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 現況 展望



回顧

• “優公交”

• “控車輛”

• “順道路”

• “倡步行”

• 根據2015

中期檢討，
澳門陸路
整體交通
運輸政策
的執行率
為87%

現況

• 持續落實10

年交通運輸
總體規劃

• 優化及改善
交通配套

• 制定或修訂
合共58個行
政長官批示、
行政命令及
行政法規

展望

• 尤其：

• 持續完善本澳的
公交系統

• 積極配合智慧城
市的建設

• 完善交通管理

• 2019年預計對5

個交滙處進行整
治工程

• 2019年預計增設
3,218個公共停車
場的泊車位

•開展交通出行調
查

• 完善現行交通範
疇的法律制度



完成合共19個交通繁忙點的優化或改善

增設87個中央控制系統

增設至107套超速偵測系統

現有19個違泊偵測系統

於公共停車場分別增設4,977個輕型或重型汽車
泊車位及3,717個輕型或重型摩托車泊車位

（不包括東停車場及由市政署管轄的公共停車場）

近年已完成的交通配套優化或改善工作：

(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



交通事務局將於今年3月至7月開展「澳門交通
出行調查2019」入戶調查，冀透過定期的調查
收集本澳居民的交通出行習慣和特徵，以通過
更有針對性的交通規劃和管理措施，提高居民
的交通出行品質。

出行計劃：



近年完成的主要修法工作：
• 第1/2016號行政法規《駕駛學習暨考試中心
使用規章》

• 第16/2016號行政法規《核准輕型及重型摩托
車駕駛員及乘客防護頭盔的型號》

• 修改《道路交通規章》

• 修改第4/2004號行政法規《陸路跨境客運規
章》

行政法規

•第295/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車輛檢驗規章》行政長官批示

•《輕型出租汽車客運法律制度》(將於2019年
6月3日開始生效)法律



現行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生效
至今已超逾11年，部分條文未能配合本澳
現時的實際環境或交通狀況。

此外，為配合澳門整體交通環境的變化及
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
有需要訂定一套更嚴謹和完善的交通法律
制度。



目的：

→重點減少影響或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阻
礙公共道路通行的違法行為；

→完善駕駛員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通行規
則；

→檢討適用的法律制度及程序，從法律層
面進一步落實本澳陸路交通運輸政策。



公開諮詢文本主要內容：

1. 重點減少影響交通安全或阻礙交通的違法行為

2. 完善對駕駛員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規範

3. 修訂關於酒精測試的監察條款

4. 修訂構成輕微違反累犯的法定要件

5. 修訂關於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的規定

6. 探討將輕微違反轉換為行政違法行為的適當性

7. 探討引入“扣分制”的可行性及適當性

※但市民可發表的意見內容並不限於文本所述



加強阻嚇力

檢討適用的
法律制度及

程序

完善道路
使用規範



為提升駕駛員遵守交通規則的意
識、加強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及對
道路使用的監管，建議從違法行
為的嚴重性及危害程度，以及對
整體交通造成的負面影響等方面
作考量，從而適度提高《道路交
通法》及其補充法規部分處罰條
文的阻嚇力，以保障道路使用者
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及構建和諧有
序的交通環境。



2017年及2018年“交通資料數據比較”
2017年 2018年

交通意外總數 14,715 13,763

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宗） 591 543

交通意外死亡人數
駕駛員

3 6

行人 5 4

交通意外受傷人數 4,706 4,380



2017年及2018年“交通資料數據比較”

2017年 2018年

醉駕 涉及死亡（宗） 0 1

不涉及死亡（宗） 177 130

毒駕 涉及死亡（宗） 0 0

不涉及死亡（宗） 5 3



加強阻嚇力

提高若干輕微違
反的處罰幅度

提高對醉駕、毒駕、
酒駕和超速駕駛的
刑事處罰幅度

檢討若干行政違法
行為的處罰金額



提高對實施醉酒駕駛或受麻醉品或精神科
物質影響下駕駛罪的刑事處罰幅度

提高對實施受酒精影響下駕駛的輕微違反
的刑事處罰幅度

提高對實施超速駕駛的輕微違反的刑事處
罰幅度

*簡化現行的處罰機制

提高對醉駕、毒駕、酒駕和超速駕駛的
刑事處罰幅度



犯罪 現行處罰 建議處罰

醉酒駕駛（醉駕）
最高一年徒刑及禁止
駕駛三年

最高兩年徒刑或罰金澳門幣

90,000元及禁止駕駛四年

累犯：最高三年徒刑或罰金澳
門幣150,000元及禁止駕駛五
年

受麻醉品或精神科物
質影響下駕駛（毒駕）

最高一年徒刑及禁止
駕駛三年

最高兩年徒刑或罰金澳門幣

90,000元及禁止駕駛四年

累犯：最高三年徒刑或罰金澳
門幣150,000元及禁止駕駛五
年

無合理理由而拒絕接
受呼氣酒精測試或醫
生檢查

以“違令罪”處罰：
最高一年徒刑或一百
二十日罰金及禁止駕
駛六個月

最高兩年徒刑或罰金澳門幣

90,000元及禁止駕駛四年

累犯：最高三年徒刑或罰金澳
門幣150,000元及禁止駕駛五
年



輕微違反 現行處罰 建議處罰
*倘維持按輕微違反處罰

受酒精影響下駕駛
（酒駕）

最高罰金澳門幣30,000元及禁止
駕駛六個月

累犯：最高六個月徒刑或罰金澳
門幣60,000元及禁止駕駛三年

最高罰金澳門幣60,000
元及禁止駕駛兩年

累犯：最高一年徒刑或
最高罰金澳門幣90,000
元及禁止駕駛四年

超速

一般道路：

最高罰金澳門幣
10,000元及禁止駕
駛一年

累犯：最高罰金
澳門幣20,000元及
禁止駕駛三年

最高罰金澳門幣30,000
元及禁止駕駛兩年

累犯：最高罰金澳門幣

60,000元及禁止駕駛四
年受特別制度規

範的橋樑或其
引橋：

最高罰金澳門幣
20,000元及禁止駕
駛一年

累犯：最高罰金
澳門幣40,000元及
禁止駕駛三年



輕微違反 現行處罰 建議處罰
*倘維持按輕微違反處罰

不遵守指揮交通的紅
燈或交匯處強制停車
信號

最高罰金澳門幣5,000元

累 犯 ： 最 高 罰 金 澳 門 幣
10,000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

最高罰金澳門幣10,000元

累犯：最高罰金澳門幣30,000
元及禁止駕駛一年

駕駛員不讓行人先行

最高罰金澳門幣2,500元

累犯：最高罰金澳門幣5,000
元及禁止駕駛六個月

最高罰金澳門幣5,000元

累犯：最高罰金澳門幣9,000
元及禁止駕駛一年

提高若干輕微違反的處罰幅度



檢討若干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金額



例如，亦有意見認為應處罰行人過馬路時使用手
提電話等…

仍有其他認為需要檢討的情況嗎？



為加強保障駕駛員及其他道路使
用者的安全，有需要完善對駕駛
員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規範。



尤其包括下列內容︰

一、擴大強制使用安全帶的範圍

二、禁止於駕駛重型汽車時利用流動電話的免提功能通話

三、禁止或限制車輛前排座位影視設備的使用

四、禁止或限制機動平衡車於公共道路上通行

五、為機動輪椅訂定通行規則

六、完善腳踏車的通行規則

七、引入要求汽車停車熄匙的規定

完善對駕駛員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規範



→修訂現有條文:

- 酒精測試的監察條文

- 輕微違反累犯的法定要件

- 關於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

吊銷駕駛執照的規定

→探討新制度的可行性及適當性:

- 輕微違反轉換為行政違法

- 引入“扣分制”



為加強酒精測試的監察條款之可操作性，以及杜
絕違法者規避倘有的法律責任，建議全面檢討酒
精測試的監察條款內容。

尤其提高對拒絕接受呼氣酒精測試或醫生檢查者
所科處的處罰。

修訂關於酒精測試的監察條款



為了令輕微違反的初犯駕駛員隨後
能採取更審慎和安全的駕駛態度，
以加強保障道路使用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建議檢討現行輕微違反累犯的構成要件。

考慮將違法者在兩年內再次實施《道路交通法》
規定的部分輕微違反視為累犯，即不論再次實
施的是否是同一輕微違反都視為累犯。

(網絡圖片)

修訂構成輕微違反累犯的法定要件



修訂關於暫緩執行禁止駕駛
或吊銷駕駛執照的規定

建議明確容許判處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
的處罰前提(“可接納的理由”)所涵蓋的範圍，以加
強有關處罰的執行力。



探討將輕微違反轉換為行政違法行為的
適當性

輕微違反 行政違法

按對道路安全的危害性應被定性為行政違法行為?
轉換違法行為的屬性能加快懲處違法者?
能改善駕駛員的態度?
提高處罰條文的阻嚇力、達致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目的?



對於“扣分制”是否適宜在本澳實施，尤其
需研究及探討該制度會否較現行《道路交通法》
所定的處罰制度或諮詢文本所建議的修訂方向
（例如：加強打擊影響交通安全或阻礙交通的
違法行為、修訂構成輕微違反累犯的法定要件
及修訂關於暫緩執行禁止駕駛或吊銷駕駛執照
的規定）更能達致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目的，
以有效改善違法者的駕駛態度。

如仿效鄰近地區現時實施的“扣分制”:
違規記錄須達一定分數
行政程序（聽證/申訴等）
刑事性質的輕微違反可能須轉換成非刑事性質的行政違法行為

(網絡圖片)

探討引入“扣分制”的
可行性及適當性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jmq6f5a7aAhWMabwKHUEFCCEQjRx6BAgAEAU&url=http%3A%2F%2Fwww.cblogo.com%2Fjlbz%2Fjzjdc.html&psig=AOvVaw0ZOneJ8msNCI0xCKhNc_3n&ust=1523418151293174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jmq6f5a7aAhWMabwKHUEFCCEQjRx6BAgAEAU&url=http%3A%2F%2Fwww.cblogo.com%2Fjlbz%2Fjzjdc.html&psig=AOvVaw0ZOneJ8msNCI0xCKhNc_3n&ust=1523418151293174


其他值得考慮的修訂

容許65歲上以人士駕駛D1類別車輛

(小巴)， 但須符合特定條件

(例如每年體檢並提交醫生證明、每
兩年續期等)

引入輕微交通意外的簡易處理方式

※歡迎市民提出其他認為值得考慮的修訂建議



公開諮詢安排

30

政府 公衆
•諮詢文本、小冊子、海報
•網頁、電視電台廣告
•公開諮詢場

信函方式：郵寄或直接遞交予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33號
地下交通事務局
電子方式：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 www.gov.mo

或交通事務局專題網頁 www.dsat.gov.mo/LTR

諮詢期

60天 2019年1月29日至3月29日



立法程序流程圖

草擬修法諮詢文本

公開諮詢
(29/01/2019-29/03/2019)

整理及分析意見
製作總結報告

(180日)

草擬法律草案條文

交法務部門進行技術分析

根據技術分析意見進行多次修改

交行政會討論

根據行政會意見修改，
提交立法會

立法會

一般性表決
↓

細則性審議
↓

細則性表決

行政長官簽署
↓

公佈生效

我們在此!



公開諮詢安排
諮詢日期：2019年1月29日至3月29日(60日)

專題網頁：www.dsat.gov.mo/LTR

信函方式：郵寄或直接遞交予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33號地下

交通事務局

電子方式：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www.gov.mo

或交通事務局專題網頁www.dsat.gov.mo/LTR

諮詢會

誠邀廣大市民、社會各界人士及團體踴躍提出建議或意見



諮詢會議安排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2019/02/13(周三) 19:30 交通事務局多功能廳
(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33號

五樓)

公眾

2019/02/27(周三)

2019/03/13(周三)

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2019/02/01(周五) 19:30 交通事務局多功能廳
(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33

號五樓)

公用事業及運輸業界

2019/02/22(周五) 社團

2019/03/22(周五) 青年、單車及
傷殘人士團體

公眾諮詢會

專場諮詢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