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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澳門建造業正面對十分嚴峻的考驗，雖然經歷了過去

近 20年的高速發展，當前如不快作徹底性的改革，恐

怕本地建築服務業在區內將會被邊緣化。不但錯失參

與發展大灣區的機遇，更會大量流失經驗豐富的人才

及年青一代的從業員。現今世界的機械化建築技術已

十分成熟，鄰近地區亦已由政府帶頭，全面推行，成果

有目共睹。其中包括大規模採用BIM,MiC,DfMA 及運用

可達到九成預製建築的施工流程，在建築安全、質量

保證、環保施工、節省時間和減低成本等各領域，都能

大大提升效益，是傳統建築方法所不能比較的。全新

的建築方法對機械和設備的要求和依賴程度非常高。

因此，本澳建造業除了要投入龐大的資金外，更要覓

地持續存放大型機械，這一方面並不是本地業界單方

面能夠解決的重大問題。

數據統計之目的

澳門土地資源不足，導致本澳建造業長期面臨大型機

械存放問題，主要包括：機械設備及建築材料的存放

場地；生產建築用料的廠房如混凝土預製件生產場地

等問題，阻礙行業之長期穩健發展。

    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以下簡稱：商會)早於 

2009 年已向政府申請建築設備放置場地，2014 年 11 

月政府回應業界缺乏土地放置機械設備的訴求，在氹

仔北安 E2區 A 地段臨時批租了6,000 平方米土地給

商會(參見附錄 P.8），該土地已經分配給16間會員公

司使用(商會公司會員超過100間），扣除行車通道及

小面積的公共設施後，平均每間會員公司可用面積只

有大約280 平方米。作為100 多間會員公司及為放置

體積不少的重型機械而言，此面積絕對是杯水車薪，

實際需求用地面積遠遠大於政府批給之土地。

   由於建築業界沒有固定擺放設備的據點，加上政

府近年大規模回收土地，業界唯不斷尋找可搬遷之可

用租地，產生機械存放地點的不穩定性等問題。業界

除了需支付昂貴土地租金來安置機械設置，還需面對

隨時被業主或政府收回土地的風險，更有業者轉為向

鄰近地區租用大型建築機械設備，這不利於本澳建築

業的健康發展。由於缺乏存放地點，因此，商會透過收

集會員所持有各項設備數量等資料以科學統計方式完

成本次數據統計，希望藉是次數據統計編寫報告向特

區政府反映業界的真實數據及實際情況。報告由商會

委託張少東企業顧問有限公司負責整理資料，編寫報

告及數據分析。

收集數據的對象

本次建築機械數據調查於2020 年第四季進行，通過

電郵方式發出121份問卷，向會員公司收集其建築機

械及設備的類型、用途、數量及佔地面積之數據資料。

回收有效問卷23份，佔發出問卷比例的19%。

收集數據的方法

數據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主要採用數量和

佔地面積這兩項數據反映其機械設備在澳門的數量

及需求用地面積。

    調查報告將建築機械分成三大類，包括類別一：

重型機械設備、類別二：重型車輛設備、類別三：

其他建築設備。每類分別以機械、設備的名稱作為

統計科目，並將三大類別的科目比例分別以圖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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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建築機械設備及車輛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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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數數據據報報告告的的收收集集結結果果 

根據參與本次調查之商會會員提供的資料，合共有 2,640 輛/件的建築機械

設備及車輛，分別為第 I 類別 769 輛，佔總數 29%；第 II 類別 118 輛，佔總數

5%；第 III 類別 1,753 件，佔總數 66%。 
其需求總面積為 21,518 平方米，第 I 類別需求面積佔總數 63%，即 13,529

平方米；第 II 類別需求面積佔總數 13%，即 2,742 平方米；第 III 類別需求面積

佔總數 24%，即 5,247 平方米。建築機械設備數量和需求場地面積圖表可相對應

於圖一和圖二。 
 
圖一：建築機械設備及車輛總數量 

 
圖二：建築機械設備及車輛需求場地面積 

 
  

I - 重型機械設

備, 769輛, 29%

II - 重型車輛設

備, 118 輛, 5%

III - 其他建築設

備, 1753件, 
66%

建建築築機機械械設設備備及及車車輛輛總總數數量量((輛輛//件件))

合合計計：：2,640輛輛

I - 重型機械設

備, 13529m2, 
63%

II - 重型車輛設備, 
2742m2, 13%

III - 其他建築設備, 
5247m2, 24%

建建築築機機械械設設備備及及車車輛輛需需求求場場地地面面積積((平平方方米米))

合合計計：：21,518平平方方米米

現。而各個機械設備，車輛及建築材料可於附錄中查

看對應圖片。

i.類別一：重型機械設備﹝共有19個科目﹞附錄P.9-11 

1. 升降臺 /工作臺；   2. 打樁機；

3. 多用途鏟車； 4. 刨路機；

5. 拖式混凝土泵；     6. 油壓膠胎吊機；

7. 空氣壓縮機；       8. 挖掘機；

9. 推土機；           10. 鑽機；

11. 混凝土布料機；    12. 發電機；

13. 塔式起重機；      14. 履帶伸縮吊機；

15. 履帶起重機； 16. 燒焊機；

17. 壓路機；          18. 瀝青鋪機；

19. 灑水機； 

ii.類別二：重型車輛設備﹝共有5個科目﹞附錄 P.12

1.半掛車；  2.混凝土泵車；

3.裝卸車；  4.貨車吊機；

5.拖頭

iii. 類別三：其他建築設備﹝共有 4 個科目﹞附錄

P.13-16

1. 建築材料，包括：工字鐵、閘板、瀝青材料、沉    

箱施工設備、泵管等； 

2. 工地配件，包括：欄河、範本、井蓋、鐵通、貨

櫃、水缸等； 

3. 小型機械，包括：畫線機、震板、風機、電纜拉

線機、電瓶式洗地機等； 

4. 機械配件，包括：震夾、油壓砲、柴油機、液壓

動力站、其他等； 

數據報告的收集結果

根據參與本次調查之商會會員提供的資料，合共有

2,640 輛 / 件的建築機械設備及車輛，分別為第 I

類別 769 輛，佔總數 29%；第 II 類別 118 輛，佔總

數 5%；第 III 類別 1,753 件，佔總數 66%。

   其需求總面積為21,518 平方米，第I類別需求面

積佔總數 63%，即13,529 平方米；第II類別需求面積

佔總數13%，即 2,742平方米；第III類別需求面積佔

總數24%，即 5,247平方米。建築機械設備數量和需求

場地面積圖表可相對應於圖一和圖二。

i.類別一：重型機械設備 

    重型機械設備類別共由19個不同用途及類型的

機械科目組成。分別有：挖掘機、塔式起重機、履

帶起重機、發電機、多用途鏟車、壓路機、推土機、升

降台/工作台、瀝青鋪機、刨路機、鑽機、打樁機、拖

式混凝土泵、混凝土布料機、空氣壓縮機、履帶伸縮吊

機、灑水機、燒焊機和油壓膠胎吊機。重型機械設備佔

場地總面積比例為 63%﹝圖二﹞。

  其中以挖掘機的數量及總需求面積最大，共324輛

及佔地面積為 6,858 平方米。第二為塔式起重機，共

13輛及佔地面積需求為2,618 平方米。其次履帶起重

機及發電機數量分別為18 輛及130 輛，所需面積 810

及730 平方米。剩餘15項科目中，284 輛機械所需要

面積為2513平方米，其數據可分別對應圖三和表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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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重型機械設備數量及需求場地面積 

 
 

圖三：重型機械設備數量及需求場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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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數數據據報報告告的的收收集集結結果果 

根據參與本次調查之商會會員提供的資料，合共有 2,640 輛/件的建築機械

設備及車輛，分別為第 I 類別 769 輛，佔總數 29%；第 II 類別 118 輛，佔總數

5%；第 III 類別 1,753 件，佔總數 66%。 
其需求總面積為 21,518 平方米，第 I 類別需求面積佔總數 63%，即 13,529

平方米；第 II 類別需求面積佔總數 13%，即 2,742 平方米；第 III 類別需求面積

佔總數 24%，即 5,247 平方米。建築機械設備數量和需求場地面積圖表可相對應

於圖一和圖二。 
 
圖一：建築機械設備及車輛總數量 

 
圖二：建築機械設備及車輛需求場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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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重型車輛設

備, 118 輛, 5%

III - 其他建築設

備, 1753件, 
66%

建建築築機機械械設設備備及及車車輛輛總總數數量量((輛輛//件件))

合合計計：：2,640輛輛

I - 重型機械設

備, 13529m2, 
63%

II - 重型車輛設備, 
2742m2, 13%

III - 其他建築設備, 
5247m2, 24%

建建築築機機械械設設備備及及車車輛輛需需求求場場地地面面積積((平平方方米米))

合合計計：：21,518平平方方米米

 

圖二：建築機械設備及車輛需求場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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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類別一 ： 重型機械設備  

重型機械設備類別共由 19 個不同用途及類型的機械科目組成。分別有：挖掘

機、塔式起重機、履帶起重機、發電機、多用途鏟車、壓路機、推土機、升降台

/工作台、瀝青鋪機、刨路機、鑽機、打樁機、拖式混凝土泵、混凝土布料機、空

氣壓縮機、履帶伸縮吊機、灑水機、燒焊機和油壓膠胎吊機。重型機械設備佔場

地總面積比例為 63%﹝圖二﹞。 
其中以挖挖掘掘機機的數量及總需求面積最大，共 324 輛及佔地面積為 6,858 平方

米。第二為塔塔式式起起重重機機，共 13 輛及佔地面積需求為 2,618 平方米。其次履履帶帶起起重重

機機及發發電電機機數量分別為 18 輛及 130 輛，所需面積 810 及 730 平方米。剩餘 15 項

科目中，284 輛機械所需要面積為 2513 平方米，其數據可分別對應圖三和表格一。 
 

表格一：重型機械設備總表 
序序號號  機機械械名名稱稱  數數量量  總總需需求求面面積積((平平方方米米))  

1 挖掘機 324 6,858 
2 塔式起重機 13 2,618 
3 履帶起重機 18 810 

4 發電機 130 730 
5 多用途鏟車 72 619 
6 壓路機 50 523 

7 推土機 16 278 
8 升降台/ 工作台 61 238 
9 瀝青鋪機 9 168 

10 刨路機 12 166 
11 鑽機 6 121 
12 打樁機 4 120 

13 拖式混凝土泵 7 105 
14 混凝土布料機 4 64 
15 空氣壓縮機 6 49 

16 履帶伸縮吊機 3 29 
17 灑水機 1 15 
18 燒焊機 32 13 

19 油壓膠胎吊機 1 5 
合合計計  776699  1133,,552299  

  

表格一：重型機械設備總表

ii.類別二：重型車輛設備

重型車輛設備主要分為裝卸車，貨車吊機，半掛車，混

凝土泵車和拖頭五個科目。佔需求總面積比例為13% 

﹝圖二﹞。

    其中裝卸車為第II類型中佔比最重的車輛，合共

有 86輛裝卸車，佔地面積需求為1,691平方米。其次

為貨車吊機，數量為16輛，佔地需求為 516 平方米。

半掛車、混凝土泵車和拖頭其數量分別為8、5和3輛，

其佔地需求分別為293、150 和 92平方米，其數據可分

別對應圖四和表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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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類別二 ： 重型車輛設備 

重型車輛設備主要分為裝裝卸卸車車，，貨貨車車吊吊機機，，半半掛掛車車，，混混凝凝土土泵泵車車和拖拖頭頭五個

科目。佔需求總面積比例為 13% ﹝圖二﹞。 
其中裝裝卸卸車車為第 II 類型中佔比最重的車輛，合共有 86 輛裝卸車，佔地面積

需求為 1,691 平方米。其次為貨貨車車吊吊機機，數量為 16 輛，佔地需求為 516 平方

米。半半掛掛車車、混混凝凝土土泵泵車車和拖拖頭頭其數量分別為 8、5 和 3 輛，其佔地需求分別為

293、150 和 92 平方米，其數據可分別對應圖四和表格二。 
 
表格二：重型車輛設備總表 

序序號號  車車輛輛名名稱稱  數數量量  總總需需求求面面積積((平平方方米米))  

1 裝卸車 86 1,691 
2 貨車吊機 16 516 
3 半掛車 8 293 

4 混凝土泵車 5 150 
5 拖頭 3 92 

合合計計  118 2,742 
 

圖四：重型車輛設備數量及需要面積 

 

表格二：重型車輛設備總表

iii.類別三：其他建築設備

    其他建築設備主要分為四個科目，分別為建築材

料、機械配件、工地配件和小型機械。 其中建築材

料包括：工字鐵、閘板、瀝青材料和泵管；機械配

件包括：震夾、油壓砲、柴油機、液壓動力站和其他；

工地配件為：欄河、模板、井蓋、鐵通、貨櫃及水缸，而

小型機械則包括：畫線機、震板、風機、電纜拉線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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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類別二 ： 重型車輛設備 

重型車輛設備主要分為裝裝卸卸車車，，貨貨車車吊吊機機，，半半掛掛車車，，混混凝凝土土泵泵車車和拖拖頭頭五個

科目。佔需求總面積比例為 13% ﹝圖二﹞。 
其中裝裝卸卸車車為第 II 類型中佔比最重的車輛，合共有 86 輛裝卸車，佔地面積

需求為 1,691 平方米。其次為貨貨車車吊吊機機，數量為 16 輛，佔地需求為 516 平方

米。半半掛掛車車、混混凝凝土土泵泵車車和拖拖頭頭其數量分別為 8、5 和 3 輛，其佔地需求分別為

293、150 和 92 平方米，其數據可分別對應圖四和表格二。 
 
表格二：重型車輛設備總表 

序序號號  車車輛輛名名稱稱  數數量量  總總需需求求面面積積((平平方方米米))  

1 裝卸車 86 1,691 
2 貨車吊機 16 516 
3 半掛車 8 293 

4 混凝土泵車 5 150 
5 拖頭 3 92 

合合計計  118 2,742 
 

圖四：重型車輛設備數量及需要面積 

 

圖四：重型車輛設備數量及需要面積

電瓶式洗地機，其明細可在附錄中查看。

    其他建築設備需要場地總面積比例為 24% ﹝圖

二﹞。其中建築材料所需求面積為五個科目中之最，

佔地面積需求為 3,025 平方米，其次為機械配件，

佔地需求為 1,551 平方米。剩餘的 2 個科目：工地

配件、和小型機械分別佔地需求分別為 573 和 98

平方米，其數據可參照圖五和表格三。

表格三：其他建築設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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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類別三 ： 其他建築設備 

其他建築設備主要分為四個科目，分別為建建築築材材料料、、機機械械配配件件、工工地地配配件件和

小小型型機機械械。其中建築材料包括：工字鐵、閘板、瀝青材料、沉箱施工設備和泵管；

機械配件包括：震夾、油壓砲、柴油機、液壓動力站和其他；工地配件為：欄河、

模板、井蓋、鐵通、貨櫃及水缸，而小型機械則包括：畫線機、震板、風機、電

纜拉線機和電瓶式洗地機，其明細可在附錄中查看。 
其他建築設備需要場地總面積比例為 24%﹝圖二﹞。其中建建築築材材料料所需求

面積為五個科目中之最，佔地面積需求為 3,025 平方米，其次為機機械械配配件件，佔地

需求為 1,551 平方米。剩餘的 2 個科目：工工地地配配件件、、和小小型型機機械械分別佔地需求分

別為 573 和 98 平方米，其數據可參照圖五。 
 

表格三：其他建築設備總表 

 
序序號號  其其他他建建築築設設備備  數數量量  總總需需求求面面積積((平平方方米米))  

1 建築材料 243 3,025 

2 

機械配件–其他 9 1,423 
機械配件–震夾 10 73 

機械配件–油壓砲 22 42 
機械配件–液壓動力站 2 10 

機械配件–柴油機 2 3 
3 工地配件 1,430 573 

4 

小型機械–風機 16 60 
小型機械–電纜拉線機 2 19 

小型機械–畫線機 7 13 
小型機械–震板 9 3 

小型機械–電瓶式洗地機 1 3 
合合計計  1,753 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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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其他建築設備存放需求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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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其他建築設備存放需求面積 

 

報告的結果及會員建議

建築機械設備存放問題一直是建築業界迫切需要解

決的困難，加上近年政府積極回收「未發展土地」，

其中包括以往業界租用存放建築機械、物料之用的

土地，因此，建築業用地緊缺問題更為嚴峻。本次

調查共 23 間會員公司之建築機械及設備的類型、

用途、數量及佔地面積之數據資料，共計有 2,640

輛重型機械設備及重型車輛設備，數據顯示僅 23

間建築公司需求土地擺放所有建築器材、設備和材

料等已達 21,518 平方米。

    商會表示，大型機械對放置場地之要求甚低，

任何空置地段，包括泥地、堆填區域皆可作存放。

就短期而言，現時本澳仍有部分土地暫時處於閒置

狀態，可以考慮暫時騰出這類土地作為行業臨時存

放建材及機械之用，作為短期舒緩倉儲土地的措施。

回顧「天鴿」、「山竹」、「海高斯」等澳門近年

大型風災： 共有 21 間商會會員公司參與「天鴿」

的救援，出動機械設備178台，工作人員620人；「山

竹」則有 23間會員公司參與，出動機械設備 79台，

工作人員 180 人；而「海高斯」中，8 間會員公司

參與，出動機械設備 22 台，工作人員 57 人。業界

能迅速配合救災工作的最大原因皆因相關的機械設

備存放於本澳，能及時調動其設備參與救災和救援

的工作。足夠地方存放建築機械不但有助其行業穩

健發展，對出現重大災情時亦可及時利用庫存的機

械設備投入救援工作。

    商會希望通過這次數據統計報告，將業界真實

的情況透過數據統計及圖表，清晰地反映行業部份

的情況。根據澳門統計局 2020 年 10 月發佈資枓顯

示，2019 年全澳共有 3,905 建築業場地。其中地

盤開拓，樓宇建築（整棟或部分）、土木工程，備

有操作員之建築及拆卸機械的租賃相關公司共 323 

間。

    本次統計收集的會員資料只佔商會的一部份，

不足以反映全澳整體情況。因此，期望政府能作出

建築業機械設備數據的全面性調查，以掌握本澳建

築業在建築機械、建築材料存放用地的實際需求狀

況，為將來長遠用地規劃提供可參考的依據。

關於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

    商會成立於 1992 年 5 月，會員主要由澳門建

築界、工程界及施工設備機械行業代表構成，在澳

門建築業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商會現有大、中型

商號會員合共 121 間。商會希望藉本次調查，可以

成為業界與政府之間溝通的重要橋樑，為本澳建造

業的未來發展得到各界及政府的關注和支持。

參與統計報告之會員
( 按筆劃排序 )

大中運輸公司 

成龍工程有限公司 

利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長江建築有限公司 

金運工程 

建德合工程有限公司 

南龍工程 

泰利斯 (澳門 )工程有限公司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堅良建設有限公司 

國俊建築工程 

葉通工程有限公司 

勝記建築有限公司 

新鴻建工程有限公司 

新華達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新德利物流倉儲一人有限公司 

瑞興工程 

新聯大工程貨運有限公司 

德發建業工程有限公司 

黎培璧建築商 

賢記石屎打磨工程 

銳能機械設備 (澳門 )有限公司 

權英投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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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類別一：重型機械設備

1、升降台/工作台–剪刀升降平臺 

2、打樁機 

3、多用途鏟車﹝俗稱：鏟車、叉車、山貓﹞

裝載機 路面掃地機

伸縮臂升降臺

附錄

i. 氹仔 E2 區 A 地段，面積 6,000 平方米 ( 紅色框 ) 政府臨時批租用地俯瞰圖

三類別建築機械設備，車輛及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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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刨路機 5、拖式混凝土泵 12、發電機 13、塔式起重機﹝俗稱：天稱﹞

14、履帶伸縮吊機 15、履帶起重機

16、燒焊機 17、壓路機

18、瀝青鋪機 19、灑水機

6、油壓膠胎吊機 7、空氣壓縮機

8、挖掘機 9、推土機

10、鑽機 11、混凝土布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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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類別二：重型車輛設備

1、半掛車 2、混凝土泵車 

3、裝卸車﹝俗稱：泥車﹞ 

5、拖頭 

4、貨車吊機 

iv.類別三：其他建築設備

工字鐵 

1、建築材料

閘板 

瀝青材料 

泵管

沉箱施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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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河 

2、工地配件 

模板 

畫線機 

3、小型機械

電瓶式洗地機 

風機 電纜拉線機 

震板 

井蓋 鐵通 

貨櫃 水缸 



16 17

 

 

震夾 震動錘 

4、機械配件

油壓砲 天稱支架 

液壓動力站﹝液壓制箱﹞ 柴油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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