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山李寶椿街體育發展局游泳池隔鄰

黑沙灣勞動節大馬路63-97號廣福安

花園一樓A1-W1

黑沙灣新街183號裕華大廈第一座

地下B舖

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67號美景花園

第一座O舖閣樓

火船頭街267號海聯大廈地下

水坑尾街124號建輝大廈地下及3樓

水坑尾街202號婦聯大廈二樓

渡船街27號婦聯綜合服務大樓地下

氹仔黑橋街平民新村第9座J,K,L舖

高地烏街64號

澳門東望洋街

澳門得勝馬路

亞馬喇馬路6號

台山李寶樁街

罅些喇提督大馬路

氹仔體育路148號

氹仔體育路148號

氹仔美副將大馬路2-26號

創福豪庭AC/V4

氹仔偉龍馬路科技大學I座

氹仔光復街

體育館大馬路(東亞運廣場)

路氹體育館大馬路

路氹網球路

路氹網球路

路環竹灣海灘

路環黑沙海灘

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N座圖書館

大樓地下

澳門理工學院匯智樓2樓圖書館

澳門望廈山

氹仔美副將大馬路14號創福豪庭AC/V3

澳門馬場海邊馬路73-97號麗華新村

第二座地下一樓

運輸基建辦公室

輕ZONE－輕軌(氹仔)聯絡站

政府資訊中心

交通事務局

－中華廣場服務專區

－馬交石服務專區

民政總署

－北區市民服務中心

－離島區市民服務中心

－紀念孫中山公園黃營均圖書館

－白鴿巢公園黃營均圖書館

－黑沙環公園黃營均圖書館

－氹仔黃營均圖書館

－何賢公園圖書館

－下環圖書館

文化局

－澳門中央圖書館（總館）

－何東圖書館

－青洲圖書館

 

－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

－路環圖書館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青年綜合服務中心

－栢蕙活動中心

－樂駿中心及藝駿中心

－迎聚點

－社區青年服務隊

－祐漢社區中心

－青洲社區中心

－望廈社區中心

－家庭服務中心

－平安通呼援服務中心

－黑沙環社區中心

－新口岸社區中心

南灣羅保博士街1至3號國際銀行大廈

26樓

氹仔廣東大馬路179號悅景峰地下G室

水坑尾街188-198號方圓廣場

南灣大馬路762-804號中華廣場2字樓

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33號地下

黑沙環新街52號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氹仔黑橋街平民新村75K號

何賢紳士大馬路紀念孫中山市政公園

白鴿巢前地白鴿巢公園

黑沙環勞動節大馬路黑沙環公園

氹仔地堡街喜來登廣場二樓

宋玉生廣場何賢公園

澳門李加祿街下環街市三樓下環圖書館

荷蘭園大馬路89號A-B

崗頂前地3號

青洲和樂坊大馬路281號美居廣場

第2期4樓

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163號

民政總署大樓

路環十月初五馬路

澳門(台山)白朗古將軍大馬路646號

澳門林茂塘海邊馬路信潔花園地下

A舖一樓

澳門荷蘭園正街112號栢蕙廣場地下

澳門白朗古將軍大馬路3樓及5樓

澳門俾利喇街寶豐工業大廈7樓 

澳門高園街51號威怡閣地下AB舖

澳門祐漢新街市綜合體4樓

澳門青洲和樂坊大馬路281號美居廣場

第2期4樓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178-182號望廈社屋

望善樓3樓C3

澳門嘉野度將軍街15號宏港大廈1樓C座

澳門青洲收容所街青洲災民中心三樓

澳門黑沙環東北大馬路445號廣華新邨

第14座D舖

澳門新口岸飛南第街11號獲多利大廈

二樓AK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工聯台山社區中心    

－工聯北區綜合服務中心 

   

－工聯北區職工服務中心 

   

－工聯離島辦事處暨綜合

  服務中心

－工聯司打口職工服務中心    

－工聯驛站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綜合服務大樓

－婦聯離島家庭服務站

澳門明愛圖書館

體育發展局

－塔石體育館

－得勝體育中心

－鮑思高體育中心

－巴波沙體育中心

－蓮峰體育中心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 游泳館

－運動培訓中心

－澳門科技大學足球/田徑

  運動場

－嘉模泳池

－東亞運動會體育館

－保齡球中心

－網球學校

－國際射擊中心

－竹灣水上活動中心

－黑沙水上活動中心

澳門大學學生中心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

澳門理工學院圖書館  

澳門旅遊學院

－澳門旅遊學院圖書館

－澳門旅遊學院氹仔校區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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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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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話

上一期《輕 ZONE》為大家介紹了

輕軌的生產情況，相信大家已經對

列車的生產有一定的了解，那麼這

一期《輕 ZONE》將會帶大家深入了

解列車的實際運行！

或者大家早有耳聞輕軌系統會採

用無人駕駛技術，但到底無人駕駛

是如何運作的呢？而列車是如何實

現安全、環保的概念呢？這次的“輕

ZONE 話你知”欄目中，將會為大家

一一道來。另外，本期除了有“時

光軌道”欄目帶領大家回顧澳門出

行模式的變遷，還新設了欄目“輕

ZONE 論壇”，看看不同界別的市民

是如何看待輕軌列車未來的服務。

最後，當然有不可或缺的遊戲互動

區，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有獎問答遊

戲，輕鬆睇《輕 ZONE》！

22

25

27

17

19



輕ZONE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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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環保概念的普及，不少市民都會選擇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實現綠色出行。那麼輕

軌又如何把環保的概念融入到設計及將來的運作之中，成為低碳的綠色環保交通工具，

真正地融入城市以及市民的日常生活呢？

上一期《輕ZONE》，為大家介紹過輕軌列車的組成、生產及檢測過程等。大家有沒有

想過這些列車將來運送到澳門之後，會是如何行駛的呢？今期“輕ZONE話你知”，將會

由運輸基建辦公室行車物料及系統小組的梁智康高級技術員（Frankie）為大家進行介

紹，齊來瞭解輕軌運行的不同方面，包括無人駕駛以及電力推動等資訊和小知識，並探

討輕軌如何將環保、節能等理念融入到其設計當中。

4



關於輕軌，很多市民都比較好奇的是，到底它如

何使用電力去行走？如何做到穩定地供電？又是

如何改變行車方向并順暢地轉彎的呢？要解答以

上問題，就不得不提導軌、供電軌及行車基座的

作用。

安全、低噪音的運行：

導軌、供電軌和行車基座

5

今期嘉賓將為大家介紹

列車實際運行的各個方面。



轉向導輪：
輔助列車直行及轉

彎的功能
導軌：
具有導引列車行車

方向的作用

導軌設在車道的兩旁，主要是為了引導列車直線行走和轉彎，控制著列車選擇進入的車道。這個部

分的裝置對於列車相當重要，可以說是整個輕軌系統的其中一個核心部分。

到底它是以怎樣的形式去實現

直線行走和轉彎的功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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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向
導
輪

澳門輕軌主要是利用供電軌為列車進行高壓輸電，供電軌安裝在導軌上方，為列車持續地提供電

力，又稱為“第三軌”。裝置在列車上的集電靴（Power Collector Shoe），接觸著供電軌滑行，電力

就可以傳到列車上。輕軌整條路線的車道上都安裝有供電軌，可以持續提供750伏特的直流電。

Frankie：“列車的車頭及車尾均

設有轉向導輪，在需要轉彎的時候，

導軌會改變位置，而且轉向輪會被引

導到相應導軌內，從而實現列車的直

行或轉向。”

輕軌列車的導軌及供電軌

導軌

供電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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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ie以較生動的例子補充說：“就類

似從前遊樂場的碰碰車，碰碰車行走的過程

中，車上面有條垂直電桿一直貼著安裝在天

花板的帶電電網來行走，列車的集電靴和電

軌也是使用了相似的原理，集電靴在列車運

行過程中，以緊貼著電軌的方式去收集和獲

得電力，從而達到為列車供電的目的。”

行車基座建造在高架橋預製件上，作為列車行駛的路面。

行車基座：
列車行駛的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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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平滑混凝土路面的最佳拍檔——橡膠車輪系統，也在設計的時候有仔細的考量，如

使用防爆胎技術確保乘客的安全，使用安全感應器監測車胎內氣壓等。而列車使用膠輪在混凝土路面上

行駛，其聲音甚至比汽車還要小，而列車更不會有引擎運作或排氣管發出的聲音。

Frankie:“澳門輕軌的列車所行走的

車道，其實是一個平滑的混凝土路面。

列車行走的路面無論是混凝土的選用，

抑或施工方面均有特定要求，以確保其

平滑的程度。平滑的混凝土路面，配以

輕軌的橡膠車輪系統，能讓列車在平滑

的行車基座上順暢地行走，為乘客帶來

安靜、平穩以及舒適的搭乘體驗，亦是

澳門輕軌達致環保、低噪音的其中一個

重要元素。”

澳門輕軌列車其中一個特點是低噪

音，那麼它又是怎麼從行車設計上

儘量減少列車產生的聲音呢？

輕
軌
列
車
橡
膠
輪
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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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全面的監控：

全自動無人駕駛以及運營控制中心

澳門輕軌使用全自動無人駕駛技術，即列

車車廂內不需要人手操作，那麼列車是怎樣

運作的呢？而當把全部列車的運作都交給

列車的控制中心去全面地監控，又是怎麼

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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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ie：“透過站臺、車道、列車上

面的通訊設備，運營控制中心就可以不斷

對列車進行實時監控，就像與列車對話一

樣，不斷去問列車：你正在做什麼？而列

車就會相應地回覆：我在軌道的哪個位

置、我正開往哪個方向、速度是多少、車

上的裝置是否正常等等。車上的狀態，都

可以透過專用網絡傳送到運營設備控制中

心的監控人員手上。”

全自動無人駕駛，指的是列車在完全沒有司機

或列車操作員在控制中心的統一監控下實現全自

動運作。也就是說，將原有駕駛員的工作，交由

一套全自動化且高度集中的電腦系統來處理。這

套電腦系統可以透過設置在車站、車道以及列車

上的通訊設備去進行實時監控，所有的資訊都會

被收集到一個地方——澳門輕軌系統的運營控制

中心。路線上的所有列車的運行情況，都可以被

實時監控。

鄰近地區軌道交通控制中心（參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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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負責控制列車運行狀態的系統。概括來說，作用是

確保列車服務的安全可靠及舒適度，可以在舒適度和效率

方面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例如，列車不會因為需要離

開車站而突然急劇加速，使得車上乘客感到不舒服的情

況。

另外，它也配合著列車自動保護系統(ATP)提供一些特

定的操作指令，如控制車速及車門開關等。

列車自動運行系統

無人駕駛的運作是透過自動列車控制系統達成的，其可以簡單分成三個部份：

列車自動運行(ATO－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

列車自動保護(ATP－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列車自動監控(ATS－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

主要提供失效安全（Fail-safe）保護功能，即能

確保列車在正常及突發情況下按限定的速度在線路上行

駛，以保證列車自動運行的安全性。

列車自動保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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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能實時監控各列車的位置和狀況，以配合特定的列車班

次表，監控整個輕軌列車的運行“交通”情況，以及管理監

控一些特定模式的運行。

列車自動監控系統

列車控制系統採用全自動運作，無論是車速、班次、列車運行的間隔長短、制動等

等，都可以透過系統的計算和實時監察，進行最有效率的運作，為乘客提供安全、穩定及

準時準點的服務。此外，全自動系統亦排除了人為錯誤的情況，即使是有其他特殊情況，

透過實時的監測，都能夠及時地發現問題，並執行應對方案。

大家透過瞭解澳門輕軌列車運行上的資訊後，是否都對這種新式的交通工具有進一步

的認識呢？相信輕軌的服務，能為大家帶來一個安全、舒適、穩定以及便捷的全新乘坐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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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推動 環保出行 

澳門輕軌列車使用電力推動，實現“零排放”，讓輕軌不但能夠更好地

融入到城市當中，也讓市民能達到真正的綠色出行。

輕軌以電力推動，那麼會不會對澳門市民的日常用電造成影響呢？

澳門輕軌的用電全部來源於獨立的供電系統，也就是說，有別於市

內一般電網，不會對市民的日常用電造成影響。而輕軌的獨立電源本

身也有後備方案，以應對任何特殊緊急的情況，確保列車的供電持續

穩定，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接下來，Frankie將繼續帶我們瞭解更多關於澳門輕軌用電的具體

資料，以及系統設計如何融入更多環保理念。

Frankie：“輕軌供電系統是透過供電軌及列車上集電靴的

接觸，為系統提供持續穩定的電力，列車使用750伏特的直流

電。而輕軌供電系統採用雙向輸入的模式，即使任何一邊的

供電發生故障，另外一邊會即時啟動，維持供電系統的穩定

性。”

整個系統供電的源頭，是22,000伏

特的高壓電，經過變壓器，將其變成

11,000伏特的高壓電，然後再經由車

站的一些變壓器，變成750伏特的直

流電供列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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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制動系統

除了電力推動之外，輕軌系統更有一個特別設計——再生制動系統，它的應用，體現了環保理念如何融合在城市交通當中，減低能源的耗用，將額外用電節省儲存，再運用到整個供電網當中。

澳門輕軌的制動系統（即剎車系統）使用了再生制動技術，當輕軌列車減速或剎車時，列車上的馬達會轉變為制動發電機，將列車的動能轉化為電能。這些再生電能可被附近的列車吸收，亦可利用蓄電池儲存起來備用。此系統不僅能達至制動的效果，其亦是一種能源循環再用技術，充分體現輕軌系統注重環保的設計理念。

首先，若運行軌道上有其他列車需

要這些能源的時候，就會先將這部份

的能源供應到其他的列車上；

否則，產生的再生能源就會儲存到某

些車站的蓄電池上，待其他列車需要時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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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的“澳門國際環保

合作發展論壇及展覽”中，

運輸基建辦公室特地製作了

再生制動系統展示模型，讓

參觀的巿民親身體驗一下系

統的運作及原理，更好地理

解再生制動系統的運作，齊

來看看現場熱鬧實況吧！

澳門輕軌無論是列車車廂、

還是整個操作系統，都採用

了環保的設計，更好地融入

到城市以及市民的日常生活

之餘，也將綠色出行和便捷

出行有機結合，為大眾提供

便捷、環保、無障礙的出行

模式。

運建辦向公眾展示再生制動系統的運作

透過實體模型向公眾講解再生制動系統的原理

學生們認識輕軌環保出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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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巿的發展令交通承載能力備受挑戰，而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及路況，是巿民大眾都關注的問題。對於本澳近

年道路發展的情況，巿民都有不同的看法，今期“輕ZONE論壇”，請來三位不同職業人士，談及日常出行所遇到

的問題以及對於將來輕軌投入運營後，對出行帶來改善的期望。

澳門現時的交通問題頗困擾著本地人，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時期更是一

車難求。我家住氹仔，平時去機場附近上班多數都會選擇搭巴士，但由

於巴士安排及各種路面狀況的關係，較難控制出行時間。

將來輕軌通車後便可以好好規劃上班時間，輕軌班次相對較穩定，即

使遇上天氣問題或其他狀況，也不會影響上班，避免了遲到的問題。另

外，澳門國際機場內很多工作人員都住得較遠，他們每天都要提前一至

兩小時出門以應付澳門繁忙的交通情況。如果有了輕軌，相信能縮短他

們上下班的交通時間，不用提早那麼多出門了。

輕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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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三位朋友分享後，理解到居民現有日常出行所面對的情況，現時的交通

模式，時常受制於外來環境影響，而未來輕軌的出現，就能解決現時居民出行

的不便，甚至會為生活帶來更多樂趣。接下來的幾期“輕ZONE論壇”，將繼續

邀請不同界別的人士，共同探討對於輕軌將來落成投入服務的期望，敬請各位

讀者關注。

我需要經常往來港澳，甚至遠赴日本以處理工作，機場和碼頭可以說是我

經常去的地方。每次基本上都會選擇搭乘的士，但總會遇上很多的問題，

所以多少都會擔心錯過了航班。將來輕軌氹仔線開通後，去機場和氹仔碼

頭再也難不到我了。一個人拿著行李箱搭上輕軌便能輕鬆到達機場，會為

我省去不少等候的士的時間，而且輕軌車廂設計得很寬敞，帶著行李也不

成問題。

平時一家大小出行一定是自己開車的，但隨著澳門車位需求量

日漸增加，有時去到一個地方需要等很久才泊到車位，難免會影

響了家庭出遊的心情和時間安排。

輕軌對於家裡的小朋友來說是種新穎的交通工具，開通後一定會經常帶著他們去搭乘。而對於

家裡的長者來說，相信屆時輕軌的站臺和車廂內一定也有為長者而設的方便設施，可以吸引到他

們多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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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空間局限　

      輕鬆便捷出行

曾經，從澳門半島到氹仔、路環，

是要使用海上交通工具的，直至路氹

連貫公路及嘉樂庇總督大橋於1969年

及1974年正式通車後，三條過海巴士

路線隨之而增，使公共交通服務逐步

完善，市民開始能夠利用公共巴士、

的士等陸路交通工具，很方便地來往

澳門與離島之間。

至今，市民來往澳門與離島已經不

再受到局限，交通的便利亦帶動了離

島區的人流及商業活動，過去看似僻

遠小島，今日已發展成為與澳門半島

密不可分的繁華社區。

另一方面，隨著近年居民的生活質

素不斷提升，每逢節假日都有大量居

民選擇離澳外遊，同時，亦有為數不

少的旅客來澳遊覽，所以澳門區的各

個熱門出入境口岸，節假日時總會出

現俗稱“打蛇餅”的情況。為了紓緩

通關擠擁情況，為市民提供更多出行

的選擇，政府在離島增設了新的出入

境口岸（如：北安臨時碼頭、蓮花口

岸等等），並對部份主要口岸進行擴

建工程，以滿足出入境旅客的需求。

但日常出行使用傳統的交通工具，

總會受到路面各種交通情況所限制，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往日的小漁村，到今天的國際旅遊休閒城市。本澳的經濟騰飛，各個行業紛紛

發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城巿的交通承載能力備受挑戰。已進入大規模施工階段的澳門輕軌氹仔

線，未來如何為大家提供便捷的綠色公交服務呢？

21

出行模式的變遷 

交通工具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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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居民離澳外遊，特別是循海路及

航空出行時，為免因路面意外的情

況而錯過航班時間，一般都需要提

早出門。

將來，隨著澳門輕軌投入運作，離

島口岸交通配套日漸完善，市民便可

輕鬆控制出行時間，真正享受綠色出

行的樂趣。

打破空間局限　

      輕鬆便捷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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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輕軌擁有獨立的路權，其準時

準點的行車班次，以及不受路況影響

的特點，有助紓緩本澳的交通壓力之

餘，更能夠安全、快速地將乘客送到

目的地。

設有11個站點的澳門輕軌氹仔線，

貫通氹仔南北，當中更途經氹仔客運

碼頭、蓮花口岸以及澳門國際機場三

個主要口岸，滿足居民海、陸、空

三種不同出入境方式的需求。因此選

擇氹仔口岸出境的居民，能夠透過輕

軌自如地控制時間，更好地為出行作

計劃，不會錯過飛機、客船等“不等

人”的航班。

輕軌路線的設計同時融入以人為本

的原則，從巿民及遊客的角度出發，

不但連接氹仔的各個出入境口岸，同

時亦覆蓋高密度住宅區、運動場地、

旅遊景點及購物中心等，對於旅客

來說，從氹仔的口岸入境，亦能搭乘

輕軌氹仔線，沿途遊覽氹仔的城區風

光，豐富行程的內容。而且澳門輕軌

輕
軌
蓮
花
口
岸
站
效
果
圖

快捷出行，

輕軌幫到你！ 

與公共及私人交通的換乘將作出完善

的配合，為市民及遊客提供更快捷及

有效率的出行模式。

澳門輕軌氹仔線正處於大規模施工

階段，並將爭取於2016年完工，屆時

不論是本澳市民抑或旅客，都能夠

體驗更順暢的出行模式，透過這種準

時、環保、載客量大的交通工具，更

快更方便地到達目的地。

澳門輕軌初步計劃每天運行19小

時，從早上6時至凌晨1時，讓在不同

時段上下班、乘船、搭飛機的你便捷

地出行。

未來，輕軌將與城市融合，成為本

澳公交網絡的主幹，為大家帶來一種

全新且高效率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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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 ZONE
情報室
輕 ZONE
情報室

“第四屆建造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

輕軌項目工程獲頒獎項

輕軌項目的得獎名單

由
勞工事務局主辦，土地工務運輸局、建設發

展辦公室、運輸基建辦公室等合辦的“第四

屆建造業安全施工獎勵計劃”分享會暨頒獎典禮

於 4 月 25 日舉行。計劃的目的旨在透過活動表揚

在職安健方面有卓越表現的承建商和施工人員，

提高業界工作安全意識，培育良好的安全文化。

在眾多的參賽隊伍中，澳門輕軌各承建單位獲得

不少獎項，這些獎項不只是對澳門輕軌項目在安

全施工的認可及鼓勵，同時也反映出本項目對前

線工作人員安全意識的重視程度。而勞工局頒發

的各個獎項，亦為輕軌一眾建設團隊的努力，予

以肯定。

運建辦一直重視輕軌項目的工地安全，自工程啟

動以來，與勞工局定期保持合作，舉辦不同主題

的職安健講座。並因應工程不同階段，特設不同

的培訓項目。未來，運建辦會持續與部門保持緊

密的合作，定期舉辦職安活動，在確保質量及安

全施工為原則的前提下，落實執行監管工作，強

化施工團隊對施工的安全意識。

運
建
辦
代
表
向
獲
獎
單
位
進
行
頒
獎

輕軌工程C350 段

氹仔柯維納交通樞紐第一期工程

媽閣交通樞紐地下連續牆建造工程

• 特別工程項目  優異獎
•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澳門組別） 優異獎
• 最佳安全管理制度  優異獎

• 特別工程項目  銀獎
• 最佳安全管理制度  優異獎
•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澳門組別）銀獎
• 最佳安全管理人員（外地僱員組別）銀獎
• 傑出職安健工友  銅獎

• 特別工程項目  優異獎
• 最佳安全管理制度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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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輕軌氹仔線高架橋橋面由超

過 2,700 件預製件吊裝組合而

成，並會採用預應力橋樑的方式建

造。

預應力，是指在施工期間，對橋

面的土建結構預先施加的一種壓力，

在橋樑完工投入使用時，這種壓力

即預應力就可以抵消橋樑荷載所產

生的拉力，從而增加橋樑的剛度及

耐久性。

第 12 期《輕 ZONE》，大家認識了

輕軌高架橋吊裝的兩種工法。今期，

將以正在進行高架橋吊裝施工的輕

軌氹仔線“口岸段”的實況，以及按

其施工步驟，為大家進一步介紹“預

應力橋樑”。

施工人員會在預埋的管道置入高強度鋼纜，並利用

千斤頂在這段高架橋面的兩端將鋼纜拉緊，以固定

預製件的位置。

預製件運送到澳門後，施工單位會利

用架橋機，將預製件吊起，再按設計

要求調較每件預製件的高度、水平及

位置，以確保下一階段的接合工作能

順利進行。

輕軌高架橋橋面由墩頂樑塊以及各個

橋面預製件組成，這些組成部份除了

有鋼筋作為結構骨架外，其實還預埋

了給預應力鋼纜使用的管道。

在確定預製件的具體位置之後，施工

單位會於預製件之間的接縫位置塗上

接合劑（俗稱“膠水”）。

4

2

1

3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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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會在空隙位置灌注混凝土。完成後，千斤頂才會被移走，此時鋼纜的拉力便會得到釋放，

轉化成施加在混凝土上的壓力，這就是預應力了。

想
像一下，墩頂樑塊以及預製件

就如同“穿珠仔”一般，透過

預應力這條如“橡筋”般鋼纜的束緊，

串連成輕軌高架橋面。

5

輕軌預應力橋樑的優點

相對於傳統的鋼筋混凝土橋樑，使用預應力方式建造的橋樑具有以下優點：

• 荷載能力比較高

• 可減少建造橋墩的數量

• 節省建材使用，降低建造成本，達到環保的目的

• 減少橋面伸縮縫的設置數量，路面減少顛簸，提高乘客的舒適度

其實，預應力的工程技術已經過長期的發展及演進，現時已經廣泛應用在公路以及軌道交通系統橋樑工程

當中。除此之外，部份較大型的建築物亦會透過建造預應力樓板，減少柱位，以打造更寬敞的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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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大馬路樁基礎的建設情況

望德聖母灣大馬路 

輕軌高架橋橋墩的建設情況

澳門輕軌氹仔線的土建工程正密鑼緊鼓地進行，高架橋的建造經過許多個步驟，為了讓廣大市民了解

輕軌的建造過程，共同見證澳門輕軌的誕生，本期將與大家分享高架橋橋墩建設和橋面吊裝的情況。

25



霍英東博士大馬路 

輕軌高架橋墩頂樑塊建設情況

輕軌氹仔線首跨高架橋進行吊裝準備工作

輕軌氹仔線首跨高架橋吊裝情況

輕軌氹仔線高架橋吊裝工作持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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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建辦勞工局持續合辦

輕軌工程職安健講座

隨著輕軌工程邁入高架橋面吊裝的階段，運輸基建辦公

室與勞工事務局合辦以高空工作為主題的職安健講座，向

施工團隊講解高空工作的法例及安全措施，藉此加強輕軌

建設團隊的整體安全意識。

講座假氹仔機場大馬路輕軌車廠工地辦公室舉行，約40

名主要負責吊裝工作的前線工作及安全管理人員出席，講

座重點講解了高空工作的風險及施工前的準備措施等。主

辦單位期望，透過持續舉辦同類型的職安健講座，進一步

強化輕軌建設團隊，尤其前線工作人員的安全意識。

運建辦與勞工局合辦“高空工作安全講座”

重視人員守法意識 

邀廉署合辦專題座談會

運建辦一直高度重視和嚴格要求全體人員及承建

單位廉潔奉公，持續多年與廉政公署合辦座談會，

加深人員的守法意識。辦公室日前邀請了廉政公署

代表舉辦專題座談會，考慮到承建單位外藉人員的

需要，更特設英語專場，兩場共約60人出席。

廉署代表除介紹《預防及遏止私營部門賄賂法

律》的內容外，亦結合實務工作，以短片形式展示

多個案例，讓與會者知悉自身在職務方面應當遵守

的義務和規則，強化人員廉潔誠信的守法意識。

廉署人員向參與者推廣廉潔守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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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全力推進輕軌澳門半島線南段城市日高架方案的後續跟進

工作，運輸基建辦公室早前聯同交通事務局、土地工務運輸局及環

境保護局的跨部門代表拜訪多個團體，介紹相關進展情況，並與團

體代表交流，為逐步開展澳門半島線的社區聯絡工作做好準備。

運建辦拜訪包括澳門婦女聯合總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街

坊會聯合總會中區辦事處、民眾建澳聯盟等社會服務團體以及澳門

工程師學會、澳門機電工程師學會等專業團體，期望透過緊密的溝

通，可更好地推動後續各項建設工作。

運建辦向多個團體介紹輕軌城巿日高架方案

聆聽社區小組意見 

積極跟進優化工作

輕軌離島社區聯絡小組舉行恒常會

議，藉著定期及緊密的溝通，讓小組了

解最新輕軌工程的資訊以及活動，同時

聽取地區的意見。

其中，小組成員反映了部份柯維納馬

路出現損壞情況，運建辦亦積極跟進，

並安排協助重修路面。工程於5月中開

展，並於同月月底順利完成，施工期

間，運建辦及小組成員更共同視察路面

重鋪狀況，了解工程進度。

  運建辦與小組成員視察柯維納馬路路面重鋪情況

  運建辦向團體介紹輕軌城巿日高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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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ZONE-輕軌氹仔聯絡站”會一直秉持為市民分憂解惑的宗旨，大家如果對於輕軌項目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

我們聯絡。同時，我們會繼續舉辦各項不同的活動和比賽，期待你的支持和參與！

聯絡站 與 你

《綠色出行》舞蹈

科大學生參與《輕ZONE音樂會》特設的輕軌知識問答環節

“輕ZONE-輕軌氹仔聯絡站”在投入服務至今，一直擔當著輕軌工程與公眾之間的日常溝

通平台，深入社區，協助市民瞭解有關輕軌系統的各種問題，主動提升了輕軌建設的透明度。

此次，聯絡站透過組織舞蹈表演和舉辦音樂會等輕鬆的活動，讓大家加深對輕軌系統及

聯絡站的瞭解。

聯絡站於4月26日參與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主

辦的五一《凝心聚力•維護權益》嘉年華活動，

當日特別邀請了菜農子弟學校舞蹈組的同學，演

出名為《綠色出行》的舞蹈，透過輕軌吉祥物輕

仔的可愛造型，與小朋友之間的互動，帶領大家

遊覽各個別具特色的風景區，藉著舞蹈向大家表

達出迎接輕軌的期待和喜悅心情。

同時，現場更設置了聯絡站的攤位，參與活動

的巿民透過遊戲、小冊子及紀念品等，可進一步

認識聯絡站，以及輕軌工程的各項信息。

由聯絡站與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聯合舉辦的

《輕ZONE音樂會》於5月13日在科大校園內舉行，

活動當日除了有學生的各項歌舞表演外，亦特

設有關於輕軌知識的問答環節，現場更設有輕

軌資訊展覽，透過輕鬆的綜合音樂會，加深校

園師生對輕軌的認識和印象，把輕軌項目的資

訊及形象帶入校園。

《綠色出行》舞蹈表演 《輕 ZONE 音樂會》

輕ZONE-輕軌氹仔聯絡站輕ZONE-輕軌氹仔聯絡站

地址： 氹仔廣東大馬路179號悅景峰地下G室

開放時間： 08：00-20：00

工程查詢熱線： 8506 6171



遊戲互動區

上期得獎者名單（將有專人通知領獎）：

條款及細則：1. 填寫遊戲答案之表格影印本有效。2. 領獎時請帶備個人身份證明文件。3. 獎品不可兌換現金、退款或更換。4. 得
獎者如未能依時前往或未能安排他人前往代領獎品（代領者必須帶備得獎者之身份證副本），將當作自動放棄。5.《輕 ZONE》保留
最終解釋及決定權。

《輕 ZONE》
各位親愛的讀者，現在考一考你們有沒有認
真地閱讀《輕 ZONE》哦！想獲得精美的紀
念品，就請你們睜開眼睛，從本書找出以下
問題的答案，正確完成所有問題吧！

．請填妥中文或葡文譯音之全名及聯絡電話，並於 2014 年 8 月 15 日（以郵戳日期為憑）前：
  郵寄／親臨運輸基建辦公室 " 澳門羅保博士街 1－ 3 號國際銀行大廈 26 樓 "／
  電郵至：LRTZONE@git.gov.mo，信封／電郵主旨請註明（輕 ZONE 遊戲互動區）
  郵寄時請注意郵資為兩元或以上

．抽獎於 2014 年 8 月內進行
  得獎者名單將在 2014 年 9 月號《輕 ZONE》公佈
 （屆時會有專人聯絡得獎者，並通知有關領獎事宜，逾期者作自動放棄）

．本期領獎地點：澳門馬統領街 32 號廠商會大廈 10 樓 C，鳳凰天空出版社 SKYSCAPE PUBLISHER
  辦公時間：10:00-13:00 ／ 14:30-19:00（週一至週六，週六下午休息）
  查詢電話：28937968（* 請於郵寄前將領獎資料記下，每位參加者只限參加一次）

Q1: 本書提及的自動列車控制系統是由以下哪幾個部份組成：

①列車自動運行 ATO (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    
②自動列車機械 ATM (Automatic Train Machine)
③列車自動保護 ATP（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④列車自動監控 ATS（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Q2: 列車是通過哪個軌道改變行駛方向？

A. 供電軌             B. 行車基座       C. 導軌             D.  不用軌道引導

Q3: 列車運行時，電軌能持續提供多少伏特的直流電？

A.22,000V        B. 11,000V        C. 750V           D. 360V

姓名（中文或葡文譯音之全名）：＿＿＿＿＿＿＿＿＿ 

聯絡電話                                ：＿＿＿＿＿＿＿＿＿  

得獎者可獲：
神秘禮品一份
（共 3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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