先就多謝張立群議員剛才的表揚，其實

這個是警隊應該做的，咁我們會全力以赴，繼續將工作做好。

關於高天賜議員，就我這裡亦都想坦誠，因為高議員好坦

誠，我亦都好坦誠。咁第一樣嘢，我好遺憾，高議員只是看了

這份，不看厚那份，因為裡面有好多內容的，你不要因為這一

份這麼簡單，你就去以偏概全，我就不同意。因為裡面有好多

內容，你未看你就批評，這個我不同意，當然，我多謝你的表

揚……多謝你的批評，亦都是表揚，亦都是批評。咁還有你講

到個個案，就是這個櫃員機取款問題，跟住有個懷疑是有犯罪

的跡象的時候，報了警，警員到場，跟住問那些問題，要那些

資料。咁我想和你講，裡面的大部分的資料都是需要，你都是

法律出身，你好清楚這些資料對於這個預防犯罪同埋即是調查

方面是好重要。咁我覺得這方面，我覺得是需要的，當然，即

是有一兩項是無必要啦咁樣，譬如講那個員工編號幾多號，這

個不需要啦，係嘛？咁但是父母姓名又好、你出生日期又

好、身份證號碼又好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架，你都是讀法律出

身，你好清楚架，係嘛？

關於補假問題，咁我即時，因為我之前都好留意到相關的

問題，亦都即時是同周邊的同事進行溝通，不論治安警又

好、司警又好，全部有補假，我不知你的來源在哪裡？如果是

有的，你盡快提交給我，是哪個部門？如果是違法處理，我要

處理他，好不好？這個我想正式和你講。

第三個問題關於什麼呢？用水用電被處罰，開紀律程

序，咁如果是濫用不斷，即是好浪費，咁樣當然要紀律程

序，咁我們現在希望是要，看下梁司長那裡講，要是節省資源

嘛，其實節省資源是我們公務員應該有的品德來的，這個是對

的。如果話他是專門刁難的，咁你提供給我，我去處理。但是

如果是正常的一種開紀律程序來講，我覺得無問題喎。還有一

個問題，房屋問題，起宿舍。咁我記得好清楚，我 3 月 23

號，3 月 24 號，特首在這裡講，講得好清楚嘅，他個表態，一

句比我好一百句啦，係嘛？他已經表達，最高長官已經表達了

這樣的意思喺度了，咁我仲駛講咩？係嘛？我想不用講了，好

清晰了。

還有第五個問題，關於 OT 問題，四十四小時，有個增補

性報酬的問題。咁大家都好清楚，四十四小時以上，就是即是

以前補五十點，現在補一百點，就是有下限，無上限架，這個

是紀律部隊的本身的一個規定來的，法律制度是這樣規定。咁

你不可以話，他五十個小時，我就要補多六個小時俾佢，唔得

架喎，我無錢補俾他喎，我自己攞荷包，我無錢喎，真係，補

得幾多個啫？無可能的事。所以這個，法律制度是這樣規定

的，我無權利，亦都是無責任去補這個錢，如果要改的，改法

律。怎樣去改？我想這個要社會共識。十年補兩問題，我覺

得，即是當然好啦，咁但是我們要符合整個整體的政策，特區

政府政策有無可能去做到這樣？資源可不可以做到這樣？這個

是整個社會共識問題，就不是我講就得，我講一百句都無問題

架，係嘛？但是做得到先得架，我不可以隨便打個空頭支

票，唔得架，我作為保安司司長，我不可以做這樣的承諾，係

嘛？當然，我可以，即是如果是社會有共識的情況之下，我樂

見其成，係嘛？大家知道，政府是一個整體，不是一個保安司

的一個政府，是整個政府的政府，係嘛？唔好意思，因為你坦

誠，我又好坦誠，好不好？

關於即是這個蕭志偉議員講到的這個通關便利和公共安全

之間的平衡。其實這個就是剛才關議員亦提到，咁我非常贊

同。但是我們首要是保障公共的安全，公共安全是我們的前

提，所以我們一直會做。但是有好多的工作，我們不可以，即

是去公開透露的。

關於橫琴口岸重建的問題，其實我們警察總局和治安警察

局和海關已經是進行相關的研究，亦都是希望是在重建方

面，第一樣嘢，可唔可以運用橫琴方面的土地進行這方面的重

建？因為始終蓮花口岸的個地方好有限，它本身是擴建唔到

的。所以一個就是重建的問題，另外一個方面是兩地一檢的研

究，現在是進行當中，我們是希望這方面是可以做得到的。未

來通關模式的改革，我想這個是一直都進行當中，咁我們今次

施政方針特別是提到這方面的這個工作，咁我們相關的部門已

經是緊鑼密鼓是做緊這個研究。

天眼就是跨司合作，咁我想講，其實我們新班子上任之

後，有好多的工作，那個合作是非常良好，司長和司長之

間，還有由特首去進行這個協調的這個政務會議，好多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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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行這個，即是協調到的，包括我們最近的譬如講偽基站

的問題又好，譬如講最近這個司法警察局關於遊戲機中心的這

個非法賭博的問題又好，還有就是最近還有一、兩個個案，關

於那個……還有好多個案嘅，都是跨司合作的一個非常成功的

例子。咁我諗這個天眼亦都一樣，所以我上任之後，同羅立文

司長，還有總局長亦都和羅立文司長多次溝通，而且我們回去

這個今次施政辯論之後，即時召開工作會議，雙方去探討怎樣

盡快推動，雖然是這個時間已經擺了出來，但是我們希望是盡

快推動。

咁我回應是大概是這麼多，咁接住下來，由李錦昌獄長講

講新監獄的工程的進展。

澳門監獄獄長李錦昌：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新監獄方面，我就是簡簡單單介紹一下。新監獄其實，我

們亦都基於這個保安原因，我是將整個工程是將它斬開了四個

部分。咁現在我們第一部分是主要是做些基建、地基的工程來

的，大家現在，其他同事好多都提到的就是整日見到個瞭望

塔，好高，成日問我什麼來的？其實我有，暫時有八個瞭望塔

做了喺度，咁同埋有一些電力分站、一些基礎設施喺度。咁第

二期工程，就是包括了在囚人所使用的工場，囚倉，還有他們

用的探監的綜合大樓。第三期工程，就包括了這個行政樓、保

安檢查的主樓，還有員工休息室，亦都是包括了員工的訓練

所。咁第四期工程就是我們監獄的保安系統了，主要是一些電

力、一些閉路電視、電子的監控系統，分四期工程做的。咁現

在第一期工程，我們剛剛收到一個公函，就現在進行緊這個叫

做收則的程序，咁工務範疇的同事就通知我們，希望可以在今

個月的月底，是完成這個收則程序。咁至於第二期工程，我們

現在亦都是工務局同事，現在進行緊開標程序。至於區議員問

到那個問題，就是點解要拖咁耐呢？咁我之前我都提過了，在

立法會都提過這個問題。咁最主要就有兩方面。一方面，就是

本身工程進展期間，他們施工的公司它交出來那個成品的素

質，我們接受不到，所以有好多是重做啦，或者要他們重新再

訂購啦，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咁另一方面，就是根據工務局

給局方的資料顯示，亦都是有一些環境原因。之前的都提過

了，例如那個是土質，還有斜坡，它們地基，那個石頭的問

題。咁另外，就是因為有個需要，但是根據資料顯示，都是它

有些大型的那些機器，入不到去做咁個沉修挖掘，用人手挖

啦，我亦都記得都討論過這個問題，這個是技術問題來的。咁

亦都是有提到就是 2012 年的颱風影響，咁所以有關斜坡受

損，亦都是拖延了個工程，這些是環境出現的因素來的。咁我

們都是希望啦，即是監獄方面當然是好希望，盡快可以新獄投

入使用啦，因為現在監獄那個設計是不能夠，基本上不符合我

們的使用的了已經是，我們好多嘢想幫在囚人去發展都發展不

到的，咁好希望盡快可以投入使用。

多謝咁多位！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梁文昌局長講講交通執法方面的問

題。

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交通警員，一直都在本澳就各個區，就維持交通秩序

嘅。尤其是在這個節假日期間，亦都會是加派這個警員在繁忙

的路段，尤其是在些旅遊區那裡，會指揮些交通。咁適時亦都

會實施這個，譬如旅遊區那裡些人潮管制措施，亦都會是主要

是要確保些人和車是正常運作。咁我們在節假日期間在氹仔那

裡，我們亦都是派出了交通警的有多名的警員在現場，還有各

個，尤其是是離島景區亦都是加派了人手在現場，可能現場那

個行人路的設施、過路設施問題，我們適當地，亦都做了一些

的臨時的措施是供這個掃墓者使用。另外在澳門區，我們亦都

是加派了，咁我們在交通的政策方面，我們亦都是希望，就是

採取了三個方面，宣傳、教育，還有檢控的三個方面，就希望

就使到市民就有這個安全的意識，咁營造一些交通良好的環境

嘅。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跟住落來由馬耀榮局長講講這個《防

火安全規章》的修訂問題。

消防局局長馬耀榮：多謝司長，多謝主席。

議員：

首先非常感謝議員對消防工作那個重視。《防火安全規

章》，其實我們一直都非常高度關注，因為是我們消防工作的切

身關係來的。咁所以由回歸之後，我們一直都建議是修改。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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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就一直都有跟進。咁在今年，就換屆之後，土地工務運輸

局方面亦是非常緊張。咁亦是委任了新的同事和我們的小組是

聯繫，每個禮拜現在是開兩次會的。我電話同李局長溝通

過，他亦希望在今年年底能夠完成這個草案。

咁至於樓宇，舊區個問題，其實在邊個區，最重要是大家

注意這個防火安全，無話舊區和新區那個不安全，大家如果能

夠符合這個防火安全規章的規定，任何區域都是安全的。在那

個數字裡面反映，特別在高層數字，我在首三個月裡面，高層

數字那個火災是比五層樓是高的。咁這裡相反，即是講出

來，就是話，如果你在個新區裡面，在住宅樓宇你不注意一般

個安全，咁就會產生這些火災意外。咁在消防局裡面，除了是

對這些防火工作重視之外，亦是針對我們那個救援，我們亦是

在這些，為了舊區我們些消防車能夠進入，先後是買過這些救

護電單車啦、滅火電單車啦，針對性咁樣去訓練啦，亦是買了

一些十八米的水泵車，它個樁腳是不用伸出來嘅，它架車入到

去，它就可以起梯嘅了，是專門為舊城區五層樓去救火。咁好

多次的滅火行動和救人，都是它那個效率是非常之高。

咁另外我們每日亦會去巡查這些地喉，檢查它們那個水

壓，熟悉這個道路。咁在防火方面，我們其實亦是非常之重

視，每年我們是在這個不同的季節的時間，亦是做了不同的防

火宣傳和不同的團體，是有石油業、酒店業、廠商會、物業管

理，飲食，街坊總會等等，婦聯咁樣啦，都有做一些重要的防

火宣傳和講座，或者疏散。咁特別是街總方面，每年在那個共

創社區新環境，都推動在北區那些市民高度重視。

我們的防火工作，在去年裡面，我們做了逃生演習有六十

一次，人數是一萬多人，防火講座一百二十八次，人數有九千

幾人。透過不同的宣傳渠道，我們加強了這個防火意識之

外，亦是宣傳這個濫用救護車嘅。咁在這個派發傳單方面，有

三萬幾次，咁防火宣傳單張和些海報有千幾次。咁在這裡，我

們是亦接受到好多的火警的投訴，咁這些投訴通常都是阻塞走

火通道，或者是擺放雜物，咁這裡我們高度重視，我們有二十

四小時的人員，即時是去現場去做這個巡查。發現它嚴重危

險，我們即時是要去搵這個業主啦，去處理啦，或者是戒

備。咁之後，我們將這個文件是轉交工務局去跟進。因為現時

在那個《防火安全規章》的全面監督，都是由返工務局去負

責。

咁這裡就是我向各位議員的匯報。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跟住下來由賴敏華關長講講是關於食

品走私方面問題。

澳門海關關長賴敏華：多謝司長。

關於那個鮮肉走私的問題，毫無疑問是一個長期的現

象，亦都是社會的現實問題來的。原因是在於兩地的物價差的

存在，亦都是在海關某些口岸上面，長期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

來的。咁在這個工作方面來講，海關主要是有兩個方面的舉

措。一個就是在口岸上面那個抽查，咁大家都知道啦，口岸上

面那個出入境的旅客人數眾多是絕無可能是逐個逐個檢查。咁

當然，抽查的形式或者是密度，亦都是視乎個現實情況來去靈

活去處理和是按不同的季節，或者可能例如是節假日之前，或

者一些是情況是比較會是多些的狀況底下，又會加強這個抽查

的。另外一個，就是市區內面的巡查，而市區內面巡查主要就

是針對些有組織，我們所謂有組織，就是話，有一些人是牽頭

是接收或者安排一些人偷帶一些鮮肉來到澳門來去交給一些食

肆裡面去作為一些餐飲上面的供應。這方面來講，我們是認為

對於這個食品安全，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危機。咁當然，這個

亦都是來自一些的投訴或者我們的海關的同事，在市內邊是根

據一些線索來去追尋這些運送的方式，來去進行打擊。咁交到

去食肆之後，當我們是確認了這個事件的時候，我們會通知民

政總署。因為民政總署是對於那些食肆的這些衛生管理、這些

的執法的執行工作是民政總署的職權來的。

我在這裡有些數字。我們在口岸查獲，2014 年裡面是豬肉

咁方面是有五萬三千九百六十二公斤，三鳥類來講就有二千二

百九十七公斤，其它的生肉就有七千二百六十四公斤。而在市

區，即是我剛才所講，譬如交去食肆的，咁我們追查到的個

案，在肉類來講是有二千四百八十二公斤，三鳥類是有二百八

十五公斤。

咁我的報告完畢。

多謝！

主席：時間都差不多了，好嗎？

各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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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會議就到此，現在宣佈散會，我們在這裡再次多謝

黃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我們的會議。

（休會）

（四月十日會議）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繼續開會，今日的議程都是辯論保安領域 2015 年的施

政方針的政策，在這裡歡迎黃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今日的會

議。昨日，一共有十六位議員提問，還有四位未追問。現在進

入追問時間。

高天賜議員。

高天賜：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咁昨日同司長交換了一些意見，咁就想和司長講，其實我

由頭至尾都是講緊你的引介的。咁引介我覺得失望，因為你無

提前線的警務人員的那個痛苦。無論硬件、軟件，他們有問

題，我提出了幾個例子，例如些舊的床褥，四十四個小時之

後，有些去到六十四小時，你都無補鐘。咁亦都房屋的問

題，你就講到那個要社會共識，咁司長你是一哥來的，司

長，個個都看著你，咁你是有條件提出一些修改。其實，有關

的法例，不是現代化，即是已經是好多過時，你是需要改

的。其實，司長你都知道好多樣嘢，你都受惠的，因為當時你

的上司都有幫你，因為如果不是你的上司幫你，你當時你做司

警的局長，你的人工高過警察總局局長，你明不明？即是這些

東西，司長你可以做的，個關鍵就是司長你有無心去做。所以

我希望司長你可以，不要，即是我昨日講過，這份東西是給鐵

甲威龍，鐵甲威龍才做到這些東西的。所以你、司長你真是要

俾心機去行政長官，因為行政長官都有講到，它裡面要行政手

續簡化。咁行政手續簡化，我今朝早收到你的同事的電話，叫

我上去香港的網站，怎樣報案，然後香港，譬如，唔見私人物

件、電話騷擾、汽車報失，噪音，有關上訴的抄牌，全部都可

以現在這樣做的。咁我們澳門只有什麼呢？只是抄牌，咁這裡

是否要現代化呢？簡化……

主席：何潤生議員。

何潤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昨日，我就提出了關於治安警察局有關些違規檢控的數

據，都是呈現一個上升的趨勢，咁但是交通的亂象就未見改

善。咁我們看返今年四月至到現在是四月初，已經發生了五宗

奪去了六命的一個交通意外，咁亦都敲響了警鐘，是值得全社

會的高度重視。咁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是執法力度不夠？刑罰

阻嚇力不足？抑或部分行人和駕駛者的安全意識和守法的意識

薄弱呢？咁我認為是什麼呢？是需要，司長，我們需要是什麼

呢？多管齊下，綜合治理，咁作為一個交通執法的保安司，我

覺得是責無旁貸。咁我想問一問司長，因為昨日是無回應

到，咁在針對行人和駕駛者的安全意識薄弱方面，在執法和宣

傳教育方面，有些什麼具體的改善措施？另外，亦都針對，在

坊間我們整日都批評酒駕、醉駕、毒駕，這個的量刑太輕，好

多時都是以一些的罰金而去代刑，亦都起不到一些的阻嚇作

用，會不會是研究去修訂有關的道路交通法？去參考鄰近地

區，去引入一些的扣分制，去加大這個的違法的成本呢？因為

我們看返這些的這樣的醉駕、毒駕，同埋一個的酒駕，所引致

的交通意外都是好嚴重嘅。咁所以這方面，亦都想聽聽司長的

這個講法。

另外，亦都關於防火規章，我好希望，昨日局長都講了會

在今年的年底會完成啦。咁我亦都看返，因為以往這個的防火

規章，只是包括是一些的已建成的樓宇的安全，咁對於一些的

空置的一些的地盤是不包的。咁我想問一問，局長你和工務局

的局長談的時候，有無去考慮到亦都包上這些空置的地盤？

唔該。

主席：蕭志偉議員。

蕭志偉：多謝主席。

黃司長：

咁首先多謝昨天你對我提出的一些建議和一些問題已經是

有回應了。咁我今日想繼續是圍繞著那個貨物的通關，怎樣能

夠在這個新思維裡面去解決，即是一些新的變化。咁司長你亦

在昨天回應的時候，亦都提到，其實在這些，即是通關，或者

這些口岸的重新設計等等，都已經是有一些小組，或者甚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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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政府之間在推動裡面用一些政府高層這種這樣的商討的

機制已經設立了，亦都是推動緊。咁我記得，就在廣東省在推

這個商貿，即是和澳門之間那個商貿那個工作上面，其實上

年，他們過來的時候，都會找一些民間、澳門的民間嘅商業的

一些組織，咁就和這些行業的組織一起去將他們所面對的問

題，是去了解，同時他們亦都答應了是用一些定期的機制。咁

我相信他們的意思就是話，除了在政府的層面，去推動一些新

的政策去應付新的環境的過程裡面，亦都希望是對一個行業它

們怎樣能夠，它們的意見又好，甚至一些看法都吸納得到。咁

我好希望司長未來在推動這些，特別我相信你會提到一些工作

小組去推動的，在這些工作小組裡面，譬如好像，特別是海關

部門裡面，其實他們都有一些定期機制去吸納一些行業裡面的

組織的意見。咁是否在這方面，我相信以後在這些工作小組裡

面都用這種這樣的模式去思考，咁令到這些意見是可以提早吸

納到，咁在將來規劃上面是更加是妥善的。

主席：請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首先多謝剛才三位議員的跟進。

或者這樣，用少少時間，亦都再補充，對高天賜議員昨日

提出的問題和剛才所作出跟進的一些問題的一個回應。咁就知

道高議員一直以來都好關心我們保安範疇的同事，尤其是前線

的同事，這個好清楚。雖然即是提出有一些未必是和那個法律

是相銜接，但是知道你的心是好支持我們些同事，所以我代表

些同事多謝你先。咁事實上，今次保安範疇的施政方針是傳承

過去的一直以來的高標準、嚴要求的施政風格，咁這個亦是法

律要求的職責，亦都是市民和社會各界的訴求，更是行政和執

法工作的需要。所以你話好嚴，前線壓力好大，這個我其實是

同意的，但是保安司轄下部門的所有人員，都是特區政府的重

要資源。保安司是重視、非常重視前線人員的壓力和需要，咁

我在印象當中，在保安司的這麼多年的這種施政方針當中，今

年是第一次提出是以警為本的裡面理念，咁我是除了在這個報

告當中寫，還有去多個場合亦都督促轄下部門的領導和主

管，一定要重視前線警員的需要、訴求和意見，關心前線工作

人員困難，促進溝通，營造和諧的工作氛圍。咁這個在我們的

施政方針當中，寫了好多點的，咁我這裡不重複，最主要是去

第六點的第三裡面有好多點都是講這方面的內容，是希望在內

部營造一個和諧環境，同埋重視前線警員的需要、他的意

見、他的困難。

咁另外昨日亦都講到，就是保安司亦都會檢討 66/94/M，還

有相關的法律制度，重點是研究建立向上流動的機制，使基層

人員有不斷上進的空間。咁這個其實你所提出的東西，我們全

部都有考慮，而且我是非常重視前線警員的本身他的困難、他

的需要和訴求。在福利待遇方面，在符合特區政府總體政策和

條件允許情況之下，保安司一定會全力去爭取和創造更好的條

件，咁這個是保安司的一種態度。咁其實就是我在這裡亦都和

主席閣下和各位議員去匯報。那麼多年來，我擔任司警局的局

長那麼多年來，我是非常了解前線人員他的本身的這種壓力和

他的工作的困難是非常清晰的。其實譬如講今次我們在這個春

節的這個期間，不止我們前線警員，前線警員好辛苦，大家都

看得到，不止我們前線警員，還有我們，譬如講警察總局局長

和治安警察局局長，他們都要去巡視，而且一直是去這個噴水

池方面，去看下那個情況的變化，隨時採取新的措施去怎樣去

做這個人群的控制。其實這種壓力，前線警員有，我們主

管、我們領導全部都有的，其實這個是大家是非常清晰的。所

以高議員你不講，其實我們都非常清楚。咁你話要將它寫在這

個報告當中，當然，我覺得因為好像二十分鐘給我讀，我無可

能寫那麼多東西，咁還有我的報告的內容亦都是三十幾頁已經

好多架啦，我覺得好多架啦，去比較司長的報告當中，我覺得

我寫得太多了咁樣。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因為施政方針係個方

針來的，不是所有東西，雞毛蒜皮的東西都寫在裡面，所以請

高議員，即是知道的。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借這個機會，就因為昨日李靜儀議員

就提到這個關於發財巴在“三不管”調頭這個問題的執法工

作，咁我想在這裡作一個簡單的回應。咁關於李靜儀議員昨日

提到的中級法院的判例，昨晚我返到去之後，即時去上網查到

一個個案，只是一個啫，其它我查不到，我查到一個，就是第

515/201 號卷宗，是 2013 年中級法院，2013 年 12 月 26 號做出

的一個裁決。咁這個裁決，我經過分析之後，雖然裡面提到這

個 67/84/M 號法令，但是有關持特別駕照在澳門駕駛車輛的問

題，即是關於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個案的解決一個內地人而特

別駕照在澳門駕駛澳門車輛，而沒有，即是按照這個要求駕駛

兩地車牌而被檢控。所以案件的事實是和李靜儀議員所講

的，是發財巴在“三不管”調頭這個案件的事實是不同的，咁

這個是無可比性。當然，即是長期當中亦都引用了這個法令的

一些規定，譬如講，必須駕駛懸掛兩地牌和運載兩地人或貨物

往來的車輛，咁事實上，即是這裡有好多可以演繹和解釋的空

間，咁這個大家法例可以再看法例裡面所講的東西。因為這個

裁決當中所引用的法令的一些規定，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演繹

和解釋。所以我認為這裡確實是存在一些唔明顯的灰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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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們會進行研究，和法務部門溝通，是否存在修法的空

間？咁這個是即是保安司的這種態度。咁並不是話，保安司或

者是警方不理這類的問題，這類問題其實社會上有好多的反

映，但是作為保安司，作為警方來講，我們一定要依法去執法

嘅。

關於扣分制，剛才何潤生議員提到了扣分制的問題，其實

政府是持一個非常開放的態度去聽取不同意見的。但是現在現

行的道路交通法，針對一些危害道路安全的這個行為所訂定的

處罰，相對扣分制度來講是更加嚴厲，咁這個有好多的規定是

規定了吊銷駕駛執照，不單單是扣分這樣這麼簡單。咁還有由

於各地的制度不同，在澳門實行扣分制需要做深入的探討，咁

政府方面會繼續廣泛搜集社會意見，進行研究分析，綜合考慮

是否有更加可行的制度和措施。

或者接著下來由梁文昌局長講講下，關於怎樣加強，即是

剛才何潤生議員講到的關於怎樣加強交通執法的宣傳等等方面

的問題。

多謝。

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治安警察局對於醉駕的違法行為十分關注。根據本局的資

料，2014 年的首三季汽車和電單車涉及醉駕造成交通意外的數

字，就有一百零五宗，咁和 2013 年的相比，是一百一十四

宗，就是跌了 8%嘅。咁 2015 年的首兩個月，就有二十四

宗，亦都是比同期的 2014 年就是升了 15%。我們就會繼續咁樣

持續咁樣監察，一些不法的行為和違法的行為，睇下那個趨勢

的走向，咁我們又會更加咁樣靈活的方式去打擊，還有我們不

斷去調整我們的警力的部署，我們會增加我們做 stop 那個次數

啦，咁加強這個加大力度打擊。咁交通法實施到現在，咁就有

些駕駛者就受酒精影響之下，或者是受麻醉品、精神科藥物的

影響下駕駛，是可被科處罰金啦，禁止駕駛啦，吊銷啦，又或

者是重考的一些刑罰。就至於對於一些超速，還有不遵守交通

規則的紅燈，不讓行人的，這些是屬於的輕微違反，可以科處

這個禁止駕駛。

咁我們在另外一方面，現在交通道路法是正在喺度修訂之

中，咁我們對於一些毒駕、超速，醉駕等等罰則，我們都研究

緊，同密切咁樣交通事務局研究緊，是睇下個量刑方面，可以

怎樣去完善它、改善它？另外我昨天都講過，我們會在宣

傳、教育和檢控三個方面是會加強，增加市民對我們駕駛的安

全意識。咁過去我們是交通安全月，現在我們其實是每年都是

做緊這個交通安全，是二十四小時，三百六十五日都是做著宣

傳、推廣和教育。咁在檢控打擊方面，我們有前線的警務巡邏

的警員，是用不定時的方式是二十四小時去做打擊的。

多謝。

主席：崔世昌議員。

崔世昌：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在這裡想和司長探討幾個問題。首先就是正如新一屆特區

政府提出了這個精兵簡政的施政的策略，相信這個策略是適用

於政府每一個施政的範疇。當然，保安司的範疇目前的部門設

置是否達到這個精兵簡政的要求呢？相信在黃司長和你的同事

會作深入研究。但是我這裡想舉一個實例和大家分享一下。據

我理解，保安範疇屬下，分別有保安高校、治安警察學校、還

有司警學校。據一些有關的警務人員和我反映，三間學校的資

源分佈又比較是不平均。咁正如我自己理解啦，作為例如一間

商學院裡面它亦都可以設有會計、工商管理和市場，都是和那

個範疇有關。咁我覺得在這個保安範疇的這三間學校，當然各

有主政，但是能否在司長的領導下，對這三間學校作出這個職

能整合或者是資源調配，是統籌警務人員的培訓工作，咁能夠

更好地配合特區未來的保安工作的需要呢？咁我覺得是這個可

以探討下的問題。

另外，昨日有同事亦都提到有關消防局的範疇、消防的範

疇。今日我都想講講，就是我和一些朋友都留意到，在過去十

年，路氹發展是好大，是離不開兩方面，一個就是居民的住的

人數是不斷的增加，而且在未來的一段日子都會不斷增加。另

外一個就是酒店的房間，由是澳門本島比較多，到現在，如果

我無有理解錯，應該是在路氹的酒店房間數應該會超過了澳

門。將來更加會，個比例是會有更大的距離。很多人都覺得在

保障人的人身安全方面是要關注，但是留意到一樣就是在消防

裡面，是氹仔在過去一段時間，都無增加些比較大型和新的消

防局是配合這個實際的需求。我覺得是不是今日大家可以探討

下，不知司長和消防局長方面有無什麼計劃呢？在將來未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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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短的日子裡面，是會有一些新的舉措能夠來配合返這個社會

需要。

最後，就講一講，關於老生常談，這個在過去我記得我自

己應該是第、如果不是第二次，都第三次提出這個問題。因為

在看到、在交通方面，確實在最近一段日子，尤其是這屆政府

上任之後，在新的領導班子是關注底下，交通是確實有所改

善，即是這個，我講那個交通就是塞車，在繁忙時間。但是我

留意到一樣東西，始終我覺得可以再做，就是在這個紅綠燈前

的黃格，還是可以再多做一些功夫。尤其是我想提出兩個

點，是好多時搞到是可以通的車都塞了喺度，就是，第一個就

是這個八角亭，第二個就是新麗華前面那裡。咁我知道，這個

治安警察局的交通廳，確實在最近一段日子是派多了好多人在

繁忙時間做了好多工作。但是這方面是可以，增強個執法來讓

一些人，怕了，不會在一個紅燈的時候都將架車霸著個黃格裡

面，阻著其它的車輛，從而令到個塞車更加嚴重。咁我就是想

和司長探討下這三樣嘢啫。

多謝。

主席：劉永誠議員。

劉永誠：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咁昨日和啱啱先亦都聽得到司長就佢個保安施政的範疇方

面，就政策和在舉措方面作了一些好詳盡的回應。咁如我本人

就亦都希望能夠借助今日的時間和司長去交流一下，就有關那

個保安那個施政方面一些理念、概念等等的東西。

咁我在今年的保安範疇的施政報告裡面，亦都是看得到司

長是提出一個概念是叫做環境預防，指出了從研究犯罪產生的

原因和條件是作為出發，在環境設計上面是增加了犯罪的難

度，或營造一種不能實現犯罪的環境。本人，對這個概念是表

示認同的，這些亦都正正是局方應負起的責任。報告裡面亦都

提出了是應該是主要是依賴居民的合力，提高大眾對防罪、滅

罪和守望相助的意識固然是重要啦，同時亦都希望針對當局的

職能範圍之內，能夠更多咁樣思考和主動參與實現這個環境預

防的概念，有效的具體措施，能夠不斷咁樣是推陳出新，是應

對最新的局勢。正如昨日，亦都聽得到司長是表達了好多在保

安領域裡面工作所遇到的難題，認知難題所在是解決困難的第

一步，更重要的是在認知的基礎上面，思考應對方案和解決辦

法。看得到司長對本澳保安工作的熱誠，亦都期望未來，能夠

聽得到司長和我們分享更多有關這兩日的他提出的那些難題的

解決的辦法和政策。

咁以下有幾點，我亦都想和司長去交流一下。我們澳門現

時，每年是要接待近三千多萬的旅客，澳門亦都是銳意發展成

為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讓保安方面能夠與時俱進，和國

際接軌，以構建澳門整體安全宜居的環境。報告裡面是指出了

輕微的罪案亦不容忽視，將輕微的罪案亦視為影響居民和遊客

對澳門治安印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這裡，我想問問司

長，在預防和打擊這個的輕微犯罪方面，有什麼特別的有效的

政策呢？咁而有關這個實現這個環境預防的概念裡面，具體工

作重點可以針對以下有幾點。包括去完善這個社區的監控系統

啦，還有消防的救災的網絡啦，督促是養成文明出行的習慣

啦，提升突發事件和特大罪案的應對能力等等啦。昨天，亦都

有好多的同事提出了，有關設立這個天眼的好處。咁我亦都在

昨日，聽到司長就這個這樣的系統個關注和覺得是怎樣希望是

盡快建立起來。而我本人早前，亦都在其它鄰近的地方，是親

身是體驗了一次有關這種網絡那種威力，對於調查方面事實上

面是達到一個好有效的功能。咁所以在這裡，我亦都不妨長氣

些，想追問一下，第四階段那個鏡頭的設置方面，會不會因應

返早日，你解釋過這三部階段的設置之後，能夠更快咁樣進行

這個佈點和設置，令到我們可以這個天眼系統能夠早日在一些

罪惡的黑點，或者一些舊區，人口密集的地方去安裝呢？

另外今日亦都聽得到，亦都在昨日亦都有好多議員，都提

及到有關個交通執法方面。咁我們澳門現時有好多的重型車

輛，每日穿梭在這個路面上面，經常好多這些車亦都行得好

快。回顧過去，包括昨日早上，又發生一宗致命的交通意

外，當中無論個過程是怎樣，多數我們看得到，只要是涉及客

貨車、旅遊巴或者賭場巴等重型車輛，即是差不多，似乎每次

意外都是導致有人命傷亡的。為了維持和構建安全有秩序的交

通環境，提高尤其這個重型車輛駕駛者的安全意識和警覺

性，我想聽聽，看下我們相關部門有無一些針對性的應對措施

呢？例如是會不會加派些人手？在重型車輛經常途徑的路

段，加緊巡邏和執法以避免和減少致命交通意外的不斷發生。

咁看得到，過去，當局亦都……剛才亦都有人提過話怎樣

去加強這個交通那個執法方面啦。咁我們看得到過去，當局對

於這個駕駛者不讓行人，進行這個嚴厲的執法。事實上有效了

這個執法是提升了駕駛者的讓先的意識。咁在當局會不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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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成功的經驗，將這個措施是伸延到其它一些對於這個駕駛

者又好、行人上面的情況秩序又好，去進行這個更嚴厲的執法

呢？咁現在我們看得到，除了駕駛者的駕駛習慣之外，其

實，我們又成日見到那些遊客是在這些遊客區裡面，賭場區一

帶，長期以來都是肆無忌憚咁樣四圍咁行，咁導致到其實駕駛

者好容易出到這個意外。咁我就想問問，例如話新口岸區一帶

的賭場區裡面，究竟我們有無話一個概念去怎樣去管制行人出

行呢？令到他們不要亂過馬路，令到我們那個區域那個行人那

個方面，還有交通的運作方面能夠更加暢順安全呢？

另外亦都想提提有關消防的工作。咁我們看得到，我們那

個澳大的河底隧道，還有我們架空的輕軌軌道，相繼咁樣是建

設起來了。咁我在這裡想問一問，消防的工作上面，有無購置

一些新型的設備，就應對這些新一些這樣的新的空間方面，或

者那個架空軌道的救災方面，是提出了一些，即是話是切入一

些硬件方面的投資？另外就是人員培訓方面，有無一些適時的

工作做了呢？

另外，我亦都想問一問，就是聽得到局長亦都是介紹了有

關的消防規章的修訂，應該在今年年底完成了。嗱，由於我們

現在是文遺的建築物相當多，在這個澳門裡面，咁有無一個特

別的章節呢？是可以面對這些文遺的建築物，就它因應返它是

先天條件的不足的情況之下，若然引用一些現代化的消防規章

的方面，就可能未必吻合到個要求，從而令到它在這個活化這

個建築文物的時候，是有它的難度喺度。是否有個章節可以特

別去處理，就進行這個專項的審批，從而令到它可以更好地進

行活化，可以利用好這些文遺的建築物，這些令到它可以能夠

提升它個生命力呢？

另外，就昨日亦都聽得到，就是有關話那個人資方面的質

素的提升。由於我們面對咁多遊客，就我們話前線部隊方

面，面對這些來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旅客，有無一些特別的

培訓？包括外語、還有文化方面的東西。

多謝。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今日第一個想探討的問題就是大廈防罪之友這樣嘢。司

法警察局在上年 4 月成立了警察局大廈防罪之友，發動本澳各

大廈業主管理委員會成員、住戶和物業的管理公司成員共同參

與防罪、滅罪工作。在施政方針中，當局亦都表示將會繼續借

助司法警察局、大廈防罪之友等民間的力量，做好針對社區犯

罪的預防工作。想問司長，現時有無統計過已經有幾多大廈參

加了做會員？當局採取了什麼的措施鼓勵大廈加入這個計

劃？是主動申請加入抑或被邀請才可以加入？另外，非法旅館

已經由數年前只在新口岸一帶等多棟的樓宇出現，已經蔓延到

黑沙環等核心的居民區，大批來自不同的國家地區的過期逗留

的人士住，對社區的環境、衛生、本地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亦

都構成了威脅。當局有無考慮去這些大廈，主動邀請大廈的物

業的管理公司和業主的管理委員會加入做會員？更好利用這個

計劃，調動社區的力量配合和協助警方預防和打擊犯罪的行

為。

第二的問題，就是警民合作。施政方針中，當局提出警力

有限、民力無窮，表示要深入社區，加大宣傳以擴大警務的合

作。司長昨日，亦都提到未來將以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和公關

警務三個並行理念作為指導，構建新型的警務工作模式。過

往，當局亦都展開多次的宣傳活動，通常以派下傳單、貼下海

報和社團合作講下講座，遊園會等形式，宣傳的範圍和力度未

必能夠真正深入人心。有些群體和雙職家庭成員，就未有參與

社團的市民就難以收到信息。想問司長，在未來有無其它更切

實有效的宣傳措施，可以擴大宣傳的層面，有效加強宣傳力

度，得到市民的認同？另外，不少市民都反映，不是他們不願

意合作，而是報案的程序繁瑣、時間長。雖然昨日司長，亦都

介紹了已經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加快、簡化報案的程序，但是

在實際上，程序的簡化的講法，仍未得到市民的認同，市民的

反應就是現時的報案程序，仍然要用不少，令一些只受了輕微

損失的市民，大多是不願意報案。此外，做證人的程序，亦都

同樣是繁瑣，因需要證人在辦公時間多次去錄口供和上庭，就

造成了證人的不便。請問司長，如何有效創造更為便民的機制

提高報案的效率，以獲得市民認同，鼓勵市民去舉報，從而做

好社區的警務工作？

第三個，就是短信 SMS 的報案系統。現在，本澳鄰近地

區，好像內地，已經普及短信的報案系統，方便聾啞人士、特

定的環境下，在不方便語音報警的人士，例如人身自由，受到

非法限制等等的情況。而由於那個短信的報案是快捷性，某種

程度上是簡化了報案的程序。因此，這個系統自運作以來，是

深受內地社會的公認和認可。當局亦曾於去年表示，因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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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正在這籌備著這個報案的系統，方便聽障人士報

案。當局，在 2015 年的施政方針中又再表示，將設立這短信的

報案系統，透過手機的短信去報案，方便聾啞人士在不方便的

時候，以語音的方式去報案的市民使用，並表示短信的報案系

統，專門在電腦系統來接收和受理這短信的求助案嘅。請問司

長，本澳的短信報案系統的籌備工作是進行得如何？有無確實

咁樣投入運作的時間表？當局準備如何向市民、遊客推廣這個

短信的報案系統？

有關未來人力資源的安排，警方在人力資源方面，昨日司

長都強調人手不足，現在招聘的人手，只是填補了退休警員的

空缺。明年開始，路氹城有好多的博彩娛樂場及非博彩元素的

大型娛樂項目亦都陸續咁樣進入營運，未來當局的工作是越來

越繁重，當局是需要合理的人手安排，在新區進行維持治安的

工作。想問司長，因應工作量的增加，在招聘人員的數目又未

能夠達標的情況下，如何去規劃這個科學的調配人力資源，以

應付未來所需適當的增加的警力？此外，當局在上年成立的特

別巡邏組，是具有快速的機動能力，能提高打擊嚴重罪案的效

率。當局表示，現時這個特巡組在澳門和離島各有一隊，亦坦

然，未來因應新城 A 區填海和粵澳新通道等大型項目落成，特

巡組需要是擴編，以便面對這個治安的挑戰。特巡組的成

員，可謂是精英中的精英，相信對人員的質素亦有較高的要

求。在現時的警隊人力不足、人資不足的情況下，當局有無構

思可以吸引更多具質素的年青人加入警隊，以增加這個特巡組

的人手？

第五就是警員士氣，在施政方針中提出治安警察局將繼續

舉辦警察故事系列的活動，透過警員的真實的經歷和感悟，凝

聚警隊的向心力，鞏固警隊核心的價值。治安警察局亦正研究

開設內部資訊網絡平台，增加內部的信息發佈、效率和透明

度，讓人員發表自己的意見，分享這個信息，增加這個歸屬感

和自豪感。當局，亦表示逐步完善和落實獎懲的制度。請問司

長，這個獎懲的制度，會不會通過內部的資訊平台收集警員的

意見？令警員更加認同這個制度，使其真正發揮公平性和公正

性，增強人員的向心力。

這個講下那個反恐演習，因為時間不是好多，所以只是問

問題。因為這個反恐演習那個，現在有好多地方都是突發性

嘅，特別在人流，鬧市的地區，好多民眾，而大家都看到在廣

州、其它地方，都好容易引起混亂。所以，想問司長，當

局，現在除了在機場，有無針對不同的地方，在其它的地方展

開行常性的反恐的演習？以評估和鍛煉，各部門的應對配合的

能力，提升打擊恐怖襲擊的實力。

多謝。

主席：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

司長：

澳門回歸十五年，社會變化好大，由槍林彈雨之城是發展

成為現在的旅遊城市、休閒之都，確實保安部門是下了不少的

工夫。尤其是司法警察局是確保了澳門的一個平穩過渡，嚴厲

是打擊了一些的重大犯罪，維護了社會的秩序。但是隨著社會

的發展，新的犯罪、新的挑戰，亦都是接踵而來，而保安部門

是更需要對此是作出一個調整、應變。昨晚我返去亦都是再次

看了一遍這本書，裡面是寫得好詳細，當中我亦都好認同，司

長就面對這一些新的犯罪、新的挑戰提出的方針，掌握執法的

主動權，提高這個執法效率。

而在執法上，閣下亦曾經提出三個於，敢於執法、善於執

法、精於執法。今日我亦都想提出三個體，體系的體，人員體

系、法律體系、社區體系，和司長交流一下。人員體系，司

長，善於執法、敢於執法、精於執法，在主體上是要靠人，是

有賴於我們九千幾人的保安部隊人員體系。隨著社會的複雜變

化，保安部隊是將承擔著越來越多的社會職責，各方面都需要

警方協助執法，連不應該由警方做的警方都做埋。無可厚

非，加人手是需要，我走了治安警三個區，澳門，區區都話不

夠人，一個區一個更只有三十幾人，出到街的唔夠十人，難怪

居民平時會投訴在街上見不到有警察。昨日好多同事都關心到

保安部隊的人手是如何合理配置，亦提了好多的意見。好像陳

明金議員亦都是建議過參考內地警力下沉，是否會考慮釋放一

些主管警員是到前線支援執法等等，今日在人手方面，我就不

再多言。司長，數量是基礎，質量是關鍵，面對居民的訴

求，保安部隊需要培養一批具專業高水平、高效率的隊伍，而

根據這一個統計，即是我們這本綠色書，截至 2013 年底，保安

部隊人員裡面有一千四百二十幾名的人員是學歷是中小學，高

中畢業是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五司裡面是相對來講是比較

多。可以理解在過往因為社會環境的因素，有些警員早出

身，小學畢業就入行當差，為社會服務。但是相信這些警員在

那麼多年的工作實踐裡面，亦都具備了相當多的經驗，遺憾因

為知識水平、心裡質素等而錯過了一些晉升的機會。為此，他



N.º V-48 — 9 e 10-4-2015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 Série 49

們亦都好期望司長能給予機會讓其多參與培訓，或者創設機制

讓其進修提升、向上流動。司長昨日亦都提過，只要有助於人

員向上流動都願意從善如流，未知在將來的人員培訓上有什麼

規劃？而針對上述人員的提升又有何措施呢？司長，除了提

質，亦都要提氣，士氣振、團隊強，閣下在上任之後，勵精圖

治，不少的前線人員都反映一些晉升的位置，過往是要按年資

才升到的，現在就不需要再等，加快了這一個晉升的流程，有

位就可以升，讓大家是見到這一個自己的前景。但是亦都有部

分的人員亦都反映，由於保安部門各個部門的職程的職點是存

在這個差異，有些部門是高點、有些部門是低點，但是大家都

是當差，薪水就差一段。好像今朝電台所講，司法警是可以去

到四百幾點，海關只可以去到二百九十幾點，似是形成了不

公，亦都造成了大家都會嚮往一些高職點的部門，而低職點的

部門亦都形成了這一個人員的流失，一培訓完就可能會被其它

的部門搶走，對整體的士氣，無疑是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司

長，未來可否作出一個適切的檢討研究調整、平衡這一個工

作，讓大家都可以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呢？

二、是法律體系。司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保安

部門是執法部門，打擊犯罪需要依法而行。正如閣下在施政中

所講，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開展良好的執法必要條件之一，亦都

是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工具。亦正正因

為完善的法律對執法部門的重要性，所以昨日好多同事都關切

到，亦都提出了好多關於法律的追問。咁我今日再提出亦都是

希望司長在未來可以加強這一方面的工作，確實如一些同事所

講，你們前線同事為了維持這一個社會秩序，是做了好多的工

作。色情單張，由我未做議員我就和當時的何少金議員和何潤

生議員，就跑了治安警察局和檢察院，他們都非常之無奈，捉

了些人，拉了，判，作出檢控，但是最後是判出來是無罪，捉

了好多次，亦都可能最後是放了出來，所以這些大家都好無

奈。但是對於市民來講，亦都是更加無奈，因為政府只有一

個，點解居民跑了咁多個部門都解決不到這一些問題呢？的士

亦都是一樣，你們做到十一、二點，我在街上見到你們些同事

好勤力喺度執法，但是只能夠是限於一個錄口供，錄完筆錄就

可以走，咁執法還可能那個程序還要好長才可以進行到一個的

打擊。但是無論對於這一些情況是如何，你們同事仍然是堅守

崗位，無效率都要做到有效果，這一種精神是值得贊揚。但是

忍耐都有個限度，這一種無成效都要繼續做，長遠而言，不是

一個解決之道，法律問題應該都是要由法律解決。居民樂見司

長在施政裡面提出，雖然保安司不是立法部門，亦都會檢討這

個法律制度，主動去推動這一個立法修法，未知司長將從何方

面推動這個立法修法？會不會好像天眼裝置一樣，加強跨部門

的溝通，推動這個立法修法的進程呢？

第三是社區體系。司長，保安人員執法是為了要淨化社

區，讓居民安居樂業，司長上任之後提出了落實三個警務理

念，包括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和公關警務。為了推廣這個社區

的警務，治安警亦同埋司法警分別成立了這一個社區警務聯絡

機制和大廈防罪之友，是希望藉此進一步深化警民關係，透過

民間力量共同防罪、滅罪。在過往兩個局的共同推動下，成績

是理想嘅，居民是反映，譬如一些毒品飯堂、色情場所、非法

旅館，都可以透過這個機制是解決到這個問題。但是在吸納社

情民意方面，推動公眾參與政策制定方面，相對於其它範疇的

司來講，保安司似乎是落後了些。因為連一個正式的諮詢機制

都無，所以市民亦都是反映，未來政府在這一方面怎樣去推動

這個警民合作、共同做好這個防罪、滅罪的工作呢？

主席：請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首先多謝剛才四位議員提出的問題和發表的寶貴的意

見。咁我想一陣馬耀榮局長會講講關於即是路氹方面的執法情

況。咁還有就是關於消防規章的修訂方面有無一些章節是針對

文遺建築物？咁跟住梁文昌局長講講針對重型車的執法問

題，馬耀權總局長會講講關於天眼第四階段的安裝問題和期

限、地點，還有反恐演習方面的問題。

我首先回應崔世昌議員提出的關於保安高校和警校的資源

調配方面的問題。首先多謝崔世昌議員提出的這個問題，因為

這個問題亦都是我自己亦都有聽講過。咁事實是這樣配合特區

政府政策，在 2000 年開始，原本治安警察學校的地點是提供給

解放軍去使用，所以警察學校的辦公室就設立在高校裡面。咁

但是雖然是即是在高校裡面，但是就這個治安警察學校的課

室，這個步操、體能的訓練場地、更衣室、營房等等，所有設

施都是共用的，即是保安高校和警校是共用。因為這個情

況，我去巡視保安高校的時候，亦都是第一時間做了解的。咁

多年來亦都是非常清楚保安高校和警校的一種相互合作和資源

共享的這種情況。咁在 2012 年的時候，保安高校設立了這個分

教處，即分教處，即是以前這個外港碼頭，舊外港碼頭那個地

方，之後給了出入境，後來出入境建了新大樓之後，亦都給了

高校作為一個分教處。咁這個分教處，亦都是提交給這個俾警

校是共享的，包括辦公室、課室，還有一些配套設施。其

實，有一樣嘢就是那個，我所知保安學員，亦都是好多時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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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個保安高校的餐房等等。即是其實這種情況，就是相互共

享資源情況是好普遍的，當然最理想是警察學校擁有具條件的

新校區。因為警校的培訓工作量是非常大，我所知那些的培訓

量是非常大，雖然保安高校亦都是協助，但是其實它的培訓工

作的工作量非常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高校的存在亦都是必

要嘅，因為警校不能替代高校。因為我們所知，大家知道這個

高校叫做高等學校，它本身的作用是應該，即是它是和一般的

警校是不同的，咁它的層次是有所提高。所以今次，即是我上

任之後，亦都是去巡視高校的時候，特別和高校提出加強這個

理論的研討、提升理論的水平，是希望在這個水平上面有所提

高，最主要是增加一些理論研討，在理論的研究方面是有些成

果的。所以，現在保安高校校長方面亦都是從這方面去進行這

個工作。其實，還有一樣嘢，就是我就任之後，是不斷協調轄

下部門之間是推動資源共享的，高校和警校之間是一個例

子，咁還有是治安警察局好、司警局好等等各級部門之間亦有

好多資源共享的這些例子。

另外一方面，關於即是警校方面，即是有些聲音講是否可

不可以合併？可不可以變成一間大學校？譬如講高校裡面，下

面分兩個不同的培訓中心啦等等。我想這個是一種聲音，我想

即是我們都會將來去研究。但是，因為各間警校之間，它本身

的差異都比較大，譬如講，海關有培訓中心，消防有培訓中

心，司警亦都培訓，有司警學校，警察學校亦都有。但是它們

的專業性是相對比較強的，咁而最主要是針對一個入職、在職

和升職培訓，咁而高校本身它是一種學歷培訓，咁所以這個這

種性質是相對來講相差比較大，制度上面是難以統合。但是這

個作為一個方向，作一個長期研究，我覺得這個是值得的咁

樣。

關於即是崔世昌議員提到的消防局在路氹方面的一些設施

的問題和消防執法方面的問題。其實最近透過特首的批示，是

已經批准了消防、即是路氹分站的這個重建，已經進入這個程

序的了，好快會進行，即是有關的重建的工作。

或者接著下來，請馬耀榮局長，講講是路氹，即是消防局

在路氹方面的執法的情況。

消防局局長馬耀榮：多謝司長，多謝主席，多謝議員關心

消防的工作。

消防局一直都是非常之重視這個城市規劃裡面其中一項的

消防規劃，我們其實在 2002 年，已經開始注意到那個金光大道

那個發展。咁我們亦都是建議了這個有關部門啦，希望在那邊

是建一個大的站。咁即是我們直到上年是收到原有的批地，就

因為是那個沼氣問題，所以它是另外是換一塊地。即使是這樣

啦，但是我們都作了好多人手的調配和增加，令到我們在那個

離島區是有足夠的能力。或者我講講我們人手的部署啦。咁在

離島行動廳裡面，有氹仔站、舊的路環站和臨時清洗中心、橫

琴站，唔計這個機場裡面的兩個站。咁石排灣社區，在 2013 年

4 月，我們在那個臨時清洗中心是調派了個降梯車，點解

呢？因為那個位置是更加近這個民居。咁 2013 年 8 月，我們調

了八輛車和四十個輪值人員去橫琴。2014 年，咁我們是由於路

環，有一個路環舊站是大雨令到我們有些損毀，所以今年是得

到了上級的支持就擴建。咁現在的人手，在氹仔站，我們有二

十七架車，輪值人數有一百四十人；橫琴站，有十二架車，有

四十人；路環站，有兩架車，有二十四人；臨時清洗中心，有

八架車，有二十四人。總共在離島裡面有四十九架車的，輪值

人數是有二百二十八人。咁主要的車有九架水車、三架搶救車

和四架梯車、十三架救護車，在短期內，這些人手和裝備在互

相增援底下，是能夠足以應付該區的工作。咁在個數字裡

面，即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在石排灣和金光大道，在 2014 年的

統計數字，火警有二十四宗，拯救的，即是交通意外，或者受

傷的，有三十二宗，救護車有一千五百三十宗，總的事件有一

千五百八十六。咁我們就已經是和工務局積極聯繫嘅，咁因為

將來長遠，都需要一個大站能夠有效咁樣統一調配才是配合到

我們的指揮和拯救。

咁我就匯報到此。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關於崔世昌議員講到這個黃格的執法問題，我想治安警察

局將來會加強的。

劉永誠議員提到的環境預防、公眾參與和即是這個關於執

法難度方面，其實這個我們將來會繼續，即是和大家分享。咁

分享目的不是推卸責任，分享目的是讓大家知、讓全社會共同

去了解和共同推動有關的執法和立法工作，這個最主要是這

樣。咁而且亦都是這個執法透明度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劉永

誠議員提到，關於預防和打擊輕微犯罪的措施方面，其實咁多

年來警方，就不是只是重視這個嚴重犯罪，在輕微犯罪方面我

們做了好多工作。咁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串拼分析一些，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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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信息，進行情報搜集，有針對性咁樣進行打擊。咁這些

案件，即是以往來講，有好多的案件都是成功的。在另外一方

面，就在輕微防罪方面非常緊要一樣東西是去預防。咁正如劉

永誠議員提到，即是我們在施政報告所提出的環境預防和公眾

參與，其實就是預防工作其中的重要部分和措施來的。

另外一方面我們亦都是透過社區警務的工作，特別是透過

即是我們這個大廈防罪之友，大廈罪案預防小組，還有即是治

安警察局的這個社區警務聯絡主任機制等等，一直是推動這個

社區警務工作。社區警務工作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預防輕微

罪案，因為涉及每個人的大部分都不是……即是一般來講都不

是嚴重罪案，都是輕微罪案。所以對於大眾來講，推行社區警

務、預防輕微犯罪，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咁講這裡，或者我順便講講就關於昨日崔世平議員，講到

這個全民皆警的問題，因為昨日無回答到這方面的問題，咁我

或者借這個機會亦都是同大家一起分享。剛才梁安琪議員亦都

是提到這個社區警務方面的工作，咁我這裡一齊去回應。咁其

實，社區警務是一個現代的警務理念，即是其實社區警務在七

十年代開始，就是推行這個社區警務，在歐美國家開始去推行

的。咁社區警務的真意是什麼呢？亦是社區問題導向警務工作

和社區力量協助警務工作，兩者是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社

區問題導向警務工作，就是警方的工作是要以社區問題為中

心，去不斷去推動這個宣傳教育和去解決社區的需要，這個是

社區問題導向警務工作。社區力量協助警務工作是要警方推動

社區力量，動員社區力量去共同去參與這個預防犯罪、打擊犯

罪的工作，這兩者是互為因果、互為前提。咁我們這個目的就

是使到人人是關心、協助和配合警方的工作，使人人都成為警

方的耳目，都使人人都成為警方的幫手，咁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的理念，叫全民皆警這樣，咁其實這個工作是一直都做緊

的，咁我們現在新的班子，我們重新，即是有一個措施就會去

電台那裡推行這個叫警民同心的一個綜合節目，已經是開展相

關的工作，前期工作已經開展當中。咁還有其它的宣傳措施亦

都係做的，譬如講，即是通過電子的方式，好像司法警察局的

這個微信官方網站咁樣，其實這個是非常有效，對推動社區警

務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一方面，關於即是報案程序方面，或者我借這個機會

亦都講講，梁安琪議員提到這個報案程序方面的問題。咁報案

程序簡化，其實，報案程序其實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可

以簡化的一般行政程序，另外一方面是不可以簡化的法定程

序。可以簡化的行政程序，正如我昨日所講，關於就是精兵簡

政這一部分講到，關於可以撤銷，減省一些不必要的中間環

節，這個就是我們所要做到的。但是有些程序是一定要做

的，譬如講警方你要錄口供，錄完口供之後你去到司法機關之

後，他有可能要再錄口供，因為點解呢？證據在警方這個部分

的證據是不可以作實的，檢察院和司法機關，尤其是這個去法

院進行審判的時候，這個證人一定要出庭，他要出庭，要錄口

供的，咁去接受法官和檢察官的盤問的時候，甚至律師的盤

問，這個程序是不可以忽略的。咁還有，即是所以我們之前的

錄口供這個必然的，不可以話，我報了案就算了，我不錄口

供，這個不行的，但是中間環節我們可以減省，其實，回歸之

後，在這方面在警察總局協調之下是不斷推進有關即是報案程

序的簡化。咁但是有部分市民因為不了解，他認為覺得這個即

是煩他，覺得是這個點解那麼麻煩？點解你要做這樣的這個程

序？是否必要的咁樣？所以我們現在警隊的這個宣傳工作方

面，相當一部分是做緊這樣宣傳的。咁治安警察局好、司警局

又好，都有些措施推出來，是宣傳些報案程序、報案環節是怎

樣去開展。

這個短信報案工作方面，就梁安琪議員提到這個短信報案

工作，咁我諗這方面，就是治安警察局已經是推出這樣的這種

方案，咁當然是需要不斷咁樣去完善。咁當然，即是我們認為

這個短信報案程序，其實，嚴格來講，它只是一個提供消

息，如果報案、正式的報案都是要錄口供、都是要正式簽

名。咁當然，如果公罪來講，提供報案程序已經是可以達到這

個目的了，可以達到目的，因爲公罪，你提供信息之後，警方

要即時去行動了。咁所以這個是簡單，即是對崔世平議員和梁

安琪議員所提出的問題一個簡單的這個回應。

關於第四階段的天眼安裝問題，還有反恐演習方面問

題，現在有請馬耀權總局長回應下。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好，主席，各位議員：

咁關於天眼那個問題，我相信有幾位議員，包括劉永誠議

員、關翠杏議員、陳明金議員、施家倫議員，都曾經問過這個

問題，咁或者我重新再講一講啦。

關於第一階段的專屬傳送映像信號光纖服務，我們俗稱光

纖那個，建設發展辦公室在 2014 年 12 月已經進行了對外招

標。咁另外第一階段的主體工程，就是包括在治安警察局五樓

的臨時控制中心啦，還有系統的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以及在全澳

的八個出入境口岸外圍的安裝的二百一十九支的鏡頭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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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設發展辦亦於在今年的 3 月 31 號，對外招標，咁預計的

工期是一年。另外，就是關於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那個鏡

頭，咁第二階段是將要在主要道路和交通的樞紐，安裝二百六

十三支鏡頭，第三階段，將在各個區的治安黑點，安裝三百三

十八支鏡頭，合共六百零一支。咁開始的時候是分兩個階段去

安裝嘅，咁其後，就經過跨部門的小組研究和分析，認為可將

兩個階段合併，咁所以我們會是同步進行。咁我們將這兩階段

的鏡頭的安裝的位置和技術的規格以及相關要求的文件已經全

部完成了，並已經送交建設發展辦公室。咁然後，其後得到它

的回覆，總數的設計的階段是二百五十四日，咁另外是採購和

安裝的階段是七百四十二日，一共的工期是九百九十六日。

另外，就是關於為了滿足澳門個最新的社會環境和的改

變，咁我們亦現在是展開著第四階段的鏡頭的設點，還有裝設

的數量的評估的工作。咁我們將會建議在僻靜和存在安全隱患

的地點，安裝多八百支鏡頭。咁我們現在的工作小組，目前是

分階段去相關的地點，實地作那個考察。咁預計在 10 月底，我

們是完成完所有的選點了，做好晒所有的文件了。咁之後，亦

可以按照之前那個設計階段，同埋採購和安裝階段，約九百九

十六日。咁當然啦，因為這個是一個初步的估算，我相信這個

時間，我們可以是壓縮的。咁當四個階段的鏡頭都安裝完成了

之後，在全澳的不同的地點，共有一千六百二十支鏡頭，咁整

個項目的佈局基本上是完成了。除此之外，警察總局亦會按照

日後的需要及實際的環境的變化，例如新發展的填海區域

啦、港珠澳大橋聯檢大樓口岸啦，及其它有需要的地方，作出

適時的、適度的調整，繼續補充和深化及完善天眼這個項

目，咁這個是我第一個回應。

咁另外，就是關於反恐的工作。咁首先澳門現時的治安的

情況是整體是穩定。咁我們目前，無收到有襲擊的情報，咁然

而澳門是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旅遊城市啦，亦因應國內外的反

恐的形勢的複雜的多變，咁我們警方亦不會掉以輕心的。咁一

直以來，澳門警方積極加強和其它地區的警方的聯繫，特別在

國內的公安部門的交流。咁粵、港、澳三地的警方在 2005

年，開始了建立了緊密的反恐合作機制，咁三地的反恐部

門，每年都會舉行反恐會議啦、定期舉行聯合的演練，咁加強

三地的合作和溝通，同埋掌握最新的反恐情報，還有提升我們

相關人員的應變能力。咁在對外方面，警隊會因應個形勢是轉

變，不定期開辦反恐培訓課程和講座，增強我們警務人員的反

恐知識。另一方面，警方亦適時作出部署，在市面上及口岸

上，加強我們的巡邏。咁我們知道，有關反恐的工作是長期同

埋……

主席：夠鐘了，唔好意思。

崔世昌議員。

崔世昌：多謝主席。

好多謝司長剛才的回應。我只是想補充一個啫，就是關於

黃格的問題，我希望治安當局能夠做到是宣傳，還有這個勸

喻，然之後是加強個罰，咁而能夠三方面都能夠做到，咁相信

是會收到是一定的效果。

多謝。

主席：劉永誠議員。

劉永誠：多謝主席。

司長：

咁我這裡只是，因為我知道時間不是那麼夠啦，咁就剛才

就有關，我想追問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大型車輛那個交通的管

理上面有無加強呢？

另外一樣東西，我亦都追問一下，就交通管理方面，看得

到，好多這些有些巴士站，即是好多那些汽車亂咁泊的情

況，是否可以借助天眼或者一些監控系統，令到可以節省人手

的管理之餘，亦都令到這個違規者能夠不能掉以輕心了？因為

我看得到好多一些巴士站來講，輪候的多數是老弱的人士，咁

如果若然的話，亂咁泊車的話，對於他們去使用這個車站時候

是帶來不便和不安全。

另外一樣嘢，我亦都想即是追問返，就是有關消防規章方

面，剛才我提問的時候就講，問到就是有關話是否會章節就這

個歷史文物那個建築物上面，消防那個限制上面、那個規章上

面條文有無特別的章節，可以令到我們些文化遺產的建築物能

夠得以是應用，可以透過一個特別程序去進行這個安排，令到

它們可以是得到活化呢？同時令到它的經濟的方面，能夠可以

提升到它那個經濟能力。

咁另外一樣嘢，就是我想問問，就是有關話，亦都話剛才

提及到，就是這個架空的這個輕軌的軌道亦都建立起來了，我

們有關那個人員培訓方面有無是否因應返這些新的軌道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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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從而令到我們它日是不幸地出現一些事故的時候，我們

的人員在那個進行這個救援的時候，在這個這樣的空間裡

面，是否我們有些前期的培訓令到他們有所準備呢？亦都是同

一樣嘢，就是話河底隧道方面出現事故的時候，我們的設備上

面是否是可以跟進得到，令到我們可以能夠足夠的儀器是進行

這個救援，還有人員方面的培訓是否足夠呢？

多謝。

主席：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剛才有幾方面的詳細的回答。

但是好像我和宋碧琪議員都有問到那個大廈防罪之友，我

不記得了有無回答，我覺得好像無，係嘛？

咁另外就是關於那個，追問一下人力，那個人力資源的人

手的安排。其實我覺得，另外就是個警員那個士氣。其實，我

都想有一個探討的就是，其實現在在警察局裡面，即是你們的

司警那個人工是不同的。剛才高天賜議員亦都有講過的就

是，至於那個點數，是否要公平點呢？好像移民局或者是消防

那些人工是有些不同的。特別海關，海關我覺得真是都幾多嘢

做的，海關，比較瑣碎。其實剛才我都趕唔切，有個問題就是

那個偽冒貨品啦，咁這方面，海關真是做了好多工作的，咁這

樣東西，我都想一會兒司長如果有時間，都想問一問怎樣可以

預防、打擊那個網上銷售那個偽冒的貨品？好像近排好像

話，講到有些阿里巴巴都話有假嘢嘅，即是這些是否要我們澳

門都要是小心呢？這個特別在這一方面。

即是另外講到就是那個警察人員的士氣。咁昨日都好像講

到，士氣方面當然好多，關於人手啦、人工啦，咁還有那個住

宿問題，好像司長是答了，但是我覺得這方面是否，即是再詳

細些講講，即是警察是否真是要有警察宿舍？因為他們二十四

小時返工，即是房屋的問題令到他們有一個更加安心去工

作。其實我見到好多地方，真是警察有他們一個警察宿舍，你

看例如香港，咁我覺得這方面、即是保護他們的安全和他們去

更好咁為社會服……

主席：宋碧琪議員。

宋碧琪：多謝主席。

司長：

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未答到我的問題。不過我在這裡想再

強調的就是關於那個社區體系裡面，關於你剛剛所講的那個社

區警務的這一個方面的問題。事實上在過往的工作我們看

到，從兩個局，下面所設的這一個大廈之友，或者是社區警

務，這個兩個機制是有一定的成效，過往有一些的案件，亦都

是透過這個機制去破獲。咁但是市民的反映，就是話，因為政

府有需要就找他們開會，無需要就可能一時就不記得了他

們。但是市民有需要想找他們去反映一些意見的時候，或者是

想在會議提出一些問題的時候，就無咗一個的機制喺度。所以

在這裡，我想提出的就是話，社區警務似乎是要有一個互動的

關係，亦都要是一個雙向的關係在這裡。咁所以亦都有市民提

出就是話，是否在過往的機制上面可以深化去發展形成一個恆

常的，或者是一個形式上或者正式上的組織，或者是諮詢組

織，讓市民或者是公眾，可以有參與、了解政府的這一個政

策，關於保安範疇的政策或者一些的理念喺度。

第二樣嘢，我想追問的就是關於法律的問題。因為事實

上，警方現在處於一個好大的就是執法的無奈，但是這個執法

的無奈亦都會對士氣會有所影響喺度，咁所以在未來的一個立

法修法是非常之重要。司長提到會主動去推動這一個修法工

作，咁所以我就想請問司長，在未來是怎樣去推動這一個方面

的工作？會不會是加強和一個跨司的交、溝通、合作呢？

唔該。

主席：各位議員：

大家都希望按照返我們原來的規則，會比較好些，公平

些。如果個個都在追問的時間加多好多問題，對大家都唔係咁

好。昨天已經提醒過大家了。剛才梁安琪議員，好多問題都是

再加上去。您無講過住屋問題，無講那個海關查假貨的問

題，這兩個是未講過的，好嗎？咁我們照返規則，大家遵守返

規則比較好些，好嗎？

請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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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首先我回應關於即是社區警務那裡。咁就宋碧琪議員講到

話，有需要就搵，無需要就唔搵，咁我想這個唔係警察的初衷

來的。咁按照制度設計來講是要雙向，這個必然是雙向的，咁

而我個人所知道的這個情況是雙向的。當然即是，譬如講，不

論司警的這個的社區警務工作，譬如治安大廈防罪之友又

好，或者是大廈預防小組又好，或者其它機制，還有治安警察

局的那個社區警務聯絡主任機制又好，其實都有必要是進一步

推廣和宣傳。唔止係對外宣傳，亦都要對我、即是我們自己前

線警員的宣傳，咁這個是需要的。咁在多種場合，亦都提醒即

是我們的主管和領導是將這個理念、將這個意識、將這種制度

和方式、工作方式向前線警員去宣傳，對外更加要宣傳，使到

警和民都可以知道有這樣的機制，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機制去推

動這種社區警務的工作，這個是必須的。咁我想這個作為一種

方向，我們必然是要不斷咁樣去做，咁所以請各位議員是放

心，我們一定要不斷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關於司警局大廈防

罪之友，咁這個我是非常清楚的，因為在 2010 年的時候我們成

立了大廈這個罪案預防小組。咁它到 2014 年的時候，在時機成

熟情況之下，是和物業管理業商會、澳門街坊聯合總會和民眾

建澳聯盟合作組成了司法警察局大廈防罪之友。咁由司法警察

局的這個大廈罪案預防小組主導和協調，並且由澳門的各大廈

業主委員會成員、大廈住戶和物業管理公司的成員共同參

與，咁這個各成員作為司警局和各大廈管理機關、業主和住戶

之間的橋樑，協助將防罪、滅罪信息傳遞給大廈管理人員。咁

這個現在到目前來講，總共參加的大廈，最初成立的時候，總

共是有三百二十三棟，咁高層樓宇二百八十三棟，底層樓宇四

十棟。咁之後，就不斷咁樣持續去推廣和招募會員，到 11 月份

的時候，參與的大廈是擴展到三百七十六棟，其中高層樓宇是

三百三十棟，底層樓宇是四十六棟。咁怎樣去申請？其實那個

是非常開放，只要向我們申請，我們即時會去審查，當然，即

是你黑社會去參加我們這些大廈防罪之友，這個當然唔得啦咁

樣。咁我們要，即至少一個宣傳，你參加入來是否要潛伏？咁

這個大家都要清楚的，所以我們都會作一個初步的審查。審查

是為了這個安全的目的，無其它一些的非法目的情況之下，我

們一般都會即是接受，這個和大家作一個分享。我要強調的是

通過這種全新的警民合作模式，司法警察局能夠匯聚更多民間

力量，更廣泛咁樣向公眾宣傳防罪信息，推動各界積極參與防

罪、滅罪工作，咁這是司法警察局拓展警民合作關係的一個里

程碑來的，咁這個工作，其實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的這個接受

和支持的。接著下來，或者是由梁文昌局長講講，這個針對重

型車的這個執法問題。

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交通廳，我們治安警察局交通廳作為這個交通的執法部門

之一，是維持秩序，是打擊違例，就是責無旁貸。咁我們，剛

才劉永誠議員講那個新口岸一帶，好像總統那個斑馬線那

裡，我們積極是和友局，即是交通事務局是研究著怎樣去優化

它，即是譬如過隧道可不可以行？咁或者遲些我們有些結果出

來。

咁昨天何潤生議員講那個是墳場，氹仔墳場那個的問

題，其實，前後是有兩條的天橋，咁是欠缺一條的行人過道

線，我們亦都會盡快去和交通事務局去商量。

至於在重型車輛安全方面，我報報些數字就是我們 2014

年，重型車輛的違規的情況有八千四百幾宗。咁除了我們會檢

查這個無牌的駕駛的資格之外，非法工作等等我們都會去留

意。咁我們亦都會留意車輛的規格，是否符合我們法律的規定

啦，又或者有無其它的違法情況。咁我們會特別會針對那些超

重、超高等等。咁我們在 2014 年裡面，是總共是對三十萬架次

的懷疑超載、超重的車輛進行了檢查，亦都是證實了有三千一

百八十八宗的違規的個案。咁好似昨日發生的交通意外，我們

每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們自己都是想方設法去怎樣去改善

嘅。請各位議員都放心，我們都是去積極是會想辦法去把這個

交通的盡量理順它，還有和交通事務局充分合作。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或者現在我再回應下關於宋碧琪議員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和

一些理念。咁首先我好多謝宋碧琪議員，即是全部看完，這個

多謝你。咁就亦都顯示你對我們，即是保安範疇工作的支持和

重視，當然，個個都支持啦。咁但是，就是看完、即是去理解

我們的理念，咁我覺得就是這個我們的工作是受到重視，這個

是非常感謝。咁而且亦都感謝宋碧琪議員是留意到我們這麼多

年提出的口號，即是敢於執法、善於執法、精於執法，其實這

個是司警局咁多年來的一個口號，十五年來的一個口號來

的。咁我們每一個新入職的警員和培訓、升職這個都是作為一

種考核的指標。咁每次都是會，即是希望他們記住，同埋即是

融在血液之中的一種理念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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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亦都好贊賞，剛才宋碧琪議員所提出的這個提質、提氣

的問題，剛才梁安琪議員都提出這個關於怎樣提升士氣。咁其

實這個我們非常重視的，咁現在目前來講，總體的士氣是非常

好。咁譬如講我們今次的人群控制，春節期間在人群的控制方

面，治安警好，海關、消防，還有包括，即是做其它預防犯罪

工作的司警和保安協調事務局等等各個部門在這個分工協

調、分工合作方面是做得非常好，這個亦都表現了我們士氣方

面是不錯嘅。當然作為領導層，作為我們即是整個保安司來

講，我們不斷留意前線警員的士氣，而且會用各種機制是提升

士氣，這個請各位放心的。

關於薪俸的調整問題，咁我想這個就是當時作出這樣的這

種規定，這種安排，其實有它本身的原因。咁其實全世界、各

地來講，都大家都知道，警種之間有不同的分別，這是好正常

的。當然，即是我們今次，俾我 3 月 26 號和各位局長去討論的

時候，在制度的修改方面，其中一個重點亦都是會，除了這個

晉升方面的制度安排方面，還有一樣東西是有薪俸的這種評

估，咁所以，會作一個綜合評估，將來是否可以進行調整是視

乎評估的最後結果？咁或者接著下來，請消防局局長，馬耀榮

局長講講，關於消防規章方面，是不是有針對這個文遺建築物

的方面的內容。

消防局局長馬耀榮：多謝司長，多謝主席，多謝議員。

對於文遺建築消防是高度重視，因為它是本地的旅遊重要

的資源來的，還有一些景點。咁我們去年和文化局和西藏消防

總隊是共同舉辦了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建築物的研討會，是了解

到不同地區和不同立法的情況，怎樣活化這些建築物嘅。因

此，我們在修改防火規章的時候，已經提出了對一些特殊的建

築物，不能夠在規章裡面處理的，我們可以透過規章內委任的

小組，是工務局或者是消防局共同解決這些問題，以便配合整

個城市的發展的需要。同時在《文遺法》裡面，第 38 條也都有

類似這樣的規定。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係，唔好意思。

消防局局長馬耀榮：或者我再講一講……

主席：請下一輪啦。好嗎？

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

黃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咁首先是黃司長就任這個保安司司長的情況時候，警隊接

二連三，都獲得在不同方面的破案，咁有賣淫啦、毒品啦、僞

基站啦、的士違規啦咁樣。咁看到司長和轄下的保安部隊的確

是全力以赴、鬥志高昂的。警方於近期的打擊的罪犯，維護社

會治安方面，都落了不少的工夫，但是人所共見的。咁我藉著

這個機會向全體的警務人員，致意真誠的敬意，咁亦希望大家

在司長的帶領下再接再厲。

咁在這裡和司長探討下以下幾點問題，咁關於的士拒載的

問題和濫收車資。咁其實現時已經在 1 月 1 號開始打擊的時

候，都已經收到好顯著的效果，警方在有限的職權範圍內，已

開展了打擊的工作。咁根據司長昨日都報告了好多數字，但是

不少的違規司機都被檢控。咁但是司長所提供的數字和被檢控

的司機應該是大部分都是些日更的司機。咁我想提醒一下司

長，現時的的士違規已經由日間轉到夜晚，情況還會是越來越

嚴重。咁交通事務局成立了之後，監察和打擊的士的職責，已

經由治安警察局轉移到交通事務局，但是由於交通事務局的人

手分配，或者時間調動上，實在是遠不及治安警察局的交通

廳，以致打擊違規的士的成效，就是做來做去都做不到，咁形

成拒載、濫收車資咁樣這些現象，影響我們澳門的旅遊城市的

形象。咁由於的士違規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唔單止影

響澳門居民日常生活，亦影響旅遊城市的形象。咁因此我在這

裡想問一下司長，貴局對於夜晚夜更司機的打擊，這個數

字，會不會加大力度更加去令到這些違規的士可以繩之於法？

咁又問到，司長對於跨部門的聯合修法，對於我們的將監

察，還有打擊違規的士的職權，是否重新納入返我們治安警察

局這個權限呢？咁一陣希望司長可以答一答。咁還有關於是車

輛檢驗，有不少市民反映，非法賽車問題都非常嚴重，住戶經

常在夜晚，都給這些賽車的聲音嘈住，咁到半夜的時候嚴重影

響了正常的生活和作息。本人都了解到好多交通警員如果發現

有好多車輛非法改裝，或者噪音超標，咁現在現時的法例，會

將些車送去交通事務局，就是檢驗。咁但是交通事務局好像星

期日，節假日，或者夜晚咁樣，發現到這些車的時候，咁交通

事務局可能收了工了，咁怎樣處理在這方面？希望司長可以解

釋一下。咁現時這些大馬力的車，在那個噪音的情況下，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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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擾民，咁有無相關的措施？希望司長重視一下，怎樣加強抽

查，或者引入更多監察的科技，咁以致這些非法賽車可以減少

的發生。

咁第三方面想講講是網絡黑客的問題。這個網絡黑客亦是

我們現在現時科技發展，而科技發展迅速而帶來我們一個重大

的問題，居民雖然是方便了，但是有好多不法之徒，成為了犯

罪的工具，咁互聯網資訊、犯罪，成為全球面對的課題。咁電

腦犯罪層出不窮，有跨境性、隱蔽性、低風險成本咁樣，一旦

造成經濟損失，都好難追返。咁打擊相關罪行的時候，一直是

跨部門去工作，亦必須與時並進。咁在今年都發生了黑客入侵

我們政府的網站，咁散佈一些不雅的視頻，令到政府網絡防護

的措施是否足夠呢？是否要安裝，即時更新一下我們的防火

牆？或者我們入去檢測系統個網站採取雙重的保障呢？咁近期

我們澳門的固網，包括流動電話都受到網絡的攻擊，咁導致有

部分的互聯網或者流動寬頻都會有癱瘓的現象。咁專家都有指

出，黑客一旦鎖定了防火牆的主機，他會好輕而易舉咁樣入

侵，將其中的資料隨意改變，或者是破壞。咁司長昨日都有講

過在天眼安裝，咁都作了詳細的介紹，咁我們的天眼如果裝好

了之後，如果俾黑客入侵的風險，這方面希望司長都要多加留

意一下，令到我們可以保障到我們的天眼可以順利咁合法咁樣

可以使用。

在這裡都好像問一下司長，就話這個全面的資訊，關於我

們的資訊保安方面，有無利用保安司範疇可以做一套政策，或

者人員培訓、或者技術支援其它的職能部門，令到他們都受到

司長的保護？令到可以受到採取足夠的措施保障我們的網絡安

全，正常的運作？咁有無話適時檢討下我們的網絡安全？配備

全球最尖端的防禦系統，加強我們網絡的漏洞的保障？亦受到

資訊防止黑客入侵的風險。

還講一個問題，就是昨日都有好多講過，關於外國人逾期

逗留和非法入境。咁在這個問題上，我曾經聽到有市民講

過，話有大批越南籍的人士在我們的澳大進行偷渡活動，咁他

們昨日司長都講過以十七秒就可以翻牆了。咁在這個信息

上，昨日司長都有講過話可能這些是因為他們無刑事在身的時

候，可能會發合法行街紙給他們，令到他們可以又要來報

到。在這方面，其實這些越南籍的偷渡客，可能發了行街紙給

他們，是否令到我們澳門的治安構成威脅？令到我們居民的生

活亦構成威脅，令到我們的遊客亦構成威脅。咁問題再難都要

想辦法解決，咁是否考慮一下建議修法，例如延長拘留他們到

期限，直至他們拘留成功遣返的時候才放他出去？咁在這方

面，希望司長可以更加解釋一下。

另外我想講下澳大的河底隧道的消防問題。咁好多澳大的

師生都有反映，當河底隧道如果發生交通意外，整條河底隧道

要封閉之後，但是澳大這麼多學生，如果他們身體或者在醫療

方面，要緊急的醫治的時候，咁他們是要通過什麼情況去送到

我們的醫院，去緊急救治呢？在這方面我們有無另外一個措施

和方法呢？

多謝。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同事：

司長，你好嘢，一上任的時候就破了沙圈的大案，即是你

和你班兄弟都是勁的。咁如果不是別人以為，因為我都以為沙

圈是合法的，咁行下行下無事，你真是勁，有勇有謀、有魄

力。咁就即是除了讚你之外，還有讚下些交通警，最近你一執

法，即時就有這麼多單檢控那些違規的士，好嘢。咁還有移民

局，都有贊揚，因為我們那麼多遊客，如果他們通關不暢

順，死梗，我們哪裡有那麼多遊客過來賭錢？還有購物？咁但

是這樣，你些兄弟，叫我話聲俾你們聽，移民警人手不夠，即

是你假日幾多人，做到氣咳。尤其是蓮花口岸，即是你二十四

小時通關之後，點解無澳門人專用的汽車通道呢？嗱，這個是

一個問題。咁還有好多七人車是收錢車人過關架喎，在那個橫

琴那邊，問你去不去啦，大概是這樣，咁就載你返來澳門。咁

但是我們澳門人揸車，點解無專道嘅呢？就是蓮花口岸，因為

我問他們，不夠人，你看下排到半個鐘頭都過唔到，做到氣

咳，這樣我諗你要搞一搞它至得。

咁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話，上年保安部隊講，就是話，即

是來立法會講，即話增加預算請五百人。咁五百人是什麼

呢？就是要替補消防警察有三百一十六人，即是夠工齡退

休，夠工齡退休喎。咁還有在上年我都問過前司長，我話總長

級以上的高層有十六人，有九個人，亦都夠年資架喎。咁今

年，就應該增加到十四個人又夠年資，即是話，些前線和高層

夠年資，即是話他隨時遞紙俾你，他就走架喎。咁市民，即是

好擔心，如果這樣的時候，咁我們、即是真是危機四伏架

喎，即是現在博彩收益下降啦，咁會不會治安惡化的時候，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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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又不夠、將又不夠的時候，咁我們即是會不會工作斷層？即

是司長，不過我看你掂嘅，你夠，即是夠霸氣，唔陀槍都掂

嘅。不過這樣，實事求是，咁為了我們的長治久安，咁其實警

隊會不會有個梯隊式的培訓機制呢？嗱，因為即是行政法務那

裡我問過他，我話那麼多局長、副局長都辭職的時候都話找不

到人，咁特別職程的保安部隊，你有無梯隊式的培訓？咁即是

好像舉個例來講，在鄰埠地區，警務處就有關的階級和晉升的

制度，就有明顯的列舉各項的晉升條件，而且高層是定期在

兩、三年就要輪換到其它警署，他們的一哥，警務處長，做滿

兩、三年就要退休。咁不知這些澳門作為梯隊式的那個制度不

知有無呢？我想了解下。

咁第三，我亦都，其實都為 1990 年的入職的保安部隊學員

享有的特別假期和增加服務的那樣東西，就在 2013 年、14 年

都出過三次的書面質詢去給你們部門。咁但是前司長的回覆的

內容和法律法規有不同。咁我在這裡，因為你都是專家學

者，都是我學習的對象之一。咁即是就再一次問一問你，點解

1990 年的保安學員無了這個法律賦予的增加服務的時間的權利

呢？嗱，好像他們嗰陣時覆我的就是話，指出第 34/85/M 號法

令核准的地區治安服務工作管理規則，即是給這個地區治安服

務學員身份，而這個身份有別於公職法律制度中的公務員。咁

服務員和散位人員，而且前司長亦都在那裡信中回覆，只有學

員正式加入保安部隊成立在在職人員後，方能根據法規的第 28

條第 2 款的規定，為退休效力有關人員的薪俸中，作相等的培

訓階段期間內容的法定扣除。咁但是在他入做保安學員的時

候，你有扣他份退休金架喎，咁看來，顯然易見，他是具有工

務員的身份，同時按照第 34/85/M 法令，咁在規定的權利義務

是無否定他們是公務員，服務員或者是散位人員的身份。咁反

而在規定在 28 條第 2 款上半款規定了他們的服務視為公共服

務？咁請問司長，行政當局或者保安學員，不是公務員、不是

服務人員的身份，或者保安學員當時在澳門提供的，他的提供

是公共服務喎，咁這些他是否一個廣義的公務員呢？這個第

一。

第二，咁就是前司長亦都答到，喺回覆裡面講，根據

34/85/M 號法令核准，咁即是那個條例適用於 1990 年的保安學

員，但是在個答覆裡面又話給我聽 1990 年的保安學員已經無法

享有地區治安服務工作，即是那個管制的第 28 條第 2 款下半部

分所指的增加服務時間的權利，因為有關權利法例已經被明示

廢止。但是 12 月 21 號的 87/89/M 號法令並無廢止有關 4 月 20

日的 34/85/M 號法令，故此有關學院仍然保留規則第 28 條第 2

款上半部分所指的權利，是這樣答我的。咁但是對於這部

分，請教過些專家學者，今日請教埋司長你，咁看下有關那個

法例，就認為第 34/85/M 號法令核准的，那個地區治安服務工

作規管的規則是必然適用於 1990 年的保安學員。咁同時，第

87/89/M 號法令，即是廢止了第 7/81/M 號法令，但是無廢止到

第 34/85/M 號法令，換句說話，第 34/85/M 號法令的第 28 條所

規定的權利是無被廢止的。咁為此，這批保安學員必然擁有第

34/85/M 號法令第 28 條所規定的權利，尤其是享有該規則第 28

條第 2 款下半部分所指的增加服務時間的權利。咁所以我不明

白，點解政府的回覆會話，1990 年的保安學員已經無法享有地

區治安服務工作管制規則第 28 條第 2 款下半部分所指的增加服

務時間的權利，因有關權利的法律依據已被明示廢止。咁所以

在這裡，真是要請教下司長，咁顯然易見，在司長，我的質

詢，同埋司長的回覆裡面，前司長，是和個法律法規不同，點

解文字和法規不同咁樣覆我呢？咁所以我想在這裡問下，1990

年的保安學員，入職的保安學員有無法律賦予增加服務時間的

權利呢？咁其實這裡，我已經詳細寫了喺度，咁一陣，可能讀

得快，因為遊戲……不是遊戲規則，議事規則，我要讀快

些，咁所以這份給司長你看，希望你們答一答我幾個問題，好

不好呢？

好，唔該。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警方是這個打擊黑工的主要一個部門叫做西探部，它的主

要功能就是打擊黑工的，包括去夜總會、卡拉 OK、浴室、酒

吧、酒店的地盤打黑。但是這個部門只是得三十個人，它是全

澳的打黑工的部門來的。咁我想問問司長，這個部門要不要擴

充或者你要多關注下呢？

司法警察學校，就是在一個高級的商業大廈裡面，它有射

擊場，有好多的法院模擬的地方讓那些實習，讓些員工實

習。我想司長你講講警察學校，正規的警察學校喺邊度呢？希

望你講一講俾我們知下。

還有在紀律部隊成員，他去到區長，想去升副警司，他是

要經過報考高校，和現時的大學生一起去報考的，一起去考試

的。咁在警察裡面做了去到區長，起碼都有十幾年的工齡，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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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年齡和現在那個學生相比，他怎樣能夠和那些學生去競爭

呢？你可不可以，高校可以改這個規章呢？而且高校已經有二

十年那個規章未郁過，駛唔駛要改下呢？

有關於海關的關員有反映過，他們的船隊，是整個船隊是

有津貼的，七十點，每一個人都有七十點。但是去到船隊那

裡，就有些人有、有些人就無的，咁我希望那個關長了解一

下。還有內部遞升方面，員工對這個升級，就好大期望。但是

海關裡面，對這個升級就期望之中，就好緊張，還有對這個員

工的精神壓力是非常之大，咁希望關長和些員工，希望檢討下

這個機制。有海關的前線工作人員向我們反映，希望新司長和

新海關關長當任之後，就希望能夠改善下這個海上的設施，譬

如這個巡邏船，還有這個巡邏船那個導航系統。導航系統是好

緊要，因為人命關天，因為他們出了海之後，分分鐘一大霧或

者咩……他可能返不到來的。咁所以這樣嘢，我希望關長或者

司長這樣嘢你要緊張少少。

還有新監獄起那方面，我昨日聽到獄長講了這個，因為什

麼原因而延遲，因為他講了那些說話，我在上年已經聽過

晒，今年他又講返。咁所以希望新的司長和這個新運輸司的司

長，就希望多點溝通，希望盡快起到這個新監獄。因為，起好

新監獄之後，那些員工，起碼有一個好的環境去工作，而且囚

犯，就比較在這裡，有個公平點的對待他們。還有那個獄警的

員工，在夜晚返工是連續十一個小時是無休息時間的，是夜

晚，是無休息時間。在公職人員通則裡面，201 條，就是講了

是連續工作的不能夠超過六小時，不知司長你是讀法律架

啦，希望，我不知有無講錯，或者你可以了解一下。因為十一

個小時工作，夜晚十一個小時工作，對一個人的機能是好緊

要。因為他工作，雖然是夜晚，是無乜嘢做，但是一個人坐喺

度都好啦，他是工作是好緊張，是精神狀態是工作，十一個小

時不停、無時間休息，五分鐘時間都無的。所以這樣，我希望

有關當局要檢討下這個問題。

獄警方面，他除了工作，還有獄方那方面，就好多有培訓

和訓練的課程的，咁這些是正常的，一定是要培訓或者訓

練。但是他們希望，在工作上那個時間安排，就比較人性化

些，給返多點時間那些獄警，能夠去有休息啦，因為他返十一

個小時夜晚，他要休息啦，給多些時間他休息和陪伴下家

人，這些是一個正常人那個觀念，希望的觀念來的。

還有監獄現在，在外勞方面，繼續係咁樣請人，大約現在

都差不多去到有二百個了，有尼泊爾人啦、越南人啦，咁我現

在我就希望就外勞方面，就希望盡量減少，用返些本地人多

些。或者你可能，司長講了話，請人好難喎，所以無辦法

了。但是我覺得，在澳門請人不是話一定好難，紀律部隊人

員，回歸前是有房屋的分配，不是一定個個人都有，是會有分

配的。咁如果有了分配的房屋給那些紀律部隊的人員，前線人

員，他會有歸屬感，就不會咁易去辭職，還有可以引好多新血

來那個工作，包括警察、海關，監獄、消防。因為他有個房

屋，因為現在澳門的房屋是非常之貴，同埋好多年青人基本上

買不到樓，如果他能夠有個宿舍給他，他會好珍惜那份工，所

以話他不會咁易流失的。所以話，好多人講話要科學請人，怎

樣，實際這個好簡單，就是有間房屋給他，就我想那個情況會

得到好大的改善。

還有軍事化人員通則，66/94/M 方面，司長都講過話要修

改，我希望盡快修改啦。因為這個通則困擾好多前線的紀律部

隊人員，還有這個軍事化人員通則，澳門已經無了軍事化人員

啦，就希望盡快去檢討下這個問題啦。

還有少少時間，我就想講講，禮賓府門口有一個特警，他

的裝束是非常之美麗，好靚，我行過看到都覺得好靚，遊客看

到都會覺得就是好有威嚴、好靚。但是當有翻風落雨時候，這

個特警就可能要穿件雨褸，他件雨褸，就如果是細雨，就不是

覺得好大問題。但是當滂沱大雨時候，他只能夠企咗喺度，任

由那些雨係咁揼、係咁揼的時候，給外人看到，或者遊客看

到，我們好像有關當局對這個前線的工作人員是無一個關懷的

感覺。我個人的感覺，就希望司長能夠在那個地方，現在有好

多青年，好多創作的青年那些人，希望諗一個比較靚些，有中

葡文化的一個更亭給一個警員在裡面。那個警員在裡面，你可

以有規則給他，因咩時間先可以入去，因咩時間就唔得入

去，這樣就比較好些。唔能夠好似沉風大雨，一個警察咁樣企

咗喺度任風雨係咁揼，覺得是前線警務人員他看到比較傷感

些。

多謝。

主席：唐曉晴議員。

唐曉晴：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今日我主要就有兩個問題和有少少信息要帶給司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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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關於這個一個紀律部隊這一個精神健康的問題，咁之前亦

都有不少同事都提過，這個問題就是話，其實在紀律部隊又好

啦，在軍事化的部隊啦，各國都有的，咁因為他們那個工作就

比較辛苦，而且有這一個職業的這一個要求比較嚴格，咁好多

時，這一個心理、精神的壓力方面都唔細，查案等等。咁司長

都答了之前話警隊內部，其實都有一些措施，譬如有些關心小

組咁樣，令到他們可以有多些關懷。但是據我所知，在國內也

好啦，在周邊的國家都好啦，咁經常都會找一些是精神心理科

方面的那些專家，有時候和他們做一些講座，介紹那方面，他

怎樣認識自己的身心咁樣。咁關心是需要的，但是其實專業的

這一個知識，讓他們知道怎樣去了解自己和應對，這個其實都

是需要的。而這一個是其實唔單止警隊，因為在不少數據看

來，這一個軍隊、國內這個海陸空軍、高校咁樣，這些都是這

個心理病的高發區來的。咁所以都會有這一些這樣的措施去幫

助下些需要……唔係個個都需要，但是可能他、你有這樣的措

施的話，他們又遇上這些問題的人，可能就會避過了一些困

難。

咁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咁我們澳門現在這個在囚人士都不

少了，咁當然啦，當然是犯了法才會是在囚架啦。但是，犯了

法，其實我們澳門的法律，亦都會有一些權利給這個在囚人

士，咁監獄為了這一個安全，咁通常都是比較偏遠，我們澳門

雖然好小，但是監獄都在路環，那個交通，實際上就不是話好

方便。咁在囚人士，無論屋企人，或者是這一個律師，咁有陣

時需要去維護他的權利咁樣，去到這個監獄，就交通不方

便，好多時要揸車，咁好像這個監獄的車位，就好像唔係好夠

咁樣。有無可能看下怎樣發展一下，令到這些車位的供應多

些。咁雖然這個在囚人士都是喺度服緊刑，但是他們這些權益

可能我們都要照顧一下，咁令到他，即是坐牢都好啦，是有親

人或者是有律師來看他的時候，咁可能他這一個日子都可能會

好過些，咁人道些囉，咁這兩個的確比較細節的問題啦，希望

得到司長的關注和回應。

唔該。

主席：請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多謝剛才四位議員提出問題和一些寶貴意見。咁一陣就關

於那個夜更的士的執法問題，一陣會就梁文昌局長在一陣回應

下。關於還有外國人逾期逗留，特別是越南人在澳門逗留方面

問題，亦都是請梁文昌局長。

咁我首先回應下關於剛才宋碧琪議員提到的那個法律修改

方面問題。咁其實昨日提到的幾個方面問題，其實我們都會去

進行這個研究。咁譬如講這個色情單張的問題，譬如講假結婚

的問題等等，包括我剛才回應李靜儀議員講到的那個有關的問

題，即是立法方面是否有修改的空間等等，這個都是我們會研

究的一個重點。當然，即是我們都會是，譬如講 66/94/M，我們

各個部門組織法等等，我們都會是探討，即是一個內容。特別

是假結婚方面，我留意到，葡國是有相關的法律制度，咁這個

我們會，或者是可以參考葡國方面的相關的這個規定來在《刑

法典》修改的時候，是否可以將有關的制度，亦都引入去《刑

法典》當中。因為現在《刑法典》當中並無一條是關於假結婚

的，咁所以，我們亦都會是會去重視這方面的這個工作。

剛才鄭安庭議員，首先多謝鄭安庭議員所作的表揚啦，咁

這個我們會，即是我諗我們全部隊的成員亦都聽到鄭安庭議員

的表揚，這個代表他們多謝鄭安庭議員。

關於網絡黑客的問題，就其實這個是我們多年來一直是非

常關心和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咁雖然澳門，即是網絡被入侵

機會不是太多，但是其實，隨著即是這個網絡技術的應用越來

越多，咁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嚴重。譬如講前一排都有，譬如講

有網絡，即是這個營運商被入侵，還有是就是亦都是政府部

門，話被入侵，其實最後證實不是被入侵啦。咁好像這些問題

咁樣，在現代社會來講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所以其實司

警局多年來在這方面是做了好多方面的準備。在 2003 年時候已

經成立了這個資訊罪案調查科嘅，咁後來又成立了這個資訊罪

案調查處，在 2010 年的時候，同時亦都成立了這個電腦法證

處，2013 年的時候，這個電腦法證所亦都是正式成立。咁這些

就是最主要亦都是針對，即是網絡入侵的這個事後調查工

作。但是有一樣東西，就是關於事前的預防，在澳門來講，應

該來講，從制度角度來講，應該亦都是一種一個空白。因為現

在政府是靠這個公職局去幫手做，即是各個政府部門做這種維

持、維護。咁在民間來講，其實就無一個政府部門去進行這方

面的工作。咁周邊地區來講，特別香港，我們參考香港，香港

就是成立這個網絡安全中心，在警隊裡面有個網絡安全中

心。咁澳門的警隊是否要成立一個網絡安全中心呢？這個值得

我們考慮。咁其實兩年前，其實，亦都有這方面的考慮，但是

因為事後因為資源的問題，各方面的問題，亦都是即是暫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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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置嘅，但是這個是其實是需要。咁從警隊角度來講是去立法

之後，有這個成立這個網絡安全中心，做民間又好、政府

好，網絡安全的維護、網絡風險的評估等等，這個是需要

的。現在澳門來講是有一個民間的這種私人公司，當然私人公

司是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資助，咁這個公司，它是亦都會是承擔

相當一部分的工作，其實這個將來是否應該更加規範化，更加

即是有一個正式的這種網絡安全中心去進行相關的維護和去風

險的評估呢？其實值得大家考慮。但是這個網絡安全中心的這

種成立，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它需要人才，需要設備，需要相

關的制度。

人才方面，其實我點解提出人才呢？現在司警局的這個電

腦法證處和電腦法證所，它本身在人手方面面臨相當大的困

難，在招聘方面好多困難。因為如果是以一般的高級技術員來

請，這個工作不吸引，因為個工作量相當大，還有他要輪

班，咁好像這些工作這樣，他不吸引的，他去私人公司他可能

賺錢比一個高級技術員還多，所以這些情況其實值得我們去考

慮嘅。咁所以司警局亦都是現在研究著係咪是否在這方面作一

個即是一個考慮？是關於這部分人才可不可以有一個特別的考

慮？譬如講中央招聘方面可不可以有一個特別的考慮？因為中

央招聘，他都不是話針對電腦法證的角度，因為無人識架，只

有司警局那七、八個人識而已，你話其他中央招聘怎樣去做這

個方面的招聘，這個好難的。咁所以，當然，即是我們亦都

會，司警局方面會向特區政府提出這樣的建議，亦都是上年的

時候已經初步獲得是行政長官的這個初步的即是認同。當

然，將來制度設計方面應該這樣做？特別現在這個行政法務司

方面是希望就在這方面作一個調整，即是中央招聘方面作一個

調整，咁這個我們會可以，即是考慮的。

關於即是蓮花口岸無專道，即是汽車無給澳門居民專道方

面問題，我想治安警察局返去考慮，即是是否可以即是增加這

方面的服務？這個可以返去研究。

關於這個警隊的梯隊式的培訓和安排，我想不論司警又

好，治安警察局又好，都會有這樣的安排，因為他一層一層咁

樣向上升，這個是有一個梯隊式的這種安排，這個請麥議員放

心，好不好？請你放心。咁還有一個問題，剛才麥議員就列舉

了好多法律，亦都非常詳盡，就是 1990 年入職的保安學員點解

無增加服務時間？咁我諗即是這個你都講到好詳盡架啦，咁其

實你將緊我軍，咁但是，我現在不接受你將軍，我書面解

析，好唔好？多謝你。

梁榮仔議員講到西探部方面的情況，咁我想這個一陣如果

梁文昌局長如果有時間的時候亦都可以作下回應。關於司警學

校喺邊度，我想這個好簡單，梁議員你一上網一看就知了喺邊

度，我想這個就不是施政的這個範疇，好不好？咁但是非常多

謝你，是否有人想去司警學校讀書還是怎樣？我不清楚，但是

好多謝你對司警的這種關心，66/94/M 方面，就我們現在探討著

就是警長可不可以報警司？可否報警司，報考警司？咁其實這

個我們探討當中。咁還有你希望話，這個關長改善海上設施等

等導航船等，這個是我第一次去探訪海關的時候，已經和海關

的領導層和全體主管，已經做了這方面的探討了，目的是要加

強海上的這個設施，特別是船，執法的設備，同埋執法的能力

等等，都是我們探討的範圍，現在海關方面已經進行，即是這

方面的這種研究和逐漸會落實。

外勞方面問題，其實現在是逐漸減少當中，但是因為即是

監獄方面現在即是請人都幾難，咁這個作為一種補充，這個都

是一種補充，咁將來會逐漸減少，請梁議員你放心。

禮賓府這個門口的這個站崗更亭問題，我諗我們亦都可以

去探討，但是條件未必容許。因為雖然即是我們的同事好辛

苦，但是，因為都要條件容許，才可以即是設立更亭，咁這個

我們返去可以和特首辦方面一起去探討、去研究看下有無可

能。

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我想一會兒由潘樹平局長，保安部

隊事務局局長潘樹平和梁文昌局長，同埋馬耀榮局長分別是做

這個回應。咁這個我非常認同精神健康問題對保安部隊是非常

緊要，現代社會壓力大，咁其實這個方面，我們那麼多年

來，保安司都是非常重視，咁我去探訪保安部隊事務局都是特

別是去了解這個心理輔導醫生，心理醫生方面即是個運作情

況，咁一陣是由同事去回應。

關於在囚人士，他的親人、他的朋友去探監的車位問

題，我諗監獄，如果有可能的時候，盡量去爭取、盡量去安

排。咁但是就這個要視乎條件，咁多謝唐曉晴議員的這個重視

和即是對我們在囚人士家屬的關心。

或者接著下來由梁文昌局長講下這個的士，即是夜更的

士、違法的士的執法問題、非法賽車的問題，同埋西探部的相

關的情況，好嘛？

請梁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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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咁近年都是收到大量市民的投訴，就是關於的士濫收車

資、拒載的問題是好嚴重。咁在我們在這一年裡面由 1 月至到

現在，我們些數字都經常是有公佈給傳媒，個數字亦都是幾嚴

重。咁剛才有議員提到日間，其實我們夜間都是有繼續去

做，我們二十四小時，都是會對這個違規的士，不同的地方去

作出去檢控，去進行監察。咁我們除了交通廳的同事，我們有

些澳門警務廳的同事，離島警務廳的同事以及我們有些特別夜

更的巡查小隊，都會是去做相關的工作。咁對一些黑點，我們

已經是有掌握嘅，請大家放心，是夜間是我們是有做到。

第二個問題，是那個西探部那裡，西探部我們的編制就

是，俗稱是西探部啦，其實我們是情報廳的其中一個部門來

的。咁有三十人左右啦，咁這三十人是一個核心、是一個大

腦，其實，他們是計劃好之後，就是會組織，我們有特警的同

事會和他聯同一起去各個大的地盤、各個的黑點啦，去進行一

個聯合行動，亦有是聯合勞工局的同事一起去做。所以，他三

十幾人不是話真是要用三十人圍著個地盤，其實我們是有好多

其它部門的同事是幫手。咁另外其實我們的澳門警務廳，離島

警務廳，亦都是有執行相關的查黑工的工作。

在逾期逗留方面，咁警員如果是發現了逾期逗留的偷渡的

人士，法律賦予了給我們的，就最多可以拘留到四十八小

時，在一般的情況之下，我們就在四十八小時，就在文件方

面，尤其是一些外籍，就好難，就會完成晒所有的程序，包

括，機票，或者他有無合法的證件能夠返回去他國家那裡。咁

我們就會俗稱發出一種叫行街紙，咁要求他們，特定人士去定

期去我們的警區，出入境事務廳去報到的。咁我們就會如果他

是不來到報到的話，我們會再採取另一種行動，再會提請司法

官，提請司長就是對他們作出一個拘留。咁我們亦都出入境事

務廳在幾年前，已經是有差不多有二百個的拘留倉是準備了是

給些逾期逗留的人士。

咁在更亭方面，我們會積極去考慮啦，剛才司長都講

了，我們就會和相關的部門研究下。咁其實我們本身是有個機

制，就話是如果到滂沱大雨的時間，我們是安排了架警車，我

們的特首辦門口的同事，就會是上架警車那裡，上架警車那裡

去暫作這個避雨之用。

我發言完畢。

多謝。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接著下來請潘樹平局長講講下關於精

神健康問題，同埋即是去保安部隊事務局關於心理輔導相關的

工作。

保安部隊事務局局長潘樹平：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我在這簡單介紹一下事務局現在提供的心理輔導服務。咁

現在事務局有三名具有這個心理專業的高等學歷的輔導員，提

供這個心理輔導服務。咁治安警察局、消防局和澳門海關、高

校和事務局本身的軍事化人員和文職人員，以及他們的家屬都

可以享用這個服務，他們可以透過電話諮詢或者面談的方式去

得到這種這樣的輔導服務。咁當然啦，亦都會和治安警察局和

消防局一些小組或者他們兩個局長去再介紹這些小組的工

作，咁他們會轉介一些個案。咁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之下，會轉

介上來給我們的輔導員跟進這些可能有些問題的同事。咁我們

亦都和山頂醫院是有一個協議，我們會和它心理科的門診有直

接轉介的行為，咁希望盡快轉介一些的同事去見一見這些心理

的專科醫生，希望他們的病情可以盡早咁樣回復。咁在過去一

年裡面，我們現在接到有一百二十九宗的個案，而面談的次數

是有七百七十三個人次。咁基本上首三類的問題都是情緒問

題、健康問題和一些管教子女的問題，咁議員可能好關心一個

賭博問題，其實就不是好高的，而且在 2014 年，相對 2013

年，求助的情況是下降了 10%，咁這個情況，我們反映到是一

直以來，警察局或者消防局，或者其它的部門，是好主力咁樣

和那些同事去商討、商談關於這些精神健康的問題，如果遇到

一些同事要求協助，他們亦都會盡快轉介上來給我們事務局

的。

咁我這裡的報告就完畢，希望司長轉介給其他兩個局長介

紹下他們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咁昨日就崔世平議員亦都提到這個警

隊舒緩人員工作壓力，提供這個情緒管理課程。咁昨日亦

都，我有提到就是兩個警隊，即是在這個治安警察局和消防局

都有一個關心輔導小組。咁或者時間問題，首先請梁文昌局長

講講下治安警察局方面的工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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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主席，各位議員：

本局就是形成這個心理支援的機制是 2011 年。咁這一個的

機制就是重點就是要改善和支援我們局裡面的同事的情況

嘅。咁我們的成員，心理支援的小組的成員，就有大概是九十

名。咁至到現在，我們已經是開辦了好多場的心理的健康講

座。咁讓前線的人員是正確咁樣認識他們的心理壓力和怎樣去

提供作出這個救助和得到這個支援的方法。咁如果我們的局裡

面的同事是不想我們本身的領導去知道他是想是求助的話，他

亦都是可以直接去 contact 這個，接觸我們即是事務局的心理輔

導員，是直接去聯繫的，咁這個過程裡面亦都是保密。咁我們

的小組的成員，就是由三個人三個人一個小組是帶領著分佈在

各個的警區、各個的部門裡面。咁就另外我們亦都有三十多名

的以個人身份，自願參與這個心理輔導的人員的面談。咁未

來，我們都會是對我們的心理輔助小組的人員是去這個培

訓，去做好。咁另外我們培訓的內容，亦都是包括了他是怎樣

去抽離他的角色。

這一方面報告完畢。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好少時間，咁馬局長，請。

消防局局長馬耀榮：多謝司長，多謝主席和議員。

咁回歸後，我們一直都有個案咁樣以委任小組咁樣跟

進。咁由於社會發展快啦，咁同埋生活環境的改變，咁我們上

年，就舉辦了三次的心理輔導技巧的工作坊，參與人數有六十

三人，咁改名為關心小組。咁去年，內部小組開了九次的會

議，分派到不同的部門，直接由主管親自監督，有需要的時候

會向本人匯報的。

主席：鄭安庭議員。

鄭安庭：多謝主席。好多謝黃司長對於我個問題的詳盡的

回答。

咁我都是講返網絡黑客的問題。咁現在現時，我們網絡安

全，剛才都聽司長介紹啦，我們仲喺度籌備緊這個部門，或者

我們的部門只是有六七個人手。咁但是現時如果無問題發生的

時候，我們就現時有什麼的應變的機制？有什麼措施？或者通

過的機制呢？一陣想司長更加可以詳盡咁答一答。

咁在剛才梁局長都有講過關於逾期居留的外國人。咁其實

現時都是按法律規定，都是給行街紙他們，令到他們可以在我

們澳門的市區可以行走，但是他又不可以工作喎，他又話無錢

吃飯喎、咁又無錢交罰款喎。咁這些人在我們的街裡，在我們

的澳門市區裡，咁怎樣搞呢？在這裡，我想司長都有你高度的

智慧，會想個辦法出來去解決這個問題，而可以阻止更多的這

些越南籍的人士以十七秒的時間跳過我們澳大的圍牆。

咁剛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澳大的河底隧道的消防

問題。都是講返如果隧道當發現有什麼恐怖襲擊或者交通意外

的時候，咁我們整個澳大就是封閉架啦。咁有什麼醫療事

故，或者有什麼要醫療救援，或者有什麼事要救援，是通過什

麼渠道嚟返我們澳門的市區呢？咁在這方面，我們是否要留返

個活門呢？咁在這裡希望可以，到時司長可以更加介紹一

下。因為好像搭電梯咁樣，樓上面火燭我們都有樓梯行返落

來，無電梯的時候。

多謝。

主席：麥瑞權議員。

麥瑞權：多謝主席。

司長：

咁其實剛才我個問題，就是話，即是上年已經有十六

個，即是你們總長級的高層有十六個，上年已經有九個夠年

資，今年增加到十四個，即是隨時可以遞紙走。咁而在那個前

線人員裡面，消防和警隊有三百一十六人又夠鐘，即是可以隨

時遞紙。其實，我就不擔心他們話真是一起會遞紙，即是在你

這麼有震懾力、這麼強勢的英明領導之下，我想他們覺得有前

途都會繼續留下。不過在公共行政裡面，叫做危機管理，咁我

們居安思危，如果他們真是一起遞紙，咁兵和官都要走，咁現

在我們治安有惡化的趨勢，尤其青少年的犯罪，即是日益嚴

重。咁其實我剛才問的問題就是擔心，如果真是有這樣的情況

出現，咁司長，咁我們怎樣搞呢？咁我們對你有信心，你一定

搞得掂。咁但是問題我們市民想聽下，如果那麼多的前線人員

真是遞紙，而在高層裡面，總長級以上的，都有十四個人是夠

年資，都可以隨時遞紙，咁樣他們亦都不需要等六十五歲

喎，遞紙，你好像按法律，你必須要批架喎，咁點算呢？就是

擔心這樣東西啫，想你看下可不可以覆覆我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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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該。

主席：梁榮仔議員。

梁榮仔：是，多謝主席。

司長：

可能我剛才那些講得不清楚，我表達能力可能我差啦，我

不是講司法警察學校。司法警察學校係人都知啦，因為它在個

星級商業大廈裡面做架嘛，我現在是講緊一個警察學校。警察

學校現在它的辦公的地點，就是在個貨櫃裡面做嘢架，咁司長

你應該知不知呢？現在個警察學校如果去考試那時候，要考試

時候，他要求保安高校那裡攞人情才有時間去考試。所以我就

想司長你、希望你反映下警察那方面，要加多些設施落去先

得。因為如果不是，警察那方面的士氣是比較、非常之低

落，你可以去看看，即是警察學校那個，正規的警察學校的辦

公點。

唔該。

主席：請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咁多謝三位議員剛才的跟進。

咁關於網絡黑客方面的問題就這樣的，就如果有案件發生

的時候，通常是由司警局的這個資訊罪案調查處接案，接著這

個電腦法證處是同時跟進，因為它要現場去搜證，去進行這個

電子證據的搜集和檢驗。咁現在通常和會看下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入侵？是什麼方式入侵？還有個來源在哪裡？是從調查角

度去跟進的。咁但是事前預防，應該現在目前來講，是靠民間

公司，即是私人公司去跟進，咁這個想和各位議員去講講。

河底隧道方面問題，一陣請馬局長去回應。

麥瑞權議員所講，關於即是在梯隊，即是這個主管和人員

這個梯隊的安排、培訓和安排方面問題，我非常贊同你的觀

點、你的意見。咁但是我想這裡和各位去講，就一般來講，三

十年工齡之後，他要年滿五十五歲，他才可以申請退休。咁而

且這種情況之下，是上級是可以不批的，你可能亦都清楚，因

為你對公職法律上咁熟，你應該都清楚的。一般來講，三十六

年以上，這個通常他要退休，我們一般都給退休的這樣，還有

六十五歲一定退休啦，是否夠工齡都退休啦咁樣。所以這十四

人是否全部都是屬於三十六年以上的情況？咁這個或者我們事

後再去探討。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好想清晰咁樣講給各位聽，亦

都請大家放心，警隊有充分安排，請大家放心。

關於警察學校那裡，梁榮仔議員亦都是非常多謝你提

點，因為警察學校的辦公地點，我去巡查保安高校的時候，第

一時間是得悉這個高校，即是這個警察學校辦公環境其實是都

幾艱難。咁所以現在特區政府已經物色地方，已經是差不多到

落實的這種階段了，咁這個請大家放心，好唔好？這個我們會

盡量去配合。亦還有一樣東西，保安高校方面，我前兩日亦都

是和保安高校校長去進行這方面的探討，希望盡量是在資源共

享方面是可以使到警校的運作是更加順暢的。

咁接著下來，請馬耀權，唔係，馬耀榮……由馬耀權局長

來答了，好不好？關於河底隧道的這個消防安全。

警察總局局長馬耀權：關於河底隧道那個，如果是出現事

故那個問題，咁因為出現事故，就要視乎它那個嚴重性啦。咁

如果是普通，我們封一條車道，或者是另外一邊的道路，咁由

另外一邊可以行車，或者是中間行的人那裡，都可以行到

的。咁如果真是嚴重性到兩邊都行唔到的時候，其實，我們在

粵澳應急的聯動那個工作小組，在之前，已經是探討過架

啦，咁亦是已經是有那個機制了。咁我們是在稍後的時間，預

計是今年，我們都會有個演習。咁現在個機制已經是溝通好

了，咁亦是在那個模擬上，已經是做過好多次了，當有這個問

題的時間，我們是會和珠海方面，有一個聯動的機制，咁請大

家放心。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咁還有一個問題，因為還有些時

間，就是借這個機會亦都是和大家作一個介紹。因為昨日施家

倫議員提到一個 2014 年，司警局的社區宣傳工作，同比下

降，咁如何加強社區的警務合作，咁或者接著下來請司警局局

長周偉光局長作這方面的介紹。

司警局局長周偉光：多謝司長。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咁昨日施家倫議員提出那個，關於那個是宣傳單張那個數

字方面有所下降，其實我都要解釋下。因為司法警察局那個宣

傳品的形式轉變，其實我們是實質是追求一個是效益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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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可以用下面的七點來同你們解一解釋。

咁第一個就是透過大廈防罪之友的計劃，就成為形成這個

宣傳個覆蓋個網絡。咁我們在上年的 4 月份成立了這個司警的

大廈防罪之友啦，咁由各大廈的是業主委員會、成員、大廈的

住戶、還有物業管理公司成員共同參與。咁剛才梁安琪議員都

問到，關於話是有幾多是會員？還有怎樣加入？我都補充一

下。咁就現在就有三百九十四棟的大廈，成員、會員有三百零

六人。咁剛才講了那些會員的包括是大廈那個業主會啦、管理

公司咁樣。咁怎樣加入呢？其實剛才司長亦都補充了少少架

啦，就是話我們去做宣傳咁時候，去推廣的時候，就希望即是

我們探訪的大廈業主會，物管那邊主動加入。咁另一方面，在

我們推廣那個時候，咁有些業主已經加入了，透過他們之間一

個是互通消息的時候，他們是主動問我們要求，即是可不可以

加入咁樣，我們有個大廈預防小組，亦都有公關處的同事做一

個聯絡，咁都是雖然剛才司長講了啦，即是我們都需要一個考

慮啦，究竟他是什麼人？是什麼情況？我們先去做一個是詳細

審批。咁我們是在司法警察局透過是手機短信，同埋向大廈防

罪之友的成員通報最新那個是罪案的資訊啦，藉著這個是警民

合作的宣傳那個網絡，是更加廣泛咁樣向公眾宣傳這個防罪的

信息，形成了一個更加強的、更加廣的是一個社區的防罪的網

絡。

咁第二點，咁我們按照治安的形勢，即時發出的警情的通

告。咁基於現在個時效性和廣泛性的考慮啦，在維持這個是印

製這個恆常性的宣傳單張的情況之下啦，咁司法警察局，在

2014 年的是開始，就更多去採用了一些是緊急警情的通告，這

個形式的，咁向廣大的市民是通報這個犯罪的是手法啦，還有

防罪的對策。咁每當是本澳或者是鄰近的地區新出現了些是犯

罪的手法的時候，本局就會即時製作這個警情的通告。咁透過

傳媒，同埋本局的是網頁是發放，並且是傳真是給各個社團

啦、物業公司啦，同埋學校等機構，是務求是盡快令市民是知

識最新犯罪的形勢。

咁第三點，我們更多是採用了這個是互動性的、較強的是

防罪的講座進行的宣傳。咁為了加強這個市民對罪案的警惕

性，并更加是牢固咁樣是掌握各種的防罪的資訊，本局在 2014

年，就更多咁透過這個防罪的講座是進行宣傳。咁這個防罪的

講座，其實我們看返是對比返 2013 年來講，我們是多了百分之

三十的，咁因應是不同的對象，我們進行的是不同的主題的防

罪的講座，咁包括是防盜、防騙、電腦犯罪、毒品防罪以及一

系列的是與青少年健康成長相關的等等的主題。

咁第四點了，我們舉辦警民互動活動提升這個市民的防罪

意識。咁我們在上年是以本澳各間學校，合作舉辦了這個防罪

知識的大比拼活動啦，咁吸引了是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名的同

學參加嘅，咁反應好踴躍。咁在本局是在上年 9 月份，就舉辦

了一個是防罪知識知多少這個有獎的競答的活動啦，亦都希望

是提升本澳居民或者是從事大廈保安工作人員的防罪知識。咁

這個居民反應都好熱烈，咁總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九棟的大廈的

居民參與，咁本局合共收到九千四百七十七份的參賽的問答的

表。

咁第五點，今年的 1 月份開始，我們會推出這個是微信的

賬號。咁司法警察局在今年 1 月份，推出這個官方的賬號、微

信官方賬號，是希望是讓市民隨時隨地了解到本局最新那個破

案消息、防罪信息和警情通報的資訊。這樣透過這個網絡平台

是宣傳，是切合現時市民使用手機吸收資訊的習慣。

咁第六點，我們製作更多是直觀的防罪宣傳的短片，司法

警察局是把不法的之徒的作案的手法，製作是三十秒左右的防

罪宣傳短片，因為點解我們是控制這麼短時間呢？因為一般我

們用手機，如果太長的時間，一分鐘、兩分鐘，一會有流量會

多，第二樣東西可能會無興趣去看的。所以我們是看些短片的

宣傳大概是十幾二十秒，已經是有這個效果出來架啦。咁我們

這個是上了本局的網裡面和微信的賬號，咁方便市民是觀看和

轉發給他身邊的朋友，即是以一去帶多。咁同時是將有關的防

罪是這個是短片，是燒錄成這一個是光碟啦，由物業管理公司

在這個住宅或者商業大廈裡面的大堂就是播放的，讓更多的市

民能夠接觸本局的防罪資訊，尤其是他是等緊𨋢𨋢那個時候，他

可以是看著這些宣傳帶。

咁第七點了，咁在社區裡面，我們亦都是設置了流動防罪

資訊站。咁我們在今年的 3 月 18 號，其實已經開始緊這一個資

訊站的設置了，已經進行了六次架啦。咁地點在哪裡呢？包括

有現在做了是有祐漢公園啦，氹仔的是花城公園啦、白鴿巢

啦、綠楊花園等等嘅，咁我們輪流在各個地方是進行一個宣傳

啦，是擺放各種防罪的是宣傳單張，咁希望是可以令到是市民

更加是有效的。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我們休息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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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繼續會議。

下面請陳亦立議員。

陳亦立：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本澳作為這個國際開放性的城市，毒品流通的問題，亦是

比較以往情況是複雜的。尤其是新型的毒品不斷衍生，它除了

增加城市犯罪的發生率之外，更甚者是會影響到下一代年輕人

的成長。司長在施政方針都提到，是將會持續密切監控毒品犯

罪的情況。咁想請問司長，貴局如何可以掌握到新型毒品的流

入，又有什麼措施可以起到先發制人？如果發現一些新型毒品

流入本澳，我們有無什麼法律可以規管它呢咁樣？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這個預防和控制吸煙制度實行多

時，請問司長有無對警方相關的工作成效作出這個評估呢？在

施政方針中提到，是會密切配合相關部門的檢控工作。因

此，請問司長，未來是否意味著會增加人手配合這個控煙辦開

展這個聯合的檢控行動？

關於這個宣傳防罪、滅罪，剛才周局長亦都介紹得好詳細

了。咁就我想喺度請問司長，即是話在個施政方針提到就

話，將會和澳門這個電視台，合作開辦這個警訊信息的綜合節

目，咁想請問一下，相關的籌備工作進展如何呢？又或者我們

幾時可以在電視上欣賞到這些這樣的節目？加強這個警隊的宣

傳，對有助於社會各界對警務部門的認識，以及在工作上的支

持，因此，怎樣可以推動這個公關警務工作？在施政方針提到

設立或完成專責的警察公共關係的部門，亦都想請問司長，相

關的工作進度如何呢？可不可以就具體的工作方向作出一些介

紹？

此外，廉潔高效的保安部隊，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保

安部隊裡面的各項的監督工作必須完善。因此，亦都想問一問

司長，當前保安部隊內部的各項監察機制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

方呢？未來將採取有什麼有效的措施進行這個完善呢？

另外就是在這個依法執法是保安部隊專業的基礎啦，為減

少這個保安部隊執法的隨意性、加強執法的合法性和一個規範

性，在施政方針亦都提出完善各項的執法指引。咁在這裡亦都

想請問司長，目前有哪些執法指引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修

法工作的進度又如何呢？

咁最後亦都想提一提這個交通問題，第一個就是我就想跟

進返崔世昌議員那個黃格的問題啦，即是話唔單止是在南灣那

邊啦，即是話就算雅廉訪，有好多條的十字路口的黃格，好多

時都是在這個繁忙時間，或者是上、開課時間，都是好塞

的。咁但是即是話有黃格，但是些司機亦都不遵守這方面，又

不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咁會不會是由於警方在這面的宣傳這方

面，對市民的宣傳這方面做得唔係那麼足夠呢？今後是否需要

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教育呢？

咁就關於重型車的超重和超速、超高，咁剛才亦都有官員

是這個回覆了。我就想提一提，就是那個超速問題，特別是這

個友誼大橋啦，這些直路，好多時，它的重型車的速度和我們

小汽車的速度是差不多的。咁這方面來講，加上它是行在這個

左邊，那個攝影機方面，就在右邊的多數。咁好多時，可能它

影不到，或者影的時候影了隔離的車先，咁變了，它行快

了，都無去 charge 它的。咁在這樣的情況下，就看下有什麼辦

法，即是可以或者教育下這些重型車的司機？事實上它的車速

太快的話，是真是好容易危害到，即是剎唔到掣，他明知都停

不到車的話，是真的這個傷亡這方面是比較危重的，所以這方

面的希望是作出些改善啫。

唔該。

主席：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咁在司長負責的保安範疇 2015 年的施政方針方面，保安工

作從九個方面作了精闢的闡述，並有相關的措施部署，咁十分

具體和針對性亦都非常強，可以話是一份有水平的施政方

針。咁經過昨日和剛才好多同事都問了好多問題了，咁我只是

提一些個人的意見，供司長參考。

第一就是關於澳門的治安形勢，在 2014 年澳門共有一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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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宗的罪案，較 2013 年增加了三百三十一宗，微升百分之二

點四。咁說明了澳門的治安形勢還是相當穩定的。但是值得關

注的就是犯罪的類別，在去年那個暴力犯罪有八百多宗，增加

了 8.4%，咁其中勒索一百零一宗，升幅為超過五成。另外強姦

案三十三宗，增加了三成一，當然還有不少的網絡的犯罪

啦。咁我列舉這些數字，只是說明治安形勢雖然是穩定，但是

亦不宜太過樂觀。咁值得關注的就是博彩業已經進入調整

期，引致賭廳結業和整合，或會引起新一輪的賭場周邊的利益

的糾紛。咁我絕對相信司長昨天話，絕對不會出現回歸前的猖

獗的情況，我同意的。但是利字當頭的本質是無變，利益的爭

奪則隨時會發生糾紛，咁希望治安當局高度警惕和防範未

然。咁其次從上面的列舉的數字來看，暴力、強姦、網絡犯罪

的增長趨勢是對社會的安寧造成不少的困擾，警方應該加重關

注，特別是對一些治安的黑點，警方應盡快安裝錄像監視系

統。司長計劃分四個階段進行，安裝一千六百支的鏡頭，計劃

是好好嘅，但是未有時間表，能不能加快進度，盡快落實科技

強警，增加市民的信心？咁還有就是對於粵港澳的三地警方跨

境的協作的問題。司警著墨不多，建議司長在這方面，除了加

強各方面情報的交流和聯合行動之外，還應該找緊相關法律法

規的正式對接上，盡快落實例如刑事司法的互動啦，囚犯的移

送等工作，這樣才能有利於全方位打擊跨境的犯罪。

咁第二個就是關於加強警隊自身建設的問題。在這個問

題，每年施政方針都有提述，但是顯然問題尚未得到改善。咁

近年紀律部隊的成員牽涉罪案時有所聞，受賄當保護傘縱容不

法活動，更有甚者，赤膊上陣、以身試法，借職務之便毒

駕、販毒，伙同內地的保安協助賭客偷渡，並提供酒店、陪

賭、放數等一條龍的服務，昨日施家倫同事都有提到了。咁這

些嚴重的事件令人是震驚，咁司長是新官上場，應該都有幾把

火的。咁大家都記憶猶新，就馬場給你燒了，個馬圈就燒了

啦，咁陳澤武是好有意見，剛才和我講。哈哈，他話江戶全部

都無晒生意，龜盎補就無人去吃龜，咁影響他們中小企真

是。咁另一把火，就燒那些違章的士，咁是否還有一把火要燒

燒你們的堡壘呢？一些涉嫌那些違規的警員，這裡都要燒一燒

應該，係咪？咁大家都明白啦，保安部隊人數達九千之眾，咁

難免樹大有枯枝。但是涉警犯罪接二連三，案情越來出格，就

不能像過去咁樣講了，個別事件，咁政府多次表態絕決不姑

息，繩之於法的決心，市民是十分支持。咁紀律部隊作為執法

者，而執法犯法、以權謀私、無視法紀，這將對社會造成更深

的傷害，所以司長是否需要研判一下對知法犯法的量刑，係是

否足夠呢？

咁另外一個問題就……差不多講晒啦喎。還有，另外希望

司長今後，要進一步完善人事管理和紀律的懲治，以防範警員

的違法違紀，在招募警員接受培訓的時候，除了警務技巧的和

法律知識的培訓，還應該加強道德和守法意識方面的培訓，同

時還應考慮培訓方式與內容是否與社會的潮流吻合，與時俱

進，對入職後的警員也應該加強對其法紀觀念的教育。因為警

務工作是容易接觸到形形式式的利益引誘的誘惑，時間一

長，就好容易又會忘乎初衷，建議司長對一些重大違紀違法的

案例，可以編為反面教材，以儆效尤，不斷強化正確的法治觀

念、導正執法態度、堅定執法立場、警惕同類的案件再次發

生。

咁我今日所講就是這麼多。

多謝。

主席：黃顯輝議員。

黃顯輝：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今日我想和大家探討昨日我們的同事已同司長、官員辯論

的關於不受歡迎人物、拒絕入境的問題。在這裡來講，本人認

同當局的有關舉措，事實上，在《基本法》的有關條文，已經

羅列一定的法律依據，以及在特區成立之後，亦制定了一系列

的法律。特別是《基本法》第 14 條第 2 款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負責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另外，在 139 條

第 2 款，明確規定了對於世界各國和各地區人的入境、逗留和

離境，特區政府可以實行出入境的管制。當然，這裡我理解是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堅守一個重要的把關條件，就是只針對非本

地居民的入境情況。因為《基本法》第 33 條明確規定了澳門居

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境內是可以遷徙自由，還有移居其它國家

和地區的自由，換言之，本地居民絕對有權進入澳門特區。所

謂不受歡迎人物，當然，除了《基本法》之外，在特區成立之

後，特區立法會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特別是《內部保安綱

要法》第 9/2002 號法律，正如司長昨日引用有關條文的規

定。還有 2003 年，立法會通過並制定了第 4/2003 號的法

律《入境、逗留和居留的許可制度》，還有相關的第 5/2003 號

的行政法規，特別是有關管理規章的。為什麼我帶出這個話

題？其實這個所謂“不受歡迎人物”是一個外交上的詞語。第

23/2002 號的行政長官公告刊登有關在澳門特區適用的《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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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關係公約》，當中的第 9 條亦提及所謂“不受歡迎人

物”，如果使用拉丁語，就是“persona non grata”這個詞

語。按照剛才所講公約的第 9 條第 1 款，好清楚，“接受國得

隨時不具解釋通知派遣國宣告使館館長或使館任何外交職員為

不受歡迎人員或使館任何其他職員為不能接受”。就是，即使

是外交人員來到一個接受國的地區，接受國是不需要任何解

釋，宣告有關外交人員是為不受歡迎人物，不讓他入境。引用

有關概念，對特區的內部保安是十分重要的。第 9/2002 號法

律，正如司長昨日提及的第 17 條第 1 款第 4 項，當中提及要維

護特區，如有涉及一些懷疑影響特區治安環境方面的情況。其

實在這一方面來講，被當局懷疑影響特區公共內部安全，這麼

重大公共利益，立法者賦予了執法當局、警察當局有自由裁量

權。關於這個自由裁量權，當然不是一個漫無邊際的任意權力

的行使。事實上，特區終審法院在 2008 年 7 月 30 日作出一個

判例，就是 34/2007 號裁判，當中就拒絕非本地居民進入澳門

特區的個案，終審法院認為立法者賦予了行政機關一個依法行

使的自由裁量權，這個自由裁量權只是在出現明顯錯誤或者是

絕對不合理的情況下，才屬於違法，而不是用一般的自由裁量

權的違法監督去進行司法監督。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特

區成立之後，就“不受歡迎人物”訂立了一些法律，而有關法

律都是因應剛才我提及的《基本法》有關條文，就是特區政府

可以自行制定出入境的管制，然後作出有關執法。

至於亦有同事提及向當局申請有關資料而不獲提供。我本

人認同當局的做法，因為《立法會立法屆及議員章程》是一部

法律，就是第 3/2000 號法律，由立法會本身制定。我們作為議

員按照該法律第 29 條第 2 款有權要求特區行政當局提供有關文

件和資料，但是當中第 29 條第 1 款提及，在不妨礙《基本

法》第 50 條第 15 項的規定，好明顯，《基本法》第 50 條第 15

項賦予了行政當局基於公共利益，可以不提供有關的資料。我

個人認為，重大公共利益當然是涉及澳門特區內部的安全，所

以在這方面來講，我十分認同當局的有關舉措。

還有三十秒時間，我有一個問題向司長提出，就是關於人

員培訓方面，似乎那個著墨點，就是你不時提及前線人員的公

關技巧課程或者培訓活動，還有心理輔導。剛才有同事提

到，但是怎樣處理？特別是前線人員的交通事務執法，他們往

往是面對一些受抄牌、要繳交罰款的市民，但是他們認為是受

到不公平對待。其實這方面，有無一些心理輔導的課程令到前

線人員處理得好些？

多謝主席。

主席：林香生副主席。

林香生：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作為施政辯論，我比較關注的第一個在司長的範圍裡

面，這次是在個預防方面來講，我們怎樣做好個民防工作？譬

如現在來講，我們民防工作，我們是由一個部門去統籌，我們

有些嘢有統計，譬如水浸我們有統計，但是我們無列入到什麼

狀況底下我們介入排除水浸，現在浸的就由得它浸囉。因為現

在浸，是有好多種原因，譬如氹仔浸，以前是出海，現在個海

就填高過裡面以前，咁就好像一只鑊咁樣，有咩辦法唔浸，一

定會浸。三十公厘它就浸嘅了，即是以前那個官也街那個地方

來講，出面填到高過它成米，它一定浸的。還有以前黑橋有得

走，那邊有得走架嘛，個排角那裡有得走，個水，現在出面高

過它。咁現在我們那個還有一個危機，就是什麼呢？現在我們

突然間，就這幾年，好中意些大廈就向下挖架，五層停車

場，二十多米，我不知那個水如果來到的時候，怎麼救？點

泵？因為二十米，係嘛？即是這些嘢嚟講，是首先我們在民防

工作上面，我們應該加啲乜嘢？這裡來講，事實上因為現在在

政府的網裡看到的民防工作，我們是牽涉二十個政府部門，牽

涉七個私人機構，但是這二十個政府部門和這七個私人機構夠

不夠呢？要不要更新呢？另外我們這個法令是 1992 年做，我們

要不要更新？我們整個環境和以往都唔同晒，我們的災害應變

都唔同晒，係嘛？除了人流管制之外，其它的災害怎樣呢？咁

這個是民防上面的問題。

第二個情況，就是我們有些同事好關心我們警隊上面的這

些待遇、福利等等的東西。在這裡來講，我個人亦都講一些我

自己的見解，我們現在整套公職制度，好講學歷，但是我們套

學歷就是你進來嗰陣計嘅啫，你跟住入來你好努力去到博士都

好啦，都唔計你，是嘛？這裡是一個問題來的，譬如現在我們

的警隊訓練，我就對照過，我們現在高中入營，出來釘膊，在

裡面合格，我們都是 260。即是如果講保安部隊那個系統

先，我們應該是三個部分，當然現在培訓是兩個不同的，一個

海關，一個治安警察局、消防局，它們是統一，即是那個點數

好，訓練都好，幾乎是統一。咁但是如果我們香港，在香港它

不是這樣架喎，香港訓練了之後，他們是等於副學士，他入營

是另外一個要求，入職是另外一個要求。香港是兩套訓練，一

套是警員訓練，訓練完之後，他合格，他是拿到那個資歷的資

格是第四級，叫做副學士。它另外一個督察課程，拿到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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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嘅，等於學士學位，你的進程任何東西都是從這個開始去

走嘅。如果假如間我們是有些東西在訓練的時候我們已經是改

變他一些東西，因為現在我們那個訓練的法令好耐架啦，亦都

有一段時間的，係嘛？另外現在我們要求、整個社會要求警察

已經和以前不同，可能我們小孩子的時候看是三六九，好仔不

當兵，因為點解？無事打三搥，現在不是這個年代，現在做警

察是專業人士。第一，他要做好所有的佈控和預防，他們是去

防止罪案發生、防止那個秩序出現問題、防災。第二個，他們

是執法者，他一定要熟讀，現在告返你轉頭，係嘛？他本身是

一個執法者。現在另外還有一個，他本身要運用社會工作學的

技巧去做排難解紛，現在我們的警察是完全和以往我們過去傳

統上面的東西是不一樣。當然在司長的施政報告裡面有三個不

同的概念，我都覺得是應該去推動，但是起碼我們要對以警為

本的時候，我們怎樣去看我們的警察，他的功能是什麼？如果

我們從這個功能去我們訓練的時候，我們要有切入點。我們現

在在整套制度來講，一個叫做基礎職程、一個叫做高級職

程，但是我有些同事來講，特別有些警隊的同事，他們有些好

叻的專業不是去管人。我舉個好簡單的例就是扒手，反扒那

些，他們好鬼叻的，他去到巴士站，他已經找到，成咋人，百

人喺度都好啦，他即刻搵到嗰條友係有嘢。咁但是你叫他管

人，我唔識管，對不起，我是專業這樣東西，我們又可不可以

在這裡做到些東西出來，讓他們在個生涯規劃裡面去到五百

點？有排行架，現在我們整套制度，我們由入營釘了膊之

後，一路行到他去首席警員行到尾是要第二十七年，還有順風

順水，開到晉升，才能行到這個第二十七年 370 點，是三個台

階，三個階，三個不同的職等。所以在這裡來講，我們要重新

對待這個問題，因為在入職的時候，我們怎樣對待學歷？我們

怎樣對待他們的薪俸點？怎樣對待他們的福利？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好強調，是希望建警察宿

舍，唔好睇成福利，這個在管理上面是非常有效的東西來

嘅，全世界點解個個行當都唔搞，搞警察宿舍？搞部隊宿

舍？叫救命，有人嘛，我擺架車喺度，即刻咇哩膨冧就落

來，我們軍隊都是，軍令如山，兩個鐘頭開動十萬軍隊，怎樣

開動？你唔集約起來，怎樣開動？

最後一個來講，在我們整個制度上面，我們有警監會，警

監會每年都有報告，但是在網上面看不到這個係有咩回應嘅。

主席：請黃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主席。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咁首先多謝剛才四位議員，三位議員和林香生副主席的問

題和意見。

咁關於陳亦立議員提到的新型毒品怎樣將它納入規管的問

題，其實就警隊裡面有個機制，即是和其它的部門是有機制

的。即是司警局和這個國際組織和其它的國家和地區的警隊是

有非常頻繁的聯繫，在國際會議上面，亦都會探討新型毒品的

出現，怎樣將它納入規管的問題。咁所以咁多年來，透過這些

機制，由司法警察局是吸納其它地區或者國家、國際組織的相

關的信息之後，是第一時間向即是澳門的衛生局提出相關的建

議，由衛生局進行分析之後，亦都是會聯同社工局會向政府和

立法會，提出修訂相關的這個違禁藥品的這幾個表。咁其實回

歸之後，我記得就有兩次，上年有一次，咁回歸之初有一

次。回歸之初那個就是 K 仔，咁在最近來講，我們譬如講內

地，譬如講 K 仔它們還未納入規管。其實澳門是去跟隨這個國

際的新型毒品的犯罪方面的這種趨勢是跟得好貼的，咁這個所

以請陳議員和各位議員放心，這個工作一直做緊，還有會緊隨

國際的毒品犯罪的這個最新形勢，作出這個調整嘅。

關於預防和吸煙行動方面，我想即是這個將來，因為時間

問題，我們是選擇即是以書面來答覆，好不好？

警民同心方面的進展，好多謝陳議員的這個關注，咁我們

初步，其實現在是進行當中，我們初步就從 7 月份開始，就每

個月是有一期，即初步是這樣，一期二十分鐘。咁三個月之

後，隨著即是這個製作成熟和相關機制比較順暢之後，我們爭

取那個密度是可以更加頻繁的。

關於這個修法的工作進度，咁這個因為現在只是會開展相

關的修法工作，咁這個進度，暫時來講亦都提交不到給陳議

員，咁將來如果有進度的時候，我們隨時會提交的。

馮志強議員提到，即是一系列的一些意見和觀點，好多謝

你語重心長的這些關心和支持，同埋好多有建設性的意見，我

們會一定謹記於心，還有我們一定去全力去跟進相關的這個建

議和一些意見。

完善警員的道德規範，這個絕對是這樣，因為現在今時今

日來講，從這個社會對警員的要求工作方面的執法的需要等

等，同埋現代的這個社會道德規範，對於警隊來講影響都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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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所以我們警員的道德規範的培養，這個亦都是要與時俱

進。咁我們除了現在新入職的警員進行這個職業道德培訓之

外，我們去升職和在職當中，經常是做這方面的培訓。咁我們

其實在這個咁多年來，特別司警局，我講司警局，司警局的這

個副督察和督察，即是最高級別的這個職業道德培訓，一直由

我是親自同他們授課。咁我在咁多年的工作當中，特別是對於

職業道德規範這方面的這種培養，還有我們現在提出警隊文

化，建立現代警隊文化，即是警察職業道德規範和現代的這個

警隊文化之間這種密切關係，是非常緊密的。有了這個道德規

範，現代這個警察的道德規範，才可能建立這個現代警察文

化，因為主要內容就是道德規範。咁所以多謝馮志強議員的有

關的意見，還有寶貴的建議，多謝晒。

黃顯輝議員提出，即是關於不受歡迎人物的相關的法律制

度、法律依據問題，研究非常透切、非常深入，對我們來講是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參考，多謝你提供這樣的指導，多謝晒。

關於即是不提供資料方面，我都是認為基於公共利益，即

是有關法律的規定，這個亦都是需要的。所以我昨日，是亦都

是不斷強調是警方是一直是依據澳門法律的有關規定是執法

的，並無去濫用或者誤用，我再次強調，並無濫用或者誤

用，任何被禁止入境的人士都有一個申訴和去投訴的機制，這

個有保護的機制喺度。

關於前線人員的公關技巧和心理輔導方面，其實即是這麼

多年來，警隊亦都非常重視的。咁特別我們現在提出這個公關

警務這個理念之後，我亦都即是和所有局長是傾談相關的問

題，希望在這個前線人員的公關的技巧培訓方面，亦都要進一

步加強嘅。

咁在心理輔導方面，其實剛才三位局長亦都是有一個介

紹，咁當然這個機制是不是完善？我們要不斷去評估、不斷去

完善的，咁這個請大家放心，因為有健康心理的保安部隊成員

是一個執法的重要前提。

林香生林香生副主席提到這個民防工作，一會兒由馬耀榮

局長去回應的。

關於就提到這個建這個警察宿舍的問題，亦都是因為特首

亦都是在 24 號的時候曾經在立法會提過相關的話題，咁這個我

們會自己考慮，還有是會根據特區政府的總體政策和條件的容

許，我們會去考慮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咁或者現在下來，咁樣，首先由梁文昌局長講下，昨日因

為施家倫議員提到這個加快兩地牌車輛的通關程序和疏導車輛

問題。區錦新議員提到非法賽車和石排灣這個住樓這個警車的

問題。

首先請梁文昌局長。

治安警察局局長梁文昌：多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我先回答區錦新議員個石排灣那個問題，治安警察局一直

都是十分關注這個石排灣的治安的問題。因為石排灣公屋

群，就有九千幾個單位，咁是有大量的居民去入住的，裡

面，亦都是有巴士站、食肆、超級市場、社區設施等等，就其

實是一個小鎮咁樣，咁人口亦都是較為密集，咁容易出現這個

治安問題。咁我們治安警察局，亦都設置了一些固定的更

路，是全天候咁樣二十四小時咁樣巡邏這個居屋的，分別有電

單車啦、警員的巡邏啦，汽車啦，還有一些加派的一些的特別

的巡邏。咁我們是另外我們是設置了一些警箱，還有一些停留

的地點，咁使到區內面的治安是可以得到好。咁另外，我們亦

都是喺度研究和這個房屋局那邊進行了多次的會議，咁亦都得

到了回應，咁我們將會在石排灣選一個地方，作為我們的警區

分站。

咁另外，就第二個問題，我就想講講我們那個關閘車道兩

地牌的通關的情況。現時關閘的車道是車輛每日出入境的車次

就超過了一萬輛次。其中，九座位以下的就為這個八千輛，重

型車就是二千多輛。咁使用關閘的車道，除了是直接去珠海拱

北，它有些亦都是會調頭返來的，大家都關注到這個問題。咁

我們就解決的方案，我們就合理咁樣劃分那些車道，咁包括些

重型車，還有客車，通行證，香港居民，澳門居民等等，我們

都有分開走，五種的車道。它這五種的車道，亦都是我們有個

指示牌是大家看到的。咁當然啦，基於這個地緣的所限啦，就

不能夠，即是可能一個車道要行兩種的車都未定。又有左軚右

軚的問題所以就好多市民都是有些要求的，我們盡量都會適合

各位市民的要求去盡量去將些車道的次序去排好它。咁由於這

個部分的車輛，就會堵塞住些車道，咁就堵塞到去工人球

場，又或者去到鴨涌河那邊。咁我們亦都適當咁樣，就會是調

整了那個車道，重型車輛、客車的車道，咁調整到去是二

號、三號。咁我們主要個問題，就因為我們過關的車道的速

度，是比內地拱北那邊是要快些少，所以是現在經常會形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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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的倒灌的問題出現。咁我們亦都其實都是喺度諗緊是自助

車輛過關，咁我們亦都考慮當中的。咁如果是根本的問題是解

決不到，就個倒灌情況出現了，我們幾快都是無用的。

咁第三點，我想講講那個是飛車方面。咁非法賽車，咁治

安警察局一直都是好關注，咁他們唔單止是發出了好大的聲音

啦，滋擾居民，在互相追逐的過程裡面，亦都構成了道路使用

者的危險。因此，我們就是交通廳，每天都會不定時、不定點

咁樣進行行動，截查可疑車輛，如果發現違規的情況一定會作

出檢控。咁在 2014 年，我們在離島，就經常出現一些的非法賽

車的地點，咁我們進行可三百三十次的截查的行動。咁另外就

是我們今年的 1 月到現在是進行了一百零九次的相關的截車的

行動。咁這些行動期間，我們亦都會檢查他們的噪音啦，配件

是否和登記摺相符啦？如果發現有違規情況，我們是會作出檢

控的，咁如果在去年的 2014 年裡面，我們對車輛與登記摺不符

的違例，我們是檢控了八十七宗，而在噪音超標的違例是檢控

了八十一宗。咁我們亦都會和相關的部門，交通事務局密切聯

繫，咁我們會研究這個經常非法賽車的地點，加裝一些雷達系

統，咁對這些非法賽車進行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監察。咁另一

方面，我們亦都會研究在一些地點裡面加裝一些減速帶，令到

這些賽車，不能夠在有關的地點高速行駛，減少這個違例情況

的。

咁在這裡我的報告完畢。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跟住下來，請馬耀榮局長講下關於民

防的工作方面問題，特別是剛才林香生副主席提到的關於水浸

等等的預防和應對。當然，即是林香生副主席是講到一個理念

方面的問題，但是就亦都請馬耀榮局長講講下總體的民防工作

和將來的改革方向，同埋一些措施。

消防局局長馬耀榮：多謝司長。

主席，議員：

首先是講防災計劃啦，其實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

預防，第二是搶險，第三是恢復。咁在這個預防方面，即是在

城市防災，其實是涉及好多個部門，包括在基建、渠務，即是

等等各方面。咁而民防這個中心，我們這個計劃是在第二階

段，在搶險方面的。咁民防中心的啟動是主要是按我們的計劃

啦，或者是在嚴重大災難的時候，或者是在八號風球啦，但是

如果三號風球對城市破壞嚴重的時候，亦可以啟動。民防中心

除了是在這個嚴重時期，做一個預警性外，還是有啟動這個指

揮中心協同二十七個機構，包括公司營的聯合咁樣搶救市民的

生命和財產，以及盡快，協助城市的恢復，同埋令到市民有個

正常的生活秩序。對於水浸的問題，不是在民防這個搶險階段

的工作來的，是屬於這個渠務規劃的工作以及工務部門。咁在

2013 年，在個施政裡面，亦提及過民署，亦會是增加這些水的

泵房，以及工務局亦是提出了，改善有關低窪地區的水浸問題

嘅，咁在天文台，亦是加強了水浸和風暴潮的預警機制。咁在

這裡的問題，我們會反映返有關部門，令有關部門是在預防那

個工作裡面，提前做好。

民防，相信不是單是一個計劃，其實民防有好多個計

劃。包括核輻射啦、大停電啦、大火啦，嚴重的城市的突發事

件，倒塌，或者是一些不可預測的，都可以啟動民防的，那個

主要是搶險工作來的。咁另外，民防每年都會做一個演習，亦

會聯同相關的部門作一些檢討，咁不停咁樣去完善我們搶險救

援的民防計劃。咁我們是會按不同的時期發生這些事件或者參

考世界不同的地區，評估澳門會不會有可能發生，如果有可能

發生的，民防方面，亦會加這些這樣的應急計劃。

而提及到有關那個大廈，五層向下的停車場，在設計的時

候，一定要這個大廈有那個排水的加壓泵，是令到它是滿足到

這個水浸的時候，它能夠排到那些水，不怕水浸的。咁這個大

廈業主就每年就必須是應該是有這個測試和檢測，特別在颱風

期，就應該聽從政府的呼籲啦，做好樓宇設施和設備保養和防

颱風的工作。

咁我在這裡，就匯報到此。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另外就是關於石排灣的相關的這個執

法工作，其實司警局一直以來都是在社區警務方面和在執法方

面亦都有進行相關的這個工作的開展，所以或者請周偉光局長

簡單咁樣回應。

司法警察局局長周偉光：多謝司長，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議員。

咁其實，我們司法警察局對於石排灣公屋群那個是治安隱

患，其實我們是收到好多一些舉報。咁我們在上年的 4 月底，5

月頭左右啦，咁我們大廈罪案預防小組，就接到市民的檢舉

啦，反映就話在石排灣公屋群啦，存在治安隱患嘅，希望我們

局進行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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咁我們從了三個方面進行了工作，咁我們在進行這個治安

巡查工作方面啦，咁我們聯同這個大廈防罪之友的會員啦，還

有社團的坊會，還有負責管理的物業公司，進行了聯合的巡查

的工作，檢視大廈的治安的隱患。咁同時就是派遣一些專科的

刑事偵查人員，包括反盜竊科、反搶劫科的同事，他們就負責

是在區裡面進行一個巡邏，還有一個是監視的。咁我們是做了

是接近一個月二十四小時在裡面巡邏了，咁期間裡面無發現任

何的案件啦，亦都見到有可疑人士，都會進行一個截查。咁平

時我們亦都是在大廈預防的小組，亦都持續在區裡面，進行一

個巡查和防罪的宣傳和收集意見啦，直至到是現時是巡查了十

二次的。

咁第二點，我們是和其它的政府部門，包括房屋局啦，咁

聯合優化的該區的治安狀況。咁我們和房屋局的人員就在石排

灣那邊，就進行一個是治安防範進行多次的交流啦，聯合巡查

檢視公屋群的治安隱患啦。另外就是房屋局和物業管理公司都

接受了司法警察局建議，對公屋群的是一些保安漏洞，作出一

個改善的措施啦，例如加裝一些是監控的鏡頭，容易攀爬的地

方加一些的有刺的網等等啦，同埋加一些照明的系統啦。咁另

外就都是希望在這邊做好個工作的。

多謝。

主席：黃顯輝議員。

黃顯輝：多謝主席：

關於剛才我提出的對前線人員公關技巧的培訓接待，司長

亦作出了回答。我想追問下，其實關於這些前線人員，正如剛

才我所講的，不單止是負責交通執勤方面警務人員，其實現在

例行的工作或者是在立法會制定了新的法律的執行當中，都有

其它方面的前線人員和市民打交道。例如，這幾日都提及控煙

法、打擊非法旅館法，還有最近生效的《預防及控制噪音

法》，還有對一些違規的士檢控，這方面的工作。我想追問這方

面，司長能不能夠介紹相關的課程或者培訓計劃，或者有否和

澳門其它院校合作？能夠令到有關前線人員是好好把握公關技

巧。之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市民違了

法，但不是刑事上的違法，而是行政上的違法。一般來講，是

令到市民知道自己是行政上違法，令到市民能夠開朗地，或者

是無那麼怨恨地，交付罰款。但是，如果公關技巧不好，往往

就由於這個行政處罰，而引申一些對警察的辱罵、侮辱，甚至

乎襲警。我估計有不少的個案，是由於這樣的行政違法而衍生

出來的，我希望你們的同事在執法時候能夠得到應有的尊

嚴，能夠好好執法。這是我追問的情況。

主席：林香生副主席。

林香生：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司長剛才好多同事的回應。

正正剛才馬局長所講，水浸，現在我們是無列入啟動，因

為現在老實講啦，每一次水浸，澳門其實有些東西是定向，譬

如初三、十八，我們係浸梗，因為潮水的問題。如果初三、十

八，加上颱風，所有地方那些低窪的地方一定要走的，這個是

我們澳門的老一代的人，大家是好清楚。

亦都跟進返，剛才因為時間的容許底下，關於那個警監的

情況，因為警監，我們好特別，我們是現在在個網裡，有警監

會那個工作。咁警監會，每年都有個報告出來，警監會是隸屬

於保安司下面去負責一些的支援。咁警監會提了些意見，保安

司有無回應？我們在這些網上面看不到的，當然我問過歐安利

主席，他話都會遵照的，咁這個它是局級問題，但是作為我們

交流那個情況，因為你設計這樣東西，將來有些東西來講，是

一個理念上面大家的交換，因為作為警監會的設置，2005 年到

現在，可能大家怎樣去做好這件這樣的工作呢？去推進我們那

個建設呢？我個意見在這裡啫，我無其它的意思，只是意見在

這裡，因為只是有個報告，那個報告提了些建議怎樣呢？係

嘛？我都問過歐安利主席，他話有做，咁但是文字上我們是看

不到一些的回應、一些的交流的意見等等這方面。

主席：請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主席。

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多謝剛才黃顯輝議員和林香生副主席的跟進。咁樣我首先

講講是關於紀監會，紀監會那裡，其實，就報告應該都有

的，咁我所知，報告應該都有的。其實大家都知道，歐安利議

員，他本身是這個紀監會的主席，我們都聽他講的，他想怎麼

做我們怎麼配合的，哈哈，好不好？這個所以絕對無問題，所

以歐安利主席，他怎樣吩咐，咁我們下面同事會全力跟進。保

安司絕對不會干涉紀監會的任何的工作和他們的意見，咁我在

施政報告當中，亦都是非常強調保安司轄下的部門一定會，即

是服從聽取我們紀監會的相關的意見，而且會及時回應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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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所以請大家放心，亦都請林香生副主席放心，將來有什

麼工作，咁我們會根據歐安利主席的相關的這個指示，我們開

展相關的工作，好不好？

另外就這樣，就昨日施家倫議員提到關於即是這個關注獄

警人員的福利待遇方面，咁或者我這裡再補充，作一些回

應。咁我在 1 月初的時候是巡查了這個監獄，咁而且是和監獄

領導，即是李錦昌獄長和副獄長和所有主管進行了座談。探討

的重點之一就是獄警的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問題，咁而且當時

是要求監獄領導層，為員工創造休息和娛樂的空間和環境，並

建議創設這個康樂組織，舒緩工作壓力，增加員工的歸屬

感。因為監獄本身是無福利會的，咁因為我們好多部隊都有福

利會，只是監獄無福利會，咁所以我第一時間亦都建議他們建

立這個康樂的組織，可以為這個員工提供各種娛樂或者休息的

一些機會咁樣。咁另外一個，就是亦都是希望監獄從警隊的文

化方面，是怎樣使到員工有更好的歸屬感，對監獄有個認

同，當然是對監獄組織，不是對監獄。咁所以這個就是第一時

間提出這樣的這個建議給他們，咁亦都獲得監獄方面的這個積

極的回應。咁所以，他今年的這個施政方針裡面，施政報告裡

面，亦都是監獄的施政計劃裡面，亦都有一個計劃是建立這個

康樂組織嘅，撥出一定的款項，希望是提高為這個員工創造休

息和娛樂空間和環境嘅。

咁施議員亦都曾經轉介過一個求助個案，咁根據了解，這

個有關的這個人員是需要輪班工作，並且他有收取這個增補性

的報酬。咁就在這個方面，法律的層面並無問題，但在他輪更

時間裡面，絕對有優化空間。咁剛才梁榮仔議員亦都提到這個

問題，就十一個小時之後，即是連續去工作做十一個小時，咁

我諗監獄，返去之後亦都是對這個方面進行優化，是使到員工

有更好休息的時間，咁我諗這個是監獄方面都會從善而流。當

然，這個個案本身，亦都是正在了解當中，看下有無其它的一

些隱情，或者有些其它的問題出現，咁我們現在了解當中。所

以請各位議員，尤其是請施家倫議員和梁榮仔議員是放心的。

另外一個問題，昨日施家倫議員亦都提到一個強化內部監

督，剛才陳亦立議員亦都提到這個強化內部監督的問題，咁我

這裡亦都是和大家作一個分享。咁我們那個內部監督方面，當

然整個警隊，保安司的監督制度，分為外部監督和內部監

督，外部監督方面大家都好清楚了，立法會、司法機關、上級

部門、這個審計署、廉政公署、紀監會等等，都是我們外部監

督機制，咁這個我們今年的施政方針裡面列得好清楚，我們怎

樣去面對這些監督，這個是督促轄下的部門是全力去跟進。咁

內部監督方面，我們有幾方面的，最主要是四個方面。第一方

面就是適時補足各項工作規章和內部執行指令，嚴格要求主管

人員，各級人員遵守紀律和法律，堅決查處違法違規的事

件。第二方面就是完善對各級人員職業操守和個人品德的培養

和監督，加強對入職前的背景審查和品格審查。剛才黃顯輝議

員亦都提到這個職業道德的這個培養方面的問題，咁我們即

是，尤其是首先是入職前的背景審查和這個品格審查。上年的

有個特警，涉嫌是網絡方面進行這個欺騙，最後進行強姦和這

個性脅逼，這個個案亦都提醒我們在入職前的背景審查和品格

審查方面的重要性。第三點就是強化入職、在職和升職的培訓

的職業道德課程的設置。咁這個方面，就是我去巡視高校的時

候，還有和各級部門去傾談的時候，亦都是特別是強調這方面

的工作，咁在入職，在職和升職培訓，職業道德的課程，是一

定要不是一個虛的，一定是實的，而且要去進行一個評估的機

制，當然這個機制怎樣更加科學，咁我想這個是我們去不斷咁

樣探討。第四樣東西，就是會建立各種機制，互相監督。咁其

實我提出這樣東西，就是我施政方針是無的，即是在這個報告

當中我是無提出來嘅，但是我臨時將這樣東西加上去，我是想

以司警為例，我想講下我們的經驗。嗱，司警在 1999 年 12 月

20 號回歸之後，十日之內，就建立一個內部機制，個機制是怎

樣呢？就是所有的員工，不論是打雜的一個清潔嘅至到副局

長，他都可以隨時約局長談話。咁就是這個最主要就是給他去

向上級去報告他目前所面對的一些問題，私人問題又好，或者

是他那個自己本身，即是和公司有關的一些問題又好，是讓他

去反映，亦都讓上級是掌握下面的這個情況，這個叫下情上

達。咁還有一個機制就是有個投訴信箱，匿名投訴信箱。咁這

個情況之下，就是所有的員工，都可以用匿名的方式，是閉路

電視檢控不到的角落頭，當時是有兩個信箱是讓員工去擺這個

匿名信擺落去的。咁這個讓上級來講是一個好好機制去監督前

線工作，而且是可以使到各級人員都有一個危機感喺度。當然

這個信箱都有一些情況，叫寫匿名信，即是一些誹謗，這個種

侮辱，或者是誣告都有，但是我覺得只要領導層心水清，這個

問題是不會有後遺症。咁所以司警局那麼多年來在這方面的工

作是全力去推進。當然司警局是有司警局的實際情況，治安警

察局因為人員太多，無可能啦，梁文昌局長他見完所有人，這

個無可能，他不用工作的了。咁所以我覺得每個部門有各自的

一些特點去做。咁司警局，當時幾百人的情況之下可以做

到，咁現在周偉光局長，我諗他都未必可以做得到，但是他都

全力去做，咁所以我覺得每個部門結合自己情況，在這個內部

監督方面，其實有好多領域的措施可以做得到的。最緊要一樣

東西，這個局長本身他要心水清，他要一定自己要自身要

正，咁這個才可以管好這個隊伍，所以這個工作，其實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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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視。

還有其它方面的問題，我想就關於即是打擊毒品犯罪方

面，出入境設置 X 光機那裡，吳國昌議員昨日提出的一些問

題。咁 X 光機那裡，其實，2011 年的時候，司警局在機場設立

了這個 X 光掃描機，2014 年在外港就設立了，今年在北安碼頭

亦都會去設、即是安置的。咁將來隨著港珠澳大橋的落成，將

來亦都會考慮在其它地方，特別是港珠澳大橋的相關口岸亦都

設立相關的這個 X 光機，這個對緝毒工作好有幫助。

多謝。

主席：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

保安部門去年到現在是完成了特區四件重要的盛事的保安

工作。包括了是第四屆的行政長官選舉啦、第八屆的亞太經合

組織旅遊部長會議啦、澳門回歸祖國十五年慶典啦，以及剛剛

過去的春節所實施的人潮管制措施。上年澳門就接待了三千一

百萬的遊客，出入境是達到一點五億的人次，這個是我從官方

網拿到的數字。保安部門在這些這樣的重大工作上是表現得非

常之專業，在出入境管理、交通執法、通關效率、人流控制等

多方面，都是表現出色。尤其是嚴格執行了這個《內部保安綱

要法》，使到回歸十五年的慶典，是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下完

成，這個是值得贊賞和表揚。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保安部門

是有責任是維護澳門安定繁榮、保障社會安寧、維護法紀、執

行立法會所訂定的法律。司長，澳門居民是支持你是依法咁樣

嚴正執法，拒絕一些搗亂分子，令澳門添煩添亂、製造事

端。這兩日，至到今日為止啦，就幾乎所有的議員，都是叫司

長你執法從嚴。但是唯獨是只有兩個議員，是叫你不要執

法，話你濫用這個法律，真是莫名其妙的這樣嘢。澳門話就是

蓮花寶地，百毒不侵，一些災難性的事件，通常我們都可以置

身事外的。例如在 2003 年的沙士、禽流感，到最近那個，在這

個國內外發生的重大公安事件，或者到最近的禽流感。但是我

覺得幸福不是必然的，我們要面對全球複雜多變的外部環

境，我想聽聽司長在這方面有些甚麼的應對？保安當局，即是

整日都講到了，要深化這個科技強警，嚴格治理這個紀律，建

立一支優質高效、紀律嚴明的警隊。公共安全是澳門長治久安

的重要基石，而澳門保安工作是往往隨著這個社會的持續發

展，又或者這個經濟的逆轉，面對更大的挑戰和考驗的。我想

問問司長，你在這個範疇裡面作為一個司長，你怎樣去深化這

方面的工作？去回應這些挑戰和考驗？怎樣去加強這個防罪滅

罪這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想講講，這個色情單張的問題。你昨日你講到

了，檢察的機關和這個法院，對這個色情單張的定義是有分

歧，使到你們，即是浪費了不少時間和警力，又解決不到這個

社會關心的問題，是源於這個法律是太舊，有三十七年的這個

法律。因為當時，就無單張的，看人架之嘛，係嘛？看人板最

好的了，駛咩看單張啫，係嘛？所以這個法律，就是需要去改

的。還有這個刑罰，我昨日聽你講會不會太輕呢？在這方

面，是否會不會追不到我們現時社會那個演變？已經是不合時

宜，已經不合時宜的了。我記得曾經有些前線警員去捉這些色

情單張的發放者的時間，他們掉晒在地上，而你可以做的，就

話他，咦！這個都市總規章，當垃圾咁樣去 charge 他，只是罰

六百元，咁梗係拉極都有啦，係嘛？我覺得這方面那個法律真

是其實真是要怎樣去想想，看下是否在即是不久的將來，能夠

提交到給我們立法會去審議。即是這個是困擾著我們整個社會

的問題，因為這個不是只是話在旅遊區，現在話在些社區裡

面，都是即是有這種事情發生。

咁另外一個，就是剛才司長亦都講到，梁文昌局長講到

話，將來在這個石排灣設置這個警察分站。其實那裡，有九

千，剛才你講有九千個居民，即是在那個小社區，其實唔

止，因為對面有金峰南岸這個豪宅，如果將來入埋伙的時

間，那裡超過過萬人的。咁這個是有逼切的治安的隱患喺

度，其實希望在這方面嚟講係是加強加速這方面的工作。我都

應該是講完的了。那一分鐘留返賣俾你啦不如。

主席：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Sr. Presidente, 

Sr. Secretário,Srs. Colaboradores,Colegas: 

Aproveito este momento para informar o público, em geral, que 

o Sr. Secretário para a Segurança, Dr. Wong Sio Chak, tem, ao longo 

destes meses, dado grande importância aos trabalhos da Comissão de 

Fiscalização da Disciplina da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e 

confirmo, neste momento, que ao longo dos anos... de vários anos, o 

Sr. Dr. Wong Sio Chak, enquanto director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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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pre teve a Comissão de Fiscalização e Disciplina em alta 

consideração, motivo por que estamos plenamente convictos de que, 

nos próximos cinco anos, durante o seu actual mandato, a Comissão 

terá o necessário... todo o apoio para a prossecução dos seus 

objectivos. Esta é uma garantia que... e aproveito este momento, n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ara informar a população de que nós 

estamos, plenamente, confiantes, na capacidade do Sr. Secretário 

para dialogar connosco e nos proporcionar todos os meios adequados 

para a prossecução da nossa actividade. 

Em segundo lugar, gostaria de, neste debate das Linhas de 

Acção Governativa, abordar uma questão que é... que está na ordem 

do dia, que é encontrar talentos, recrutar talentos e formar talentos. 

Na área de governação de V. Exa. existem três escolas de formação, 

já abordadas pelos meus colegas, o que é uma particularidade, 

porque noutras áreas de governação não existem escolas para a 

formação de quadros... e quadros especializados n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As escolas existentes têm a sua história, já estão bastante 

bem enraizadas em Macau, e têm o seu prestígio. Obviamente, 

existem espaços para melhorias, e estamos certos de que V. Exa. 

sabe quais são esses espaços e irá, obviamente, também, fazer o 

possível para proporcionar aos nossos jovens uma formação 

adequada na área da segurança. 

Apraz-me registar que, da leitura das... das Linhas de Acção 

Governativa da sua área, foi dada importância a certos temas. Por 

exemplo, alguns que já foram abordados pelos meus colegas - o 

reforço da ética, deontologia e disciplina. E como disse o Sr. 

Secretário, ao longo dos anos, enquanto director, também se 

preocupou, grandemente, com estes temas. E são também temas, por 

nós, nós refiro-me à Comissão de Fiscalização e Disciplina, em que... 

houvessem cursos, seminários e acções de formação, por forma a 

reforçar estas três vertentes - a ética, a deontologia e a disciplina. E 

pela leitura das Linhas de Acção Governativa, estes temas são 

novamente abordados e com... e foi dada alguma relevância e ênfase. 

Outro aspecto que importa salientar, e que consta das LAG, são 

os cursos de técnicas de atendimento e resposta. Como nós sabemos, 

muitas vezes as pessoas telefonam para os centros de queixa das 

nossas Forças de Segurança e, normalmente, essas pessoas têm uma 

queixa a apresentar ou uma denúncia a fazer, e estão num 

determinado estado emocional que, por vezes, a pessoa do outro lado 

da linha, isto é, o agente policial que atende o telefonema, tem que 

estar devidamente preparado para combater também... às vezes 

existe um estado emocional e psicológico causado por circunstâncias 

várias, designadamente, muitas horas de serviço, ou porque os 

telefonemas atingem determinadas questões que não são fáceis... não 

são de fácil resolução, e pode criar-se um ambiente menos propício 

para o diálogo com o cidadão. Portanto, são matérias abordadas nas 

Linhas de Acção Governativa, e apraz-me registar que isto tudo 

constitui hoje uma realidade. No entanto, gostaria de dizer que 

também me alegra ver que há uma certa... que é dada importância ao 

ensino das línguas. Macau é um centro internacional de turismo e 

lazer, portanto, há um enfoque no ensino das línguas, 

designadamente, do mandarim e do inglês. 

Gostaria, nestes parcos momentos, de dizer o seguinte: na 

formação de talentos e na área jurídica, parece-me que algo mais se 

pode fazer para captar o interesse dos nossos jovens licenciados. Há 

muitos licenciados hoje em dia em Macau, na área do Direito, 

muitos vão para a advocacia, alguns para a magistratura e também 

não menos para 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Acho que, para a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alguma medida também deve ser tomada, 

provavelmente já está tomada, e daí estar a pedir informações a este 

respeito, sobre as medidas que V. Exa. tenciona implementar para 

captar o interesse dos jovens licenciados em Direito, e também de 

outros cursos, para acções de pós-graduação... cursos de pós-

graduação ou mestrados nas nossas escolas da polícia, por forma a 

terem uma formação adequada no âmbito da acção policial e/ou da 

investigação. 

Os colegas falaram nos riscos potenciais que existem com a 

aposentação de muitos elementos das Forças de Segurança, a breve 

trecho, a médio prazo, pelo menos, e da necessidade de rechear os 

nossos quadros com pessoas com adequada formação. E as escolas 

que nós temos têm esse papel a desempenhar, e... e aproveito este 

momento para solicitar esclarecimentos ao Sr. Secretário sobre... que 

ideias existem para captar o interesse destes jovens licenciados para 

a frequência desses cursos, sobretudo, cursos para pessoal não 

militarizado, portanto... cursos para pessoal não militarizado. 

E do minuto que me resta, também gostaria de saber, apesar 

disto não ser da área exclusiva da segurança, se... qual é o 

pensamento do Sr. Secretário sobre o uso das chamadas pulsei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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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ónicas, em complemento das prisões domiciliárias, isto é, o 

noss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ão prevê a pulseira electrónica – a 

pessoa quando... existem... quando existe receio de fuga e outros 

requisitos que a lei processual impõe, decreta-se a prisão preventiva. 

Agora, o nosso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já está atingir um certo 

grau de superlotação e, como tal, muitos presos preventivos poderão 

ter outras formas de controlo, através de... (acabou o tempo) 

（歐安利：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藉此機會讓廣大市民了解，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在擔任

司長的多個月來對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紀律監察委員會(簡

稱紀監會)的工作給予高度配合，不但這樣，在他擔任司法警察

局局長多年來，也都一直高度重視配合紀監會的工作。基於

此，紀監會完全相信黃司長，在其未來的五年任期內，紀監會

將全力支持司長實現定下的目標。這是一個保證，今日藉立法

會大會讓澳門廣大市民知道，紀監會完全相信司長在溝通上及

在提供一切有利方法實現工作目標上的能力。

其次，我在施政辯論裡想提出一個與發掘人才、招攬人才

及培養人才有關的問題。之前我的同事已提過在保安領域有三

間培訓學校，這是非常特殊的，因為在其他司長領域沒有任何

培訓公共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員的學校。這幾間學校的存在是有

其歷史原因的，且已有相當穩固的基礎及權威。當然，仍有可

改善的空間。相信司長已知道哪些方面有待改善，並向加入保

安部隊的本澳年輕人盡力提供合適的培訓。

我很高興在施政方針司長的範疇中看到幾項備受關注的事

宜，例如有幾位同事已提過的加強紀律道德、職業操守的意

識。正如司長所講，在他擔任局長的這些年來，一直非常關注

警員的紀律道德操守。這也是紀監會所關切的問題，因此，透

過舉辦課程、研討會及培訓活動等方法加強紀律部隊的道

德、職業操守的意識。看到施政方針再次提及這些問題，而且

是高度重視及強調的。

另一點要強調的是，施政方針內提及的接待及回覆技巧的

課程。大家都知道，通常保安部隊投訴中心接到的電話都是與

投訴或舉報有關，有時來電者會帶有情緒，警員在接電話時都

須先做好應對準備，他們有時由於要應付不同情況，尤其持續

多小時的工作或遇到不易解決的問題等，也會導致情緒及心理

波動，便可能會有不利於與市民溝通的情緒。在施政方針裡已

反映了有關問題，今天很高興看到這一切都會落實解決，此

外，感到欣慰的是語言教育得到重視。澳門作為一個世界旅遊

休閒城市，應加強警員的語言教育，尤其是普通話和英語。

我想在剩餘很少的時間裡再說一點：我覺得在法律人才的

培訓方面，可多想辦法激發本澳年輕大學畢業生加入警隊的興

趣。現時本澳的法學士許多從事律師行業、有些當司法官，也

有不少擔任公職。我認為澳門保安部隊在這方面應採取措

施，可能已經採取了，因此，請司長提供這方面的資料，準備

採取甚麼措施吸引年輕的法學士及其他專業的學士接受再培訓

及報讀警察高等學校舉辦的碩士課程，使他們在警務及/或偵查

方面得到適當培訓。

多位同事都提及一個隱憂，就是在短中期內保安部隊有不

少人員退休，需要由受過適當培訓的人員來填補。警察學校在

這方面應發揮作用。我想藉此機會請司長解釋一下，如何激發

年輕學士報讀這些課程的興趣，尤其是非軍事化人員的課程。

在剩下的一分鐘時間裡，我還想知道，儘管這問題不屬司

長的專屬範疇，不過，關於以電子腳環限制被軟禁者活動範圍

的措施，我想知道司長的想法。在《澳門刑法典》沒有這方面

的規定，只規定在出現嫌犯有逃走的危險及刑事訴訟法律規定

的其他情況下會採取羈押措施。現時澳門監獄已達飽和。很多

被羈押的嫌犯是否可採取其他監控方法，如透過……（發言時

間結束）。）

主席：鄭志強議員。

鄭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晚安。怎樣提振我們紀律部隊的士氣，是這兩日好多位議

員都提到的一個熱門的話題，有好多議員從這個福利、待

遇、宿舍、培訓、向上流動等等，提了好多建議給司長你。司

長亦都回應了，話有些工作，我們正在做緊架啦，包括軍事化

人員通則有些東西要修改，還有入職、晉升、培訓要加強等

等。我們大家都會相信，司長一定會體恤下屬的情況去爭

取，為保安部隊人員，謀多更多的福利和待遇。但是這裡

面，又涉及到一個全體公職人員之間的平衡的問題。保安部隊

是可以有些特殊化，是可以傾斜，但是亦都需要有個過程去做

一些東西，但是我完全相信，包括有好多同事都相信司長一定

會為保安部隊的同事去爭取這樣嘢。我想在這裡和司長從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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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度，三個方面去探討一下，從另一個角度怎樣去提振士

氣。有志參加保安部隊工作的年青人，大家都知道，他們都是

一種為社會服務、維持治安、保護市民，這樣一種崇高的抱

負。我們以前都聽過些這樣的一些說話，一些小朋友，我大個

要做阿 sir 拉晒你哋啲衰人咁樣，做阿 sir；我大個要做醫

生，醫好晒這些病人咁樣；我大個要做護士，怎樣要護理好些

病人等等。經常我們聽到大個仔之後要做阿 sir，點解呢？因為

他們覺得這樣是一個好崇高的工作，他們還要接受到好嚴格的

體能和技能的訓練，相信亦都不會斤斤計較一些福利、待

遇，或者怕辛苦。但是有一樣東西最怕的是什麼呢？這些是最

容易打擊我們保安部隊士氣的就是紀律的鬆弛、形象的受

損。如果我們警隊的紀律是鬆弛下去，警隊的形象是不良的

話，這個是對我們的士氣打擊最大。司長在引介裡面的第六

點，提到嚴肅警隊紀律，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舉

措，這個對維護警隊的形象、提振我們警隊的士氣有好大的作

用。希望整個保安部隊上下一心，為維護我們良好的警隊的形

象，提振士氣。司長在裡面提到，要求各級領導和主管人員做

到以身作則，我想和司長探討一下，或者司長我和你講一

講，怎樣加強各級領導和主管以身作則、嚴守紀律呢？這個和

剛才馮志強議員都提到的一些一樣，最緊要就是我們些領導主

管要以身作則，你帶好了頭，我們的士氣就會喺度，這個第一

個想探討的。

第二個想探討，就是這裡有幾位議員都提到，特別是宋碧

琪議員都提到，一個叫做執法無奈，我們警隊好想去執法，但

是好多嘢是做不到。其實這裡可以考慮，一個減少、一個增

加，減少影響我們依法執法的一些障礙，增加我們一些執法的

能力。譬如話，司長在昨日講到天眼，講到好無奈，我都為你

唔抵，好多東西是我們做不到，無這些配合，這個真是一定要

加快去做。我們警務的技術、科技手段一定要加強，否則我們

怎樣去提振士氣？還有我們好多法律法規，有好多我們真是滯

後了而阻礙我們去執法，你真是盡快送來，我相信全體立法會

議員都會一定同你加班加點做晒它。司長你對這個掃除現在在

執法無奈，提振士氣裡面，你有些什麼的看法？或者是諗住短

期要送些什麼的法律或者法規要送來我們立法會，想我們同你

過的呢？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提振士氣，要給我們保安部隊的所有

的成員，都有增加一種榮譽感，還有市民要對我們警隊人員的

認同。你在引介裡面提到，八個字：警力有限、民力無窮，非

常啱的。市民的認同這個是我們警隊最大的一個榮譽，所以加

強社區的警務，我諗唔單止是司長你講，是預防犯罪有重要意

義。從另一方面講，更重要的就是增強了和市民的溝通，獲取

了市民的認同，從而提高了我們警隊的榮譽感，帶來了一個提

振士氣的非常之好的作用。這三方面提振士氣我覺得真是值得

考慮。但是我又看返司長，在昨日的引介裡面，其實司長都提

到，不過我執你口水尾講，在司長的昨日的引介裡面都提到這

三點，不過你是從工作的角度去思考，我聽完之後，我覺得是

否可以從提振士氣角度，去再落實好有關的工作，我相信警隊

的士氣，將會在不久的將來會大大提高。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咁司長就肯定這幾個月，或者是在這個保安的範疇這幾年

做了好大量的工作。點解這樣講呢？譬如我身為一個澳門

人，都覺得是在澳門居住是十分之安全，好多地方，譬如最近

鄰近的香港，夜晚好多地方都唔敢去，咁澳門，我就無這個感

覺，都敢去。咁如果作為一個遊客，我就還更為覺得安全，因

為雖然我們未是這個世界級的旅遊休閒城市，咁但是比起好出

名的城市，例如歐洲的巴黎、米蘭，甚至是鄰近的布吉，諸如

此類，即是我們那些嚴重的罪案，對遊客來講，就真是無

的。譬如久唔久都聽到，現在，我聽返來的，我朋友久唔久都

去歐洲，因為現在離譜到，你坐在歐洲的大城市在出面那些露

天茶座，幾個人走過來就一個撞到你全部東西都散晒，咁跟住

你就顧住抹咖啡等其它，其餘那些就搶的了，你無可能防備到

的，你坐在這三個人，他一個人，一衝埋來撞爛晒你的東

西，你的東西掉晒落地，咁你當然是顧住銀包、顧住濕身這樣

的，其他些就搶的了。亦都有些情況，直情有些人坐電單車在

那些的交通的要道等紅綠燈，直情坐後面那個就你輛車後面是

玻璃，打爆你的玻璃，咁你以為別人開槍，你咪驚囉，攞你個

手袋，跟住坐電單車走。這些是最近發生的事，所以可能中國

大使館都成日叫些中國遊客小心，即是這個是好亂啦，咁就基

本就是澳門無這些這樣的情況，當然這個是十分之好啦。所以

如果你話是構建這個世界級的旅遊休閒城市，我覺得司長的範

疇管的治安部分，就應該是最先會達標啦，因為這個現在已經

是好天下太平，可以這樣講啦，其餘那些交通、宜居、宜住那

些，那個問題當然好大，澳門的地方係細啦咁樣。但是雖然是

這樣講，但是就好多東西都可以改善，我自己有少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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啫。譬如是出入境，因為昨日有些同事講過，就是現在些前線

的警務人員有些都好禮貌、好好笑容，因為他們是好緊要

的，因為在街的，如果遊客見到我不識路，想問東西，一定搵

警員，因為無人……因為就算有時候問些路人，他都不識，咁

見到警員一定問。咁如果他們的訓練些禮貌好些、笑容好

些，這個國語或者英文識多些，咁這個是好有幫助，尤其是旅

遊區，咁其實我想講的是旅遊警察，但是都不需要啦，因為澳

門這麼小。咁希望是真是派去旅遊景點，或者世遺景點，多人

集中的地方多遊客，那個前線那些警務人員的訓練希望好

些，那個笑容又好些。

咁另外講到出入境的同時，這個又好難怪的，因為全世界

的出入境只有幾個國家，我去那麼多地方，都是因為可能受過

軍訓，或者是這個的紀律的訓練，多數面口都不是好笑，即是

多數看你入來是否有問題先，咁這個好難怪的。咁但是真是文

職化的情況是否搵些人看到證，或者就算不是文職化的，有些

人都可以是訓練到這一樣嘢，即是不要當個面口，個個入親

來，好像美國、加拿大，你知入親去一定是諗住你喺度做

嘢，有問題先嘅，摷到你暈、問到你死，總之你不會講英文的

就行埋一邊那些，即是當然我們無這樣的情況。但是如果真是

出入境的同事，百忙之中都能夠是改善到這樣嘢，我覺得對我

們的旅遊的形象是十分之正面啦，至少人哋返去會講先啦。咁

如果是出到街的，有些警務人員幫到手，問到路，咁講到句需

要的問到的東西，有個好的答案，這個是更之然好啦。咁當然

有些地方，好像泰國，有些旅遊警察，咁可能那些地方治安不

好，他要整隊警察喺度巡下，讓些遊客安心點啦，我們未必要

需要這樣。但是我覺得是應該是大的旅遊景點，一些前線人員

應該多些啦，應該是多些去巡邏的。

咁另外，就講返有兩樣，我想講講是關於是個道路安

全，我自己的看法啫。因為現在斑馬線好多，好多斑馬線，尤

其是皇朝區一帶，甚至是城市日大馬路，可不可以好簡單地為

了這個道路的安全，好像鄰近的地方，斑馬線有兩支燈側

邊，在那兩個路邊，棟起轉俾人知。因為你一開又斑馬線，一

開斑馬線，前面架車停了你又不知，但是如果有個 signal，有些

是貓眼石啦，是在地上反光啦，但是個問題貓眼石，前面有車

你見不到了。但是如果真是好像有支紅綠燈咁隊喺度，黃色的

眨下，即是講給你聽那裡有斑馬線，我想對揸車的人的警覺是

好好多的，現在不是好多人，真的不熟，真是不知，行下又有

斑馬線，見前面的車停又見不到斑馬線，尤其是夜晚，不是條

條路好光的。這樣的情況之下可不可以做到真是斑馬線一個特

別的識別？講到給人聽，離遠我都知了，那裡是斑馬線了，我

不是望地喎，我是望側邊，有燈的，有轉的，好像香港都有

的，黃色眨燈咁上下的東西，好像澳門是無，我覺得無，可不

可以做到這樣呢？我覺得道路安全，因為我就唔係揸車，我係

坐車啫，咁我坐車我都覺得我司機成日停、成日停，咁他熟

的，他就知邊度有斑馬線啦。但是好多不熟，夜晚開得快少

少，突然間過一個口又有斑馬線，他無這個準備，要看到地

下，哎！有斑馬線喎，即是有人過，他先踩 break 嘅，這樣的

情況之下，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危險啦。

咁關於，當然現在治安好好啦，但是希望司長咁多的範疇

應該都是居安思危啦，現在無發生的東西不是表示以後不會發

生啦，咁天眼，亦都是有講了啦，咁但是好像無針對……不知

有無漏了，就是現在的輕軌，譬如是氹仔那段有無設計到已經

喺度呢？即是雖然是無完成，好像我無聽到是輕軌，有這個設

置。因為人這個密集啦，那些人上上落落，咁如果那裏打荷包

什麼，如果有這個天眼，亦都是幫助你們這個是搜證，還有這

個是偵破這個這些罪案。

咁另外，就有一樣東西，因為遊客這麼多，周邊亦都是那

個形勢，尤其是這個政治上的形勢，咁好複雜咁樣，其實這個

恐怖襲擊我諗都要，雖然是我們風險低啦，都要想的。因為講

真，爆一個炸彈的話，可能幾個月都無遊客來的，咁這個是幾

時能夠，即是做得到個情報收集之餘是真是提高這個警覺

呢？點解這樣講呢？譬如最近這個我們澳門的貿促局去這個成

都搞這個活力澳門周，它都因為它驚人流多，唔俾我們去那些

人宣傳，因為它驚太多人入場，一入場多，就會製造混亂，亦

都是管不到哪些人入去，你知成都可能又近那些雲南、四

川……唔係，那些咁樣新疆的地方啦，所以它是，這個國內是

做得相當仔細的，不是要學它的，但是他們真是有這個意

識，可能上面真是試過好多次這些這樣的恐襲啦，咁希望就是

澳門無啦。咁祝司長這裡工作順利，希望我們平平安安，個個

都唔駛鎖門訓覺。

多謝。

主席：請司長對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席閣下，各位議員：

多謝剛才四位議員提出的問題，給予的寶貴意見，同埋即

是去幫助保安範疇的施政一些寶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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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多謝徐偉坤議員剛才的表揚和對我們嚴正執法的支

持。徐偉坤議員提出就關於全球複雜環境之下如何應對這個安

全問題，這個問題非常大，其實這兩日我們傾緊的都是傾緊這

個問題，一個是全球複雜環境，一個是我們內部安全所面對的

我們澳門的這種，亦更加多元，社會矛盾更加複雜的情況之

下，我們的社會安全問題、公共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問題，我

們怎樣去應對挑戰和應對一些突發的事件，或者不穩定因

素，其實這個擺在我們保安範疇面前的這些問題，都是當務之

急，都是我們即是要積極去面對和解決。即是不論是刑事犯罪

方面的問題又好，大型的群眾事件又好，又或者是大型的人群

的控制又好，或者是針對國家安全方面的這些事件又好，我們

都要非常認真去評估和應對的，咁請各位議員，請徐偉坤議員

放心，我們保安司轄下所有部門會全力去面對和去應對這些挑

戰的。

關於色情單張方面問題，就是關於 10/78/M 號法律的本

身，你講得對的，是三十七年了，咁這些法律的這個制定，當

初來講這個制定，其實是基於當時的治安環境。其實我們現在

電子化的環境時代，我們信息化的時代，其實有好多的這些裡

面的制度、裡面的規定已經不合時宜的了，所以我覺得這個絕

對是有修改的必要。咁我們會後亦都會即是召集研究小組，對

這個法律的問題進行探討，咁如果是意見成熟的時候，我們會

向相關部門提出我們的建議。其它法律都一樣，即是剛才去回

應宋碧琪議員，提到的問題的時候亦都是，譬如講假結婚的問

題又好，或者是我們這兩日所提到的眾多的法律問題，咁我們

雖然是不具這個法律立法的職能，但是我們一定會積極的去面

對和會根據我們執法的需要和這個刑事犯罪，打擊犯罪、預防

犯罪需要，我們作出我們的研究意見嘅，咁請徐偉坤議員是放

心的。

歐安利議員，首先多謝歐安利議員對我們的表揚和支

持。歐安利議員提到一個學校方面怎樣加強這個研究培訓方面

的問題，其實非常贊同的。其實我們現在我們的培訓機構，不

可以指只是一個培訓機構，我們還有在一個理論的層次方面提

升自己。所以我在巡查這個保安高校的時候，特別是同保安高

校提出，就除了傳統的培訓工作之外，尤其是要從一個理論研

討的層面去提升水平，要增加我們研討的成果，要建立我們具

有澳門特色、具有保安部隊特色的這種理論的成果，這個對於

澳門保安部隊或者澳門的警方，警察的將來發展都有好大幫

助。咁其實我們現在初步決定，明年開始，即是今年可能時間

都好緊逼了，明年開始，我們會以這個保安高校作為一個重

點，由張玉英主任做主編，是會出版這個叫澳門警察一個雜

誌，重點是推介我們澳門的警務的理論研究的這種成果，咁這

個是已經初步作出這樣的決定。將來由保安高校來組織力量去

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其他部隊去全力去支持的。咁希望有一個

具有澳門特色的理論的一些刊物，還有一些理論成果是透過這

個刊物，可以向社會向即是其它地方去展示，亦都是藉此，提

升我們的本身的水平。

歐安利議員提到一個接待技巧和回應技巧方面的問題，其

實這個我非常贊同的。咁其實，就是這麼多年來，因為歐安利

作為紀監會的主席，亦都是非常了解在這個投訴當中所面對一

些問題。因為好多時候就是因為警員，前線警員他唔識這種接

待技巧或者回應技巧，所產生的誤會，或者產生的大家不開

心。其實如果是有這些技巧，好多問題其實好簡單啫，好簡

單。即是所以我們的接待技巧、回應技巧，當然即是非常還有

一樣東西，我們以民為本的這種服務的意識，咁先可以使到我

們是可以樂意去幫助市民，樂意去幫助一些，即是我們所接待

的市民，在這種情況之下使到我們的服務工作、我們的執法工

作是更加順暢，還有使到市民是滿意的。當然，執法工作不一

定要市民滿意，但是如果可以是到市民滿意的情況之下，我們

何樂而不為，即是我覺得是這樣的。當然我們要執法，要依據

法律的這種規定去做，但是可以是使到市民滿意，在我們力所

範圍之內，法律容許情況之下，其實我們要盡量去做到是令市

民去滿意，咁這個是我們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其實我們訂定

法律的這種作用的目的都是要使到市民安居樂業，市民是對我

們的政府工作、對執法工作是滿意的。歐安利議員亦都是提到

這個，即是這個監控的一個手鈪，監控手鈪技術層面的這些事

項，咁我諗這個我們可以進行研究，但是現在目前的法律的依

據並未有的。咁如果將來是有需要做這方面的配備這種設備的

情況之下，我諗即是這個是需要一個法律立法的一個前題

的，但是多謝歐安利議員提出的這樣的建議。

鄭志強議員，提出即是好多方面的問題，尤其是關於這個

提振士氣那裡，咁我們今年的施政的重點，其實是有這方面的

這個內容是我們的重要內容之一，咁提振士氣，譬如講我們推

動的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和公關警務，其實目的是使到我們和

市民拉近關係，是要貫徹以民為本的理念。其實這麼多年

來，我舉個例子，舉個例子，我以治安警察局為例。治安警察

局在這個執法的過程當中，尤其是打擊的士為例的過程的當

中，得到市民的認同、得到傳媒的這種肯定，亦都在這兩日的

這個辯論過程當中亦都是看到，得到各位議員的這個肯定。咁

我諗對於治安警的前線人員，尤其是這方面的執法的人員，其

實對他來講是一個提升士氣、提振士氣。咁而且我提出公關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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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加強和媒體的關係，加強和市民的聯絡，其實好多警員在

這幾個月的執法過程當中，其實是感受到市民對他們的支持和

認同，而且是密切了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們警員亦都是從中感

受到這種榮譽感，所以我覺得這種榮譽感是使到他可以更加進

一步，拉近和市民的關係，拉近和媒體的關係。所以這種是良

性的互動，有了這種良性的互動，就會這種關係會更加密

切，執法的成果會更加好的。所以，我覺得這種主動警務、公

關警務和社區警務，其實是真是就是想拉近和市民之間的關

係，使到我們執法水平不斷去提升。

鄭志強議員提到這個執法無奈的問題，其實我想喺度和大

家分享一個心得。其實法律永遠是滯後的，在任何一個國家或

者地區，法律永遠是滯後的。所以，只有法律，即是有法律的

滯後，就肯定有執法的無奈，這個是唔止是單單是澳門有這樣

的情況。我這兩日不斷咁樣和大家講無法律、法律空白、法律

灰色地帶，其實這個是好正常的，大家不要覺得澳門真是法律

真是好差，即是當然有些方面要改善。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情況

之下，我們要認識到一點，其實法律滯後是永遠的這種事實來

的，咁有法律滯後就必然有執法的無奈，在這樣的情況之

下，我們其實要正確去面對，我們執法人員只要是依法去執

法。即是正如鄭志強剛才所提到，減少依法執法的障礙，增加

依法執法的能力，用心去執法、依法去執法，這個作為保安部

隊成員，就已經盡到自己的目的了。當然我們作為領導層，作

為我們保安部隊的領導成員來講，我們是一定要不斷去尋求一

些改善的法律制度，去立更好的法律，去推動立法，是制定更

好的指引，使到我們的執法工作是可以更好咁樣向前推動，這

個作為即是保安司來講，我覺得我們是有義務是做好這方面的

工作。

關於即是有無法律可以提交，我覺得即是……這個因為我

們現在，即是剛剛是開始進行相關的研究，我希望盡快有成果

向我們的行政會和立法會去提交相關的法律。當然，即是我們

前提之一，我們一定要和法務部門、行政法務司進行溝通，而

且一定會按照相關的這種方案和計劃去推進，即是不可以因為

我們突然之間提出這個法案，是擾亂整個這個立法的進程。當

然，非常重要的，我們亦都一定會和行政法務司方面去進

行，即是良好的溝通，大家有共識情況之下，推動相關的立法

工作。

陳澤武議員提到這個前線警員的接待技巧，剛才其實亦都

已經講到這方面的問題，即是安排，還有安排多點警員去旅遊

景點等等，當然即是我們是非常樂意，但是因為警力其實始終

有限嘅，咁在大時大節的時候，我們已經盡量安排多點警員去

這些即是旅遊景點又好，重要設施又好，或者是交通要道又

好，我們不斷即是派多點警員去外面執法，去疏導人潮又

好，做好這個公關的工作又好，其實這個是保安部隊成員一直

是不停進行有關的工作。

至於講這個斑馬線太多，我想這個我們可能要和交通事務

局方面，工務局方面去進行溝通，即是可能，因為這個，不是

我們保安範疇的這個權限，咁我們會和相關部門進行這方面的

溝通。咁輕軌的天眼，輕軌天眼絕對是有的，而且是會優先去

考慮。因為大家知道輕軌它本身就是一個重要設施來的，咁所

以這個必定是我們重要的考慮的範圍來的。咁剛才，還有陳澤

武議員提到的這個在斑馬線設置這個明顯的這種指示，方便駕

駛人士去識別，咁我想這個是我們會向相關的部門去反映。

咁在預防恐怖襲擊方面，我想即是這個，即是永遠是，特

別是今時今日，國際的環境是非常複雜，而且是周邊國家和地

區，恐怖襲擊的風險是非常高。雖然澳門目前來講，剛才總局

長亦都講了，即是我們現在目前未有這方面的情報，但是我們

一定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去不斷咁樣留意周邊的這種環境

的變化，尤其是我們要和周邊國家地區的警務部門做好這個情

報交流，預防重大的，或者是我預防安全事件的發生，不要話

重大了，即是小小的事件都不容許的，即是其實我們希望在這

方面是做得更好的。

咁還有就是，還有些時間，我想回應下，就是昨日黃潔貞

議員提到的打擊社區賣淫方面的一個問題。咁其實打擊社區賣

淫，一直以來，警方都有做這方面的工作。咁我們有幾方面的

工作是做緊的，第一個是透過社區警務工作，是去獲悉相關的

這個犯罪……這個不可以叫犯罪啦，因為社區賣淫本身如果是

一樓一鳳，它本身不是一個犯罪來的，不是一個犯罪，咁是只

是一個行政違法，大家知道，根據有組織犯罪法第 35 條的規

定，它只是即是一個叫行政違法行為，它不是犯罪，但是亦都

是治安警察局的管轄的這個職責範圍之內的。咁所以治安警察

局一直都有進行相關的這個巡查工作，咁他們透過這個社區警

務聯絡主任，亦都是不斷去搜集信息，同埋是去發現一些這方

面的賣淫的地點，去進行這些執法行動的。

另外司警局方面，透過大廈罪案預防小組，大廈防罪之

友，都一直是開展相關的工作。咁如果是屬於司警的職責範

圍，譬如講如果是涉及操縱賣淫，或者是這個賣淫集團，淫媒

的，這種情況之下，司警局可以透過自己的這個行動，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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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開展相關的執法工作。如果不是，亦都可以透過，即是轉

介的方式，將案件、將個案轉介給治安警察局的。

這個其實那個工作都有一定成效，當然，即是這種現象要

完全堵截，杜絕這種現象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始終這

種賣淫活動，它不是一種犯罪活動，咁所以，在打擊方面，其

實始終即是好多人他未必是有害怕的心理，無震懾的效果，當

然，即是澳門是否要將這種違法行為將它刑事化，我諗這個是

需要社會共識的。咁好多人都好好奇，特別周邊地區的人

士，有些朋友來到澳門之後，第一個問題問我，不是問哪裡有

景點，是問澳門賣淫是不是犯罪來的？咁好了，即是這個好像

是在周邊地區是比較特別的一種現象。因為，譬如講，內地又

好，香港又好，好多地方本身它都是比較嚴肅處理的，當然澳

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是否一定要有這些的現象的存在呢？咁

我諗需要社會大家去達成共識。

還有些時間，我想就這樣，就請高校校長講講，因為昨日

黃潔貞議員亦都是提到這個有優化保安學員的培訓工作，請校

長你講講怎樣優化保安學員的培訓工作。

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校長許少勇：多謝司長。

回歸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保安學員培訓課程，即是這

個新警員和消防員入職的課程，我們是作了相應的調整和優

化。有以下的措施：

在確保這個教學質素的情況之下，將這個培訓期作適當的

調整，參考鄰近地區的做法，由原來一年的培訓期就縮短到八

個月，加大了這個培訓那個頻率，加大這個培訓量，以適應這

個部隊編制擴大的需要。在課程內容方面，就除了常規的警務

知識，例如法律、體能、射擊、急救等等之外，我們是亦都好

著重這個學院的德育的培訓，是包括以灌輸這個以民為本，公

僕精神的服務理念，依法行政、廉潔奉公的工作態度，亦著重

向這個學員灌輸如何面對這個工作壓力、如何舒緩這個壓力等

等的心理知識。目的是令到學員，除了具有專業的警務知識之

外，亦都有穩定的心理素質來回應這個社會更高的要求。

多謝大家。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還有少少的時間，我就再回應下歐安

利議員剛才提出的一個有無……即是有無想法怎樣，同埋什麼

措施吸納法律學士進入警隊，會否鼓勵修讀這個碩士課程？咁

其實近幾年來，保安部隊、即是保安司轄下各個局級部門在招

聘人手的時候，特別是招聘警察和司警的時候，其實已經是招

聘相當，即是都有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七十的這個大學生是

進入警隊的了，所以現在學歷水平相當高。其實還有一部

分，在這部分當中，學士當中有一部分屬於法律學士了。咁亦

都是警隊是絕對是支持保安部隊的成員，我們保安司轄下局級

的成員是去修讀更高的課程，這個是我們一貫政策。當然在法

律制度方面，譬如講我們澳門的公職法律制度，如果是有學士

學位的情況之下，他去進行這個修讀課程的時候，他就不獲有

關時間方面的這個幫助，即是如果是讀學士，他本身就可以豁

免一些時間去考試，或者是去上堂。但是如果讀碩士，他就無

這方面的資助，無這方面的這個幫助，這個是這樣的。

多謝大家。

主席：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司長我想即是跟進少少問題，就關於立法 。就因

為剛才你都講，因為即講到我們法律滯後，即是有些法律已經

是不合時宜。但是如果我們新立一條法律的時間，就如果牽涉

到刑事方面的話，你們會不會對那條法律去給些意見呢？即是

好像我們現在手頭上那個《家暴法》啦，現在我們已經收到治

安警察局的意見，就話即是執法比較有些困難。其實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否你應該帶返個信息去給政府，就話假如即是任何一

條法律是牽涉刑事的，是否要諮詢下你們意見才拿上來立法

會？即是不用好像搞到我們現在這樣，我們都不知怎麼辦

好，因為條法律就可能立了出來，可能到時，可能會好像這

條，即是色情單張咁做不到喎，咁就遴迍啦，這個是我想跟進

少少的問題。

另外，就是關於這個《內部保安綱要法》的第 17 條第 1 項

第 4 款，我們除了那條法律是賦予了保安部門是不准人入境之

外，是還可以驅逐人出境。因為好多事件，有些時間可能是在

本地人串同外地人一起來搞自己人，咁好多時間可能有些漏網

之魚喎，那些時間我們怎麼辦呢？

唔該。

主席：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Sr. Presidente,Sr. Secretá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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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só para complementar a ideia do... dos cursos na escola 

superior. Mas antes de mais, os meus agradecimentos pelas 

informações e respostas dadas. 

 Gostaria apenas de focalizar a questão da possibilidade de, um 

dia, a nossa escola superior dar um passo em frente, isto é, criar, para 

além de cursos que proporcionam licenciaturas, cursos que 

proporcionem, por exemplo, mestrados ou até grau académico 

superior, doutoramento, sempre na tónica da especialização na área 

policial ou da investigação. Falta aqui em Macau... as nossas 

universidades tradicionais não têm esses cursos e a nossa escola já 

tem tradição, já tem enraizamento, já tem reputação. Acho que estão 

criadas as condições para se dar um salto, para se dar um passo em 

frente, e criar cursos de especialização, por forma a incentivar e 

captar os nossos jovens licenciados para frequentarem esses cursos. 

É essa a ideia.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主席、司長：

只是補充高等學校舉辦的課程。不過首先多謝司長提供的

信息及回覆。

我只想提出一點，警察高等院校可否在這方面再邁出一大

步，換句話說，除了學士學位的課程外，可否提供在警察或偵

查專業領域的碩士學位或甚至博士學位課程。本澳的傳統大學

沒有開設這類課程，而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在這方面已有經

驗、基礎及聲譽。我認為高等學校在開辦專業課程方面已具備

相當充分的條件，能激發年輕大學畢業生報讀上述課程。這是

我的意見。

多謝。）

主席：鄭志強議員。

鄭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

在剛才你的回應裡面，好多謝你回應了我兩個方面的問

題，但是我其中一個，第一個問題，就是我覺得最容易打擊我

們保安部隊的士氣，就是警隊的如果紀律鬆弛或者我們形象受

損所帶來的損害，所以我好贊同你在第六點裡面提到的嚴肅警

隊紀律這一段說話。這一段說話裡面，提到有兩樣東西，一個

就是強化我們警隊人員的重視紀律的意識，這個對的，一定要

這樣做，如果我們執法者在這方面，即是都意識不強的話，咁

這個就真是士氣就大受影響了。另外一個，就是提到領導和主

管人員要做到以身作則，這個對整個警隊上下一心去工作，這

個影響好大的，如果我們的令到和主管能夠以身作則帶好個

頭，我想那種士氣就會好高昂了，所以我剛才就問了個怎樣去

加強各級領導及主管以身作則這方面，是可以有些什麼的想法

呢？

唔該。

主席：請司長回應。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多謝三位議員的跟進。

咁關於即是這個是否提供修法、立法的意見呢？這個絕對

我們會全力去做的，好像《家暴法》咁樣，除了治安警察

局、司警局還有保安司的辦公室，都有進行即是這個提供相關

的意見。只不過就是我們的同事，都是選擇以即是匿名方式去

提供，所以就是可能看不到是哪個同事或者是哪個部門去提出

的。但是作為執法部門是絕對是有需要是按照我們執法的這種

前線工作所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和我們執法的需要去提供這個修

法和立法意見。因為點解呢？我們執法才知道執法方面的最實

際的一些問題，同埋執法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去預防和打擊犯

罪方面的需要，這個是最清晰的。咁所以，這個是我們作為執

法部門來講，一定是有責任、有義務去提供這樣的意見。而我

亦都鼓勵我們些同事多做這方面的研究，咁除了是和我們相

關、和我們不相關，只要是法律方面，尤其是和刑罰有關

的，咁我們都樂意提供修法的意見。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驅逐出境方面的問題，徐偉坤議員講

得非常啱。這個法律的第 17 條第 1 款第 4 項，其實是好清晰

的，有些入了來我們未必發現，但是一旦發現到的時候，我們

第一時間要將他驅逐出境，這個是無問題的，法律賦予我們權

限，這個是無問題的。

歐安利議員提到的，即是會不會在高校設立這個碩士和博

士課程？咁剛才我提到就我們希望高校是走高端，除了傳統的

這種培訓的工作之外，我們還要走高端的這種學術研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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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我們在培訓工作方面的高水平。咁所以，其實這個值得

去考慮，當然即是設立碩士課程和博士課程是需要和高等教

育，還有政府的相關部門去進行這個探討，是獲得批准之後才

可以開展相關的這個工作，咁我們會去積極去研究的。

鄭志強議員提到，即是強化重視法律的意識和以身作

則，即是主管、領導層，從主管以身作則的方面的問題。其實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一樣東西是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強化監

督，我們提出的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同埋要樂意接受監

督，這個才可以推動我們去重視法律、重視紀律這樣的意

識，如果無了這種監督，這個是無可能的，無可能即是你去重

視嘅。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強執法，即是我們一旦有內部人員

是違法，我一定不可以有任何的包容，不可以寬容，絕不姑

息。有了這個執法，有這個阻嚇力，有個震懾力，主管、前線

人員和領導才可能有這樣的這個守法和執法的意識，我想這個

是必須的。當然，我們還有要求我們道德水平，特別我們領導

人員。因為如果一旦領導人員去作出違法和犯罪行為，通常來

講是比較隱蔽，所以我們的領導人員，他本身的這種職業操

守，他的職業道德的水平，這個是非常緊要，所以我們所謂講

叫上樑不正下樑歪，就是這樣。所以我們非常緊要一樣東

西，是我們的主管人員，我們領導人員一定要具備比較高的道

德水平，這個是我們所應該去做的。

就問題都回答得差不多了，還有一些問題，我想現在，如

果大家有興趣，或者我繼續去回應一些問題咁樣。咁其實都七

七八八，看主席決定了。

主席：您可以作最後的結束語。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最後一個？ok，我看下……哦，總

結，ok，好。

尊敬的賀一誠主席閣下，尊敬的各位議員：

咁一連兩日的保安範疇的施政方針的辯論，咁就差不多結

束了，咁我第一次以司長的身份來到立法會，心情是比較緊

張，咁亦都是發揮是有所限制，亦都是講話方面未必是那麼流

暢，所以第一樣東西向大家道歉。

第二樣嘢我想講，因為經驗和能力問題，在答問題時未必

到位，亦都未必答對題，咁難免出現一些錯誤，而且由於時間

的問題，有部分問題未有答，這個非常抱歉，咁我們事後會以

書面的方式回覆。

咁各位議員提出好多有利於改善保安範疇施政的一些意見

和建議，亦都有好多語重心長的期待和即是一些建議，我們會

好好研究、好好分析，吸納消化去跟進。這些意見又好、建議

又好，是我們不斷前進的動力，多謝大家。

跟住部分議員提出這個批評和不同意見，我們亦都是謹記

於心，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去面對，將這種壓力、將

這種批評化為動力，推動保安範疇的執法工作。

在答辯過程當中，可能因為一不覺意有所冒犯的，亦都請

多多包涵，咁對我的答覆不滿意的，亦都是將來請多給這個指

導意見，咁多謝大家的耐心聆聽，多謝大家的意見、問題、建

議和批評。

另外，亦都藉著這機會，咁想和各位傳媒講一句。咁因為

我講嘢就一直以來都語速比較快的，咁所以就是傳媒朋友記錄

過程當中有一定的困難，咁這個我抱歉，亦都多謝傳媒朋

友，兩日以來，一直耐心聆聽，還有就在報道過程當中，給予

的意見和即是批評。

亦都要多謝立法會的各位工作人員和我的各位同事，各位

工作人員這兩日都好辛苦，還有我的同事，我第一次，我的班

子第一次去立法會，去接受大家的質詢和批評，各位同事表現

我覺得都非常出色，不知大家同不同意，但是我就亦都是多謝

我各位同事。亦都多謝社會各界的關注、批評和表揚，借這個

機會，特別要感謝我們保安司的全體同事，在上年 12 月 20 號

以來，對我工作的支持和幫助，亦都是多謝各位在工作方面的

全力投入。

最後，再次強調保安範疇的全體同事會在行政長官的領導

之下，在立法會和全體社會的關心、支持和監督之下，全力開

展執法工作，確保澳門的安全和發展。

多謝大家。

主席：各位議員：

辯論保安領域 2015 年的施政方針的政策，我們已經完成了

兩日的議程。下個星期還有四日的辯論，希望大家準時出

席，完成我們應有的職責，現在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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