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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局統計資料 

本澳機動車輛 
數據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 

 

1.機動車輛 

機動車輛總數及年增長率 

年份 機動車輛總數(輛) 年增長率 

2010 年 196,254 ↑3.85% 

2011 年 206,062 ↑5.00% 

2012 年 217,035 ↑5.33% 

2013 年 227,627 ↑4.88% 

2014 年 239,795 ↑5.35% 

2015 年 249,040 ↑3.86% 

2016 年 250,450 ↑0.57% 

2017 年 241,611 ↓3.53% 

2018 年 240,145 ↓0.61% 

2019 年 240,746 ↑0.25% 

截至 2020 年 6 月 240,082 ↑0.87% 

註 1﹕本澳行駛和新註冊的機動車輛數量，詳情可瀏覽統計暨普查局網頁連結

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807 

註 2︰截至 2019 年 6 月機動車輛總數為 238,003 輛。  

 

澳門擁有 2 架或以上車輛*的人數 

44,116 人 

註 1︰*輕重型摩托車及輕重型汽車。  

註 2︰不包括公司擁有。 

 

澳門個人擁有最多車輛*的數目 

排序 數量(輛) 

1 105 

2 53 

3 51 

4 42 

5 39 

註︰*輕重型摩托車及輕重型汽車。 

 

  

https://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807


交通事務局統計資料 

本澳機動車輛 

數據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 

 

2 / 3 

 

2.環保車輛 

電動車輛 

車種 數量(輛) 

汽車 865 

摩托車 89 

總數 954 

 

獲商標及型號認可核准的電動車輛 

詳情瀏覽連結

http://www.dsat.gov.mo/dsat/subpage.aspx?a_id=1618304963 

 

天然氣車輛 

車種 數量(輛) 

公共巴士 69 

旅遊巴 82 

其他 37 

總數 188 

 

3.註銷車輛 

註銷車輛 

（2020 年） 

車種 
數量（輛）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總數 

輕型汽車 1,088 1,312 -- -- -- 

重型汽車 73 63 -- -- -- 

摩托車 1,582 2,537 -- -- -- 

總數(輛) 2,743 3,912 -- -- -- 

註﹕上表的重型汽車包括工業機器及半掛車。 

 

4.移走車輛 

移走公共停車場濫泊車輛 

（2020 年） 

車種 
數量（輛）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總數 

輕型汽車 4 34 -- -- -- 

重型汽車 0 0 -- -- -- 

摩托車 0 2 -- -- -- 

總數(輛) 4 36 -- -- -- 

註 1﹕以上為交通事務局/治安警察局/管理公司處理公共停車場濫泊的車輛數字，數據以移走車

輛日期為準，非指濫泊個案立案日期。 

註 2︰*因治安警察局轉介個案需時進行行政程序，部份數值不排除因時間差而有所調整。  

http://www.dsat.gov.mo/dsat/subpage.aspx?a_id=161830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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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走未繳納行車稅車輛 

（2020 年） 

車種 
數量（輛）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總數 

輕型汽車 2 158 -- -- -- 

重型汽車 0 0 -- -- -- 

摩托車 0 580 -- -- -- 

總數(輛) 2 738 -- -- -- 

註︰僅指停泊在公共道路上未繳納該年度有效的車輛使用牌照稅之車輛(俗稱“殭屍車”)。 
 

移走註銷車輛 

（2020 年） 

車種 
數量（輛）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總數 

輕型汽車 23 26 -- -- -- 

重型汽車 0 1 -- -- -- 

摩托車 46 163 -- -- -- 

總數(輛) 69 190 -- -- -- 

註︰僅指停泊在公共道路上，已被行政當局依法強制註銷或由車主註銷但無妥善處理之車輛(俗稱

“殭屍車”)。 

 

移走送予交通事務局處置車輛 

（2020 年） 

車種 
數量（輛）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全年總數 

輕型汽車 27 44 -- -- -- 

重型汽車 0 0 -- -- -- 

摩托車 1,040 694 -- -- -- 

總數(輛) 1,067 738 -- -- -- 

註︰僅指由車主申請註銷時，聲明送予交通事務局處置的車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