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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年第一季  

澳門罪案統計和執法工作數據總結簡報  

自今年年初開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球範圍內迅速

蔓延，嚴重威脅公眾生命健康的同時，亦對經濟產生嚴重負

面影響。保安範疇在完成防疫抗疫工作的同時，亦沒有放鬆

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巡查及打擊力度，持續維護社會秩序並保

障公眾安全。以下是 2020 年首季本澳的罪案變化及執法數

據的統計情況。  

1. 2020 年第一季，本澳警方共開立刑事專案調查案件 2,412

宗，比 2019 年同期減少了 952 宗，下降百分之 28.3。  

1.1. “侵犯人身罪”共 405 宗，同比減少 171 宗，下降百

分之 29.7。當中“侮辱”案件共 21 宗，同比增加 8

宗，上升百分之 61.5；“強姦”案件共 6 宗，比去年

同期減少 4 宗，下降百分之 40；而“普通傷人”、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分別錄得 252 宗和 26 宗，

同比減少 60 宗及 56 宗，下降百分之 19.2 與百分之

68.3。  

1.2. “侵犯財產罪”共 1,433 宗，與去年同期相比減少

674 宗，下降百分之 32，其中俗稱“高利貸”的“暴

利”共 46宗，同比減少 82宗，大幅下降百分之 64.1；

“盜竊”與“詐騙”分別錄得 444 宗及 263 宗，同比

減少 284 宗與 20 宗，下降百分之 39 和百分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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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妨害社會生活罪”共 176 宗，比去年同期減少 33

宗，下降百分之 15.8。其中“行使他人證件”共 43

宗，同比增加 26 宗，上升百分之 152.9；“偽造文件”

與“縱火”分別錄得 61 宗及 11 宗，分別減少了 34

宗和 3 宗，下降百分之 35.8 及百分之 21.4。  

1.4. “妨害本地區罪”共錄得 119 宗，同比減少 58 宗，

下降百分之 32.8，其中“違令”共錄得 74 宗，同比

減少 39 宗，下降百分之 34.5，而“作虛假聲明”共

23 宗，減少 16 宗，下降百分之 41。  

1.5. “未納入其他組別的罪案”（單行刑事法例）共有

279 宗，比去年首季減少 16 宗，下降百分之 5.4。其

中“電腦犯罪”共 81 宗，同比下降百分之 3.6。  

2. 2020 年第一季錄得的暴力罪案共 79 宗，較去年同期減少

79 宗，大幅下降百分之 50。而嚴重的暴力犯罪，如“綁

架”、“殺人”及“嚴重傷人”等案件，則繼續保持低案

發的局面。   

3. 2020 年首季的警務行動和偵查行動期間，共有 937 人被拘

留及送交檢察院處理，同比減少 694人，下降百分之 42.6。  

4. 青少年犯罪的案件共 10 宗，比去年同期減少 7 宗，而涉

及的青少年共 14 人，減少了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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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年首季被截獲的非法入境者共 185 人，比去年同期的

222 人減少 37 人，下降百分之 16.7；其中，來自內地的

非法入境者有 158 人，其他國家的非法入境者共 27 人；

逾期逗留人士有 5,798 人，比去年同期的 6,773 人減少 975

人，下降百分之 14.4。  

6. 自去年 6 月俗稱“新的士法”的《輕型出租汽車客運法律

制度》生效以來，的士違規個案數量持續減少。今年第一

季警方合共檢控的士違規個案 77 宗，較 2019 年首季的

1,702 宗減少了 1,625 宗，大幅下降百分之 95.5。其中濫

收車資共有 3 宗，下降百分之 99.7；拒載 25 宗，降低百

分之 92.3；其他違例 49 宗，降低百分之 76.4。未來治安

警察局將繼續嚴格執法，與交通管理部門保持密切合作，

並適時檢視執法成效，保障公眾的出行安全和合法權益。  

7. 總結 :  

 總結 2020 年首季罪案統計數字，本澳治安環境穩定良好，

整體犯罪活動數字同比減少 952 宗，下降百分之 28.3，

“侵犯人身罪”、“侵犯財產罪”等所有大類的犯罪均

有明顯下降。罪案數字大幅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

新冠肺炎疫情及出入境政策變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

警方持續加強巡查，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積極維護

治安相關。  

 嚴重暴力犯罪方面繼續保持低案發。今年首季有 1 宗謀

殺案，發生於 1 月 19 日，一名內地女子因懷疑遭其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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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本澳居民 )下藥毒害而持刀上門報復，發現該男子未在

家後轉而襲擊其家人，造成一死兩傷的慘劇。此外，4 月

20 日，再發生 1 宗命案，一對本澳居民夫婦在家中因金

錢問題發生爭執，其後丈夫使用木椅將其妻子砸死，並

將現場偽造成劫殺後報警，但被警方調查後識破。雖然

兩宗案件都已迅速偵破，但案件背後所反映出家庭倫理

等社會問題值得全社會重點關注。  

 在警察總局的統籌和協調下，澳門海關、治安警察局與

司法警察局於 2020 年 1 月 4 日至 2 月 3 日期間開展了為

期一個月的“冬防 2020”行動，以淨化本澳治安環境，

保障市民及旅客於歲晚及農曆新年期間的人身、財產安

全。期間，警方及澳門海關共開展 716 次行動，動用警

力共 5,540 人次，共調查 19,215 人次，其中 432 人因觸

犯刑事法律而被送交司法機關偵訊，涉及案件共 364 宗；

上述行動中，共遣返 835 人，其中近半數從事非法兌換、

非法借貸或賣淫活動，其餘遣返原因分別為非法入境、

逾期逗留、非法工作等。  

 因應本澳於 2020 年 1 月 21 日確診首宗新冠肺炎患者，

警察總局隨即協調上述三部門調整各類型行動，當中為

尋找在澳的湖北籍人士而特別加強巡查非法旅館、娛樂

場所、賭場或周邊、以及街道上的截查行動等。上述“冬

防 2020”行動中，治安警察局及司法警察局合共展開 258

次針對非法旅館的巡查行動，動用警力 1,415 人次，共調

查 538 人，巡查懷疑的單位共 407 個，其中 48 個證實為

非法旅館，已轉交旅遊局進行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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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首三月縱火案共有 11 宗，比去年同期下降百分之

21.4，其中 5 宗案件已經偵破。經警方調查，亂丟煙蒂仍

是引發火警的主要原因，上述案件中有 7 宗因此引致。

為此，警方已透過相關網頁、社交網絡平台等多種渠道

向公眾強調過失引致火警同樣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同時，

為進一步加強公眾的防火意識，消防局預計今年將繼續

開展針對不同人群的消防安全知識講座等多項宣傳教育

活動。  

 今年第一季，司法警察局處理家庭成員之間傷害行為的

專案調查案件共 29 宗（包括治安警察局移交的 25 宗），

比去年同期增加 6 宗；經調查，警方最後確認 2 宗符合  

《預防及打擊家庭暴力法》規定的家庭暴力罪，已送交

檢察院處理，比去年同期減少 7 宗。警方將不會鬆懈並

繼續配合相關部門加強預防家暴的宣傳教育工作，同時

持續完善家暴犯罪的情報機制，以便能更主動地發現相

關犯罪行為。  

 今年首季“詐騙案”共 263 宗，同比下降百分之 7.1。其

中“利用電腦或互聯網的詐騙”案件所佔比例最高，共

錄得 87 宗，比去年同期增加 29 宗，上升百分之 50。該

類案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間“口罩詐騙案”的數

量增加所致。自今年年初開始，有不法分子利用公眾對

疫情的恐慌心理在網絡上假借售賣口罩名義行騙。首三

月，司法警察局共開立 26 宗網購口罩詐騙案，其中 7 宗

已偵破，其餘案件仍在深入調查中。為了預防相關犯罪，

警方先後發放多則警情通告，呼籲市民切勿從不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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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口罩，應盡可能到實體店購買；若通過社交軟件或

網絡平台進行購買，則須時刻保持警覺並保存購買憑證。

此外，警方還於官方網站及公眾社交平台帳號公佈了相

關破案資訊，希望阻嚇相關犯罪的同時，亦起到防罪宣

傳之效，呼籲懷疑受騙人士盡快向警方檢舉並提供線索

以助偵查。  

 今年首季共錄得“行使他人證件”的案件 43 宗，同比增

加 26 宗，上升百分之 152.9；其中非法使用他人證件購

買口罩等醫療物資的案件共 37 宗，佔總數的百分之 86。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口罩等醫療物資成為緊缺資源，

公眾難以購買，因此也滋生了上述網購口罩詐騙等犯罪。

針對這一情況，特區政府緊急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

民計劃，以十天為一個週期向永久、非永久澳門居民以

及持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人士供應口罩。然而，不法分

子卻收集或騙取他人證件，意圖囤積大量口罩等醫療物

資並伺機倒賣。為此，警方迅速採取行動，嚴厲打擊非

法使用他人證件購買口罩的行為。數據顯示，今年 1 月

該類犯罪共 2 宗，2 月升至 25 宗，而 3 月則下降至 10 宗，

反映出警方的針對性行動取得成效。未來，警方將繼續

加強打擊相關犯罪的力度，同時也呼籲公眾保護好個人

證件以及相關個人信息，避免被不法者利用。  

 今年首季販毒案件共錄得 19 宗，同比減少百分之 32.1，

繼續呈下降趨勢。上述案件中涉及香港居民的有 14 宗，

雖仍佔較高比例，但其數量已比去年下降了百分之 17.6，

表明之前所採取的加強巡查、更新設備、強化區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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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預防措施取得一定成效。此外，今年 3 月 1 日，本澳

警方破獲一宗重大販毒案件，一名從新加坡飛抵本澳的

南非籍男子因形跡可疑被警方截獲，發現其鞋底暗格藏

有 1,060 克可卡因，價值約 350 萬澳門元。未來，警察總

局將繼續協調海關、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及懲教管

理局，定期召開“堵截及打擊販運毒品問題之專項工作

小組”會議，因應毒品犯罪的趨勢，適時調整具針對性

的預防和打擊毒品犯罪的措施，並持續加強與鄰近地區

警務部門的情報交流與合作。  

 2020 年首季，非法入境者共 185 人，較去年同期下降

16.7%。2015 年 10 月以來，在保安司領導下建立的“反

偷渡工作聯防機制”持續在針對非法入境方面發揮著重

要作用。透過該機制，澳、珠兩地警方於今年 1 月 7 日

展開聯合行動，成功偵破一個協助偷渡集團，並抓獲 5

名骨幹成員及 6 名非法入境者。此外，為了貫徹科技強

警的理念，澳門海關自 2017 年初，構建了一支無人機小

隊，對海上及沿岸人工難以到達的區域進行監察，並配

合海關巡邏船隻及巡邏車輛監察不法活動，顯著提高了

海關的執法效率。未來，保安當局將繼續與鄰近地區警

務部門通力合作，共享情報，適時開展聯合打擊行動，

以從源頭堵截和打擊偷渡活動。  

 俗稱“天眼”的“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持續發揮作

用，輔助警方迅速偵破大量案件。據統計，今年首季，

警方使用“天眼”輔助調查的案件共 534 宗，其中包括

“嚴重傷人”、“綁架”、“強姦”、“縱火”等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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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力案件。目前，“天眼”第一至三期已投入運作，第

四期的 800 支電子監控原訂今年首季啟用，現因疫情的

影響有所推遲，目前已完成驗收，將向個人資料保護辦

公室申請許可，預計今年 7 月投入運作。而後續第五、

第六期工程則爭取分別於 2022 年及 2023 年投入運作，

屆時將在現有基礎上增加學校、公共交通站點、商業設

施等人流密集公共場所周邊的“天眼”數量，並應實際

需要將“天眼”鏡頭延伸至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青茂口

岸及新發展區域。  

 2020 年第一季青少年犯罪共 10 宗，比去年同期減少百分

之 41.2，各主要類型犯罪都有所下降，反映出此前的防

罪宣傳教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保安當局持續關注青少

年健康的成長問題，轄下各部門將繼續推動“滅罪小先

鋒種子計劃”、“社區安全青年領袖計劃”、“治安警

少年團”、“海關小領袖”及“救護小先鋒”等針對青

少年的培養計劃，以幫助他們遠離犯罪，樹立正確的人

生觀、價值觀。同時，警方將繼續透過走訪青年社團及

進入校園等方式，與青少年交流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從

而更好地優化面向青少年的防罪宣傳策略。此外，保安

範疇各部門還將持續利用現時青少年所經常使用的

Facebook、 Instagram、微信、Youtube 等網上社交平台或

視頻網站，向他們分享警務及社會安全訊息。  

 儘管從 2020 年第一季的各項罪案數據來看，澳門的治安

狀況繼續保持穩定良好，但新冠肺炎疫情對本澳經濟民

生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以及由此衍生的各類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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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對本澳治安穩定和安全形勢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仍不

容忽視。此外，隨著疫情逐步受到控制，本澳及周邊地

區的出入境政策將可能視實際情況有所調整，屆時可能

出現更多影響社會治安的不確定因素。為此，保安當局

在積極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時，也將對治安情況保持高度

警覺，密切注意各種社會因素的變化，並於周邊地區的

警務部門保持聯絡，持續提高對整體治安情況的預測能

力及對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以保障本澳社會的安寧祥

和，以及公眾的人身財產安全。  

 

                           2020 年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