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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架構重組，社會重返廳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撥歸社會工作局轄下。在新的組織架構下，

透過與社會工作局家庭支援及防治賭毒兩大服務範疇的協同效應，社會重返廳服務將朝向更專

業、更完善的方向發展。 

 

社會重返廳的主要職能是協助司法機關執行各類非監禁刑罰，以及執行違法青少年教育監

管制度的各項措施。為着有效執行針對更生人士的矯治措施，社會重返廳多年來一直持續檢視

更生個案的特徵及轉變。於 2006 年我們完成了首份“更生個案統計調查報告”，隨後分別於

2009 年及 2012 年亦完成了每三年一次的相關研究。我們更因應研究結果適時調整更生對策，

並推出了多項適切的矯治服務，例如：推行“在囚人士釋前就業計劃”以強化更生人士重返社

會的穩定性；與民間團體合作成立“更生個案後續跟進”機制，以為服務對象及其家庭提供更

長效的社區支援。 

 

本年，社會工作局社會重返廳繼續進行第四次的“更生個案統計調查報告”研究，本次研

究涵蓋 2011 年至 2014 年間結案的更生人士資料。透過研究，讓我們對本澳當前更生人士的特

徵、服務需要及矯治效果等方面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持續性的、不同時段的研究能協助

我們科學地分析本澳更生人士的發展趨勢，讓我們制定適切的矯治對策，以有效回應更生個案

的真正需要，協助其順利重返社會，防止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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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方法 

 

 本調查分為兩部分，分別為更生個案的特徵及背景，以及更生個案於跟進期結束後的重犯

情況。 

 

首部分內容將以個案負責社工於個案結案時所填寫的資料搜集表作為統計工具，內容包括

1.個案的個人基本資料：如年齡、入案年份、個案類別、性別、婚姻狀況、出生地點、學歷及

居住區域；2.包括個案的家庭狀況：如家庭成員人數、子女數目、家庭關係、居住情況；3.個

案的就業情況：如工作經驗、入案及結案時的就業情況、入案及結案時的職業分類、入案時的

薪酬及跟進期內的失業情況等；4.個案的吸毒的情況：如入案前或跟進時的吸毒情況，以及所

吸食毒品的種類等；5.個案於跟進期間所接受社會援助的情況；6.個案的跟進情況：如跟進時

間、能否完成跟進，以及終止跟進的原因；7.個案的犯罪簡歷：如犯案種類。 

 

本調查的另一重點是分析更生個案在完成跟進期後的重犯情況，當中以身份證明局提供的

刑事紀錄證明書為基礎，再按照個案類別分為假釋個案、緩刑個案及勞動代替罰金個案三大類，

統計指標以個案於結案後一年內的重犯情況進行分析。 

 

由於自願求助個案並非強制接受本廳跟進，個案當遇到生活困難時才尋求本廳協助，因而

沒有強制的跟進期限及必須遵守的行為守則，故是次調查並未對自願求助個案進行重犯情況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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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結果 

 

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間，社會重返廳的更生個案共 1003 宗結案，包括有假釋個案 307 宗、

緩刑附隨考驗制度個案 (以下簡稱緩刑個案) 579宗 (當中緩刑附隨考驗制度中規定必須接受戒

毒此一行為守則的個案有 412 宗，以下簡稱緩刑戒毒個案)、勞動代替罰金個案 22 宗，以及自

願求助個案 95 宗 (當中包括 8 宗為協助非本地居民的罪犯返回原居地個案)。 

 

一)假釋個案 

 

澳門《刑法典》規定受刑人在監獄服刑滿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所剩餘未服刑時間

不得超過五年，以及具備重返社會條件，可向法院申請提前釋放──假釋。獲假釋者可自由生

活，假釋期相等於餘下的刑期，但須履行一系列的行為守則，而其中一項多要求假釋者必須接

受社會重返廳跟進，直至假釋期結束，而社會重返廳接案後會委派專責社工監督個案履行假釋

義務的情況並定期向法院匯報，以及為有需要的個案提供支援服務。 

 

 社會重返廳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間結案的假釋個案共 307 人，入案年份分別由 2006 年至

2014 年，以為介乎 21 至 25 歲的男性居多，男女的比例為 6.3：1，多出生於澳門，文化程度較

多具備中學學歷。大部分居住於花地瑪堂區（北區）。 

 

假釋個案多為未婚人士，家庭成員人數以 4 至 5 人為主；過半數未育有子女，假釋出獄後

多與直系親屬同住，與家人的關係多反映屬良好。 

 

假釋個案於獲釋初期大多能覓得工作，多從事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為主，每月收入

集中於(澳門元計算)5,001 至 10,000 元間，而於結案時仍維持就業的個案增加至 84.4%，同以從

事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佔多。假釋個案大都反映未有吸毒陋習，有吸毒史的 38.8%中，

多以濫用精神科藥物為主，其中約 3.3%於跟進期間被發現再次吸毒，而吸毒種類同以精神科藥

物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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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假釋個案對就業轉介及戒毒轉介的需求較多；過半數個案的跟進期少於一年，

而大部分個案（97.1%）能順利完成假釋跟進期，而終止跟進的原因當中以個案重犯的稍多。

假釋個案多觸犯毒品罪行而入獄，其次為侵犯財產罪。於假釋期結束後一年內重犯的有 4.3%。 

 

二)緩刑個案 

 

澳門《刑法典》第五十一條“暫緩執行徒刑而附隨考驗制度”規定，法院可對應科處超逾

一年徒刑而暫緩執行，且犯罪時尚未年滿二十五歲之被判刑者作出有關判決，並命令其履行某

些義務或行為規則，由社會重返廳協助執行有關看管及輔助。此外，本澳於 2009 年 9 月 9 日

頒佈了第 17/2009 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而法律中第二十

條同樣規定如法院認為“暫緩執行徒刑附隨考驗制度”對幫助藥物依賴者康復及重新納入社

會為合宜及適當者亦可判予。 

 

自 2009 年第 17/2009 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生效後，

為了更有效監管被法院命令須接受戒毒治療的緩刑個案，社會重返廳便聯同防治藥物依賴廳

(即現時的防治賭毒成癮廳)為該些緩刑戒毒個案設計一系列適切的戒毒治療計劃，以協助其真

正遠離毒品，而本廳的緩刑個案分類中則細分有緩刑戒毒個案。調查結果顯示，2011 年至 2014

年四年間結案的緩刑個案有 579 宗 (當中緩刑戒毒個案有 412 人次)，入案年份分別由 2003 年

至 2014 年。  

 

結案的緩刑個案多為年齡介乎於 21 至 25 歲的男性，男女比例為 5.2：1；多出生於本澳；

居住地多集中在花地瑪堂區，並多具有中學學歷。 

 

六成多緩刑個案為未婚人士且未育有子女，家庭人數多以 4 至 5 人家庭為主，與直系親屬

同住居多，與家人的關係多表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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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刑個案多具備工作經驗，入案初期約有六成個案已就業，多從事文員類別工作，當中大

部分從事與博彩業相關之工作，如莊荷、帳房及公關等；結案時仍以就業人數較多，同以從事

文員類別居多，當中大部分從事與博彩業相關之工作，如莊荷、帳房及公關等；至於入案時的

薪金待遇多介乎澳門幣 5,001 至 10,000 元；跟進期間有近六成個案曾經失業。 

 

吸毒史方面，七成多個案於入案前已曾接觸毒品，他們多濫用精神科藥物；跟進期間被發

現再次接觸毒品的有近五成，同以濫用精神科藥物為主；接受社會援助的種類則以戒毒轉介服

務佔多數。 

 

緩刑個案的跟進期多介乎 13 至 24 個月，以觸犯毒品犯罪居多；約五成多個案能順利完成

有關跟進並結案，其餘個案則多因其他情況而被終止緩刑措施跟進，當中以原卷宗被另一卷宗

競合而結案居多。緩刑個案於結案後一年內重犯的有 8.9%。 

 

三)勞動代替罰金個案 

 

澳門《刑法典》第四十六條“以勞動代替罰金”的規定，如認為以勞動代科罰金的方式服

刑，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則應被判刑者的申請，法院可命令其在對社會有利的機構

內從事日計勞動，以代替全部或部分罰金，而有關個案會交由社會重返廳進行安排及跟進。 

 

社會重返廳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間結案的勞動代替罰金個案共 22 宗，入案年份分別由 2008

年至 2014 年。 

 

結案個案中男女的人數相若，但以男性稍多，男女比例為 1.4:1；入案時年齡以 41 至 45 歲

及 60 歲以上居多；他們多於內地出生；而居住地集中在花地瑪堂區，學歷程度以小學為主。 

 

勞動代替罰金個案的婚姻狀況顯示已婚和未婚的人數相同；他們多與直系親屬同住，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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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名子女，家庭結構以 2 至 3 人家庭為主，與家人的關係多表示良好。 

 

大部分個案具備工作經驗，但入案及結案時均以失業人士居多；而入案時已就業的個案多

以第九大類的非技術工人居多，結案時已就業的個案多以第四大類的文員；入案時的薪金收入

多介乎於澳門幣 5,001 至 10,000 元，他們多於跟進期間曾經失業。 

 

毒癮史方面，大部份個案沒有吸毒惡習，而曾吸毒的個案中則以吸食精神科藥物及海洛英

為主；跟進期間以經濟援助的需求較多，其次為就業轉介及醫療援助。 

 

勞動代替罰金個案多涉及妨害社會生活罪，當中以妨害交通安全罪稍多，超過九成個案均

能於 18 個月內結案歸檔，半數能成功完成勞動，其餘則多因自願繳款而被終止勞動。勞動代

替罰金個案於結案後一年內重犯的有 14.3%。 

 

四)自願求助個案 

 

自願求助個案是指刑釋者於結束刑期或保安處分後，當生活遇有困難而向社會重返廳尋求

協助的個案。專責社工會為該些個案提供諮商輔導及轉介服務，以解決即時的生活需要，並盡

可能協助緩解長期的生活困難。 

 

社會重返廳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間結案的自願求助個案共有 95 人 (當中包括 8 名為協助非

本地居民的罪犯返回原居地個案)，入案年份分別由 2009 年至 2014 年間，個案的入案年齡集中

於 36 至 40 歲的年齡組內，以男性稍多，男女的比例為 6.9：1，以澳門出生者居多；個案的文

化程度以小學為主；多居住於花地瑪堂區。 

 

自願求助個案中多為未婚人士，與直系親屬同住為主，多未育有子女，與家人的關係屬普

通的稍多，另約三成個案反映與家人的關係惡劣。 



更生個案統計調查 2016 (摘要報告) 

 7 

 

自願求助個案中大多具有工作經驗，但入案初期及結案時多沒有就業，而入案初期就業的

個案中多任職機台、機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工作，而結案時就業的個案則以任職機台、機

器操作員、司機及裝配員工作和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為主。大部分個案於跟進期間曾經

失業，每月薪酬以介乎澳門幣 5,000 至 10,000 元居多。 

 

過半數個案於入案前曾經吸毒，而在跟進期間被發現仍有吸毒行為的有 26.3%，所吸食毒

品的種類則以海洛英居多。 

 

自願求助個案並沒有任何刑罰及保安處分，只是在生活上遇有困難而須社會重返廳協助解

決燃眉，於問題解決後多即自行結束跟進，案件亦只好作歸檔處理，故個案的跟進期一般較短，

多集中於一至六個月之間，而自願求助個案對社會援助的需求則以戒毒轉介及經濟援助為主。 

 

另外，由於自願求助個案沒有強制的跟進期及必須遵守的義務，為此是次調查並未有對自

願求助個案的重犯情況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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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一)本次調查結果 

 

社會重返廳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間，共收得由專責社工所填寫的更生個案結案資料收集表

1003 份，當中假釋個案 307 份；緩刑個案 579 份 (當中緩刑戒毒個案有 412 份)；勞動代替罰金

個案 22 份及自願求助個案 95 份 (當中協助非本地居民的罪犯返回原居地個案有 8 份)。 

 

調查結果顯示社會重返廳於 2011 年至 2014 年結案的更生個案多以男性為主，當中以自願

求助個案的男女比 6.9:1 最大，入案年齡的平均值為 33.1 歲，當中以緩刑個案較為年輕，本澳

出生者居多。 

 

更生個案中大部分為未婚人士，多與直系親屬同住並反映與家人的關係屬理想，家庭結構

多以 4 至 5 人居多，大部分個案未育有子女，居住地多為花地瑪堂區。 

 

文化程度方面多以中學及小學學歷為主，有工作經驗，入案初期約半數能有固定工作，多

任職文員類別，當中大部分從事與博彩業相關之工作，如莊荷、帳房及公關等，入職時月薪多

（以澳門元計算）介乎 5,001 至 10,000 元之間，跟進期間多曾經失業，結案時亦有約六成個案

能維持工作任職，以任職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稍多。 

 

六成多的更生個案曾有毒癮史，當中以濫用精神科藥物為主，於跟進期間被發現再次接觸

毒品的約三成多。更生個案在重返社會過程中，對戒毒轉介、經濟援助、醫療轉介、食宿轉介

等社會支援的需求較高。 

 

調查結果顯示，更生個案的跟進期一般較短，以一年內完成者為主，其中緩刑個案的跟進

期則以兩年內完成佔多，接近七成個案能順利完成跟進期。 

 

假釋個案及緩刑個案多以觸犯毒品罪行為主，而勞動代替罰金個案則以妨害社會生活罪

(如：妨害交通安全罪)居多，而各個案類別於結案後一年內的重犯率分別為：假釋個案 4.3%、

緩刑個案 8.9%、勞動代替罰金個案 14.3%，總重犯率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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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1 年至 2014 年資料表 
 
個案類別 假釋 緩刑 勞動代替罰金 自願求助 

資料收集表數 307 579 22 95 

年齡 21-25 歲(20.5%) 21-25.6 歲(29.9%) 41-45 歲(18.2%)/ 

60 歲以上升(18.2%) 

36-40 歲(22.1%) 

男女比例 6.3:1 5.2:1 1.4:1 6.9:1 

出生地 澳門(53.4%) 澳門(65.2%) 內地(81.8%) 澳門(44.2%) 

居住地 花地瑪堂區(46.9%) 花地瑪堂區(54.1%) 花地瑪堂區(72.8%) 花地瑪堂區(61.1%) 

婚姻狀況 未婚(50.8%) 未婚(61.3%) 未婚(36.4%)/已婚(36.4%) 未婚(48.5%) 

家庭成員 4-5 人(50.5%) 4-5 人(43.3%) 2-3 人(45.5%) 1 人(34.7%) 

子女數 未育有子女(52.1%) 未育有子女(62.9%) 1(36.4%) 未育有子女(60.0%) 

居住情況 與直系親屬居住

(79.8%) 

與直系親屬居住

(70.3%) 

與直系親屬居住(54.6%) 與直系親屬居住(36.8%) 

家庭關係 良好(75.9%) 良好(49.2%) 良好(40.9%) 普通(33.7%) 

學歷 中學(54.4%) 中學(55.3%) 小學(63.7%) 小學(54.7%) 

工作經驗 有(97.1%) 有(93.6%) 有(95.5%) 有(89.5%) 

入案初期就業情況 就業(63.5%) 就業(60.8%) 失業(68.2%) 失業(77.9%) 

跟進期間曾否失業 曾(84.4%) 曾(59.2%) 曾(81.8%) 曾(75.8%) 

結案時的就業情況 就業(84.4%) 就業(60.6%) 失業(61.9%) 失業(62.1%) 

入案初期工種 服務、銷售及同類

工作人員(35.9%) 

文員(38.8%) 非技術工人(57.1%) 機台、機器操作員、司

機及裝配員 (26.3%) 

結案時工種 服務、銷售及同類

工作人員(29.0%) 

文員(36.7%) 文員(37.5%) 機台、機器操作員、司

機及裝配員 (28.6%) /  

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

人員(28.6%) 

薪酬（澳門元） $5,001-$10,000(56.9%) $5,001-$10,000(31.8%) $5,001-$10,000(42.9%) $5,001-$10,000(26.3%) 

入案前的吸毒情況 沒有(60.9%) 有(77.7%) 沒有(90.9%) 有(51.6%) 

入案前的吸毒種類 精神科藥物(84.9%) 精神科藥物(70.7%) 海洛英(50.0%)/ 

精神科藥物(50.0%) 

海洛英(44.9%) 

跟進時的吸毒情況 沒有(96.1%) 沒有(52.2%) 沒有(95.5%) 沒有(68.4%) 

跟進時的吸毒種類 精神科藥物(70.0%) 精神科藥物(72.5%) 海洛英(100.0%) 海洛英(52.0%) 

接受援助情況 就業轉介(21.8%) 

戒毒轉介(21.8%) 

戒毒轉介(64.3%)/ 

經濟援助(13.9%) 

經濟援助(47.4%)/ 

醫療轉介(21.0%)/ 

就業轉介(21.0%) 

戒毒轉介(28.9%)/ 

經濟援助(28.9%) 

跟進期 1-12 個月(53.4%) 13-24 個月(43.3%) 1-18 個月(95.4%) 
 

順利完成跟進 是(97.1%) 是(53.4%) 是(50.0%)/否(50.0%) 
 

終止跟進的原因 重犯(55.6%) 其他情況(44.8%) 自願繳款(72.7%) 
 

犯案種類 毒品罪(41.0%) 毒品罪(65.3%) 妨害社會生活罪(63.5%) 
 

一年內重犯率 4.3% 8.9% 14.3% 
 

一年內總重犯率 7.5% 
 

                                                 

 由於自願求助個案沒有指定的跟進期，因此此項不適用。 


 由於欠缺自願求助個案的犯罪資料，因此此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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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 2012 年報告比較 

 

為了更有意義地呈現更新個案的背景資料及其轉變，本次“更生個案統計調查報告”(以

下簡稱 2016 年報告)將與 2012 年完成的調查結果(以下簡稱 2012 年報告)作比較。 

 

2009 年正式實施《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法律後，社會重返廳

的跟進個案在結構上起了明顯的變化，2016 年報告中更生個案的個案數有明顯的增加，單是緩

刑個案已由 2008 年至 2010 年的 172 人升至 2011 年至 2014 年的 579 人(每年平均增約 3.4 倍)，

當中尤以緩刑戒毒個案的升幅最為顯著，由 2008 年至 2010 年的 34 人高升至 2011 年至 2014 年

的 412 人(每年平均增約 9.4 倍)。 

 

與 2012 年報告比較，更生個案在個人資料、家庭狀況兩範圍內的變動不大。兩調查結果

均顯示以年輕男性為主，多於本澳出生；多為未婚且未育有子女；居住區域集中於本澳北區；

個案大多與直系親屬同住，家庭結構多為四至五人，且多表示與家人關係良好，當中 2012 年

報告的自願求助個案較多反映與家人關係惡劣，而 2016 年則反映與家人關係良好的稍多；學

歷方面兩時段均顯示更生個案多具有中學學歷。 

 

就業狀況方面，兩調查結果均顯示更生個案於入案初期多已就業，但工種方面兩者則有不

同，2012 年報告中的更生個案於入案初期及結案時多任職的工種以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

而 2016 年報告中更生個案於入案初期以任職文員類別稍多(30%)，當中大部分從事與博彩業相

關之工作，如莊荷、帳房及公關等，而結案時仍以服務、銷售及同類工作人員稍多(28.4%)，薪

金同以澳門幣 5,001 至 10,000 元居多，而於結案時兩報告的更生個案多能維持工作。 

 

2012 年報告顯示曾有吸毒史的更生個案約 45%，而 2016 年報告中則增加至 62.2%，反映近

年更生個案多曾有接觸毒品，吸食毒品種類已由海洛英轉為服用精神科藥物；於跟進期間仍有

接觸毒品的情況仍然不多，但 2016 年報告中緩刑個案在跟進期間再次復吸的情況有所增加，

由 2012 年報告中的 30.2%上升至 47.8%。 

 

社會援助需求方面，兩調查結果均以戒毒轉介、經濟援助及醫療轉介為主，大部分個案於

一至兩年內能順利完成跟進並結案，而所牽涉的罪行同以毒品犯罪及侵犯財產罪為主，隨着附

有戒毒規定的緩刑個案數目的增加，反映更生個案牽涉毒品犯罪的人數正持續上升。 

 

2012 年報告中，各案類的重犯率分別為：假釋個案 3.9%、緩刑個案 10.7%及勞動代替罰金

個案為 7.7%，總重犯率為 6.7%；2016 年報告中各案類的重犯率分別為：假釋個案 4.3%、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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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8.9%及勞動代替罰金個案為 14.3%，總重犯率為 7.5%。當中緩刑個案的重犯率有下降，而

假釋個案的數字則有稍微上升；勞動代替罰金個案的重犯率升近一倍，當中 2016 年報告顯示

有 3 人再次犯罪，而 2012 年報告中則有 2 人再次犯罪；至於總重犯率方面則由 6.7%稍微上升

至 7.5%。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