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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予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柯嵐或其法定代任人一切所需

權力，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立約人，與冠球水電工程簽署提

供政府總部輔助部門管理樓宇電力、音響、燈光、通訊及保安系

統維修保養服務的合同。

二、本批示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第 26/2018號行政長官公告

行政長官根據第3/1999號法律《法規的公佈與格式》第五

條（一）項和第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一九七一年二月

二十一日訂於維也納的《精神藥物公約》的中文正式文本。

上述公約的法文正式文本及相應的葡文譯本已透過第10/79

號命令公佈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第四十九期《澳門政府公

報》第一組副刊。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發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1. São delegados na chefe do meu Gabinete, O Lam, ou no 
seu substituto legal, todos os poderes necessários para repre-
sentar 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como 
outorgante, no contrato a celebrar com a «Koon Kau Obras 
de Instalação de Água e Electricidade» para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de manutenção e reparação dos sistemas eléctricos, 
sonoros, de iluminação, de comunicação e de segurança insta-
lados nos edifícios sob gestão dos Serviços de Apoio da Sede 
do Governo.

2. O presente despacho entra em vigor no dia seguinte ao da 
sua publicação.

2 de Maio de 2018.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6/2018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a alínea 1) 
do artigo 5.º e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Publicação 
e formulário dos diplomas), o texto autêntico em língua chine-
sa da Convenção sobre as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concluída 
em Viena, em 21 de Fevereiro de 1971.

O texto autêntico em língua francesa da referida Convenção 
e a respectiva tradução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encontram-se 
publicados, através do Decreto n.º 10/79, no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n.º 49, I Série, Suplemento, de 6 de Dezembro de 1999.

Promulgado em 2 de Maio de 2018.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

一九七一年精神藥物公約

序文

各締約國，

關懷人類之健康與福利，

察及因濫用某等精神藥物而起之公共社會問題，至表關切，

決心預防並制止該等物質之濫用及從而引起之非法產銷，

認為必須採取強力措施，將該等物質之使用限於合法用途，

確認精神藥物在醫學與科學用途上不可或缺，且其僅供此種用途應不受不當限制，

深信有效之防杜濫用精神藥物措施須有協調及普遍行動，

承認聯合國在精神藥物管制方面之職權，並欲將各關係國際機關置於該組織體系之內，

確認必須有一國際公約以達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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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用語

本公約內之各項用語，除另經指明或按上下文義須另作解釋者外，其意義如下：

一、稱“理事會”者，謂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二、稱“委員會”者，謂理事會下轄之麻醉品委員會。

三、稱“管制局”者，謂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單一公約所規定設置之國際麻醉品管制局。

四、稱“秘書長”者，謂聯合國秘書長。

五、稱“精神藥物”者，謂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四內之任何天然或合成物質或任何天然材料。

六、稱“製劑”者，謂：

1. 任何不論其物理狀態為何、而含有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之混合物或溶劑，或

2. 已成劑型之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

七、稱“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者，謂附於本公約後依第二條規定修訂之各該號精神藥物表。

八、稱“輸出”及“輸入”者，謂各依其本義，將精神藥物自一國實際移轉至他國。

九、稱“製造”者，謂所有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之過程，包括精煉以及將精神藥物轉變為他種精神藥物等之過程，該製造一詞

亦包括精神藥物製劑之配製，惟調配所憑處方所作之配製不在此列。

十、稱“非法產銷”者，謂違反本公約各項規定從事精神藥物之製造或販運。

十一、稱“區域”者，謂就本公約而言，依第二十八條規定作為個別單位處理之一國任何部分。

十二、稱“房地”者，謂建築物或其各部分，包括所屬土地在內。

第二條 

物質之管制範圍

一、一締約國或世界衛生組織倘有關於某一尚未受國際管制之物質之情報資料，而認為有將該物質增列於本公約任一附表內之

需要時，應通知秘書長並附送其通知所依據之情報資料。如一締約國或世界衛生組織獲有情報資料顯示須將某一物質自某一附表

改列另一附表、或將某一物質自附表中剔除時，亦適用上述程序。

二、秘書長應將此項通知及其認為有關之任何情報資料轉送各締約國及委員會，且於此項通知係由締約國提出時，亦以轉送世

界衛生組織。

三、倘此項通知所附送之情報資料顯示有關物質宜依本條第四項規定列入本公約附表一或附表二時，各締約國應參酌現有一切

有關情報資料，審查可否將適用於附表一或附表二內各項物質之一切管制措施斟酌暫行適用於該項有關物質。

四、倘世界衛生組織認定：

（一）有關物質具有性能引起

1. 成癮之依藥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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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樞神經系統之興奮或抑鬱，以致造成幻覺、或對動作機能、或對思想、或對行為、或對感覺、或對情緒之損害，或

3. 與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四內物質之同樣濫用與同樣惡果，以及

（二）業已有充分證據，證明有關物質正被濫用或可能被濫用，從而構成公共衛生與社會之問題，故須將該項物質置於國際管制

之下時，則世界衛生組織應將對該項物質所作之判斷，包括其濫用之範圍與可能、其危害公共衛生與社會問題之嚴重程度，以及該

項物質在醫藥治療上所具效用之大小，連同依據其判斷認為宜就有關管制措施提具之任何適當建議，一併通知委員會。

五、世界衛生組織對於有關醫學與科學事項之判斷應具決定性，委員會得計及世界衛生組織之有關通知，並念及其認屬有關之

經濟、社會、法律、行政及其他因素，將有關物質增列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四。委員會且得向世界衛生組織或其他適當來源

索取進一步之情報資料。

六、如有一依第一項規定之通知係就一種業已列載一附表之物質而發，世界衛生組織應即將其新認定、依第四項規定得對該項

物質所作之新判斷、以及其依此新判斷認屬適當之任何有關管制措施之新建議一併通知委員會。委員會得依第五項規定，計及世

界衛生組織之該項通知，並念及第五項所開之各項因素，決定將該項物質自某一附表改列另一附表，或將該項物質自各附表中剔除

之。

七、委員會依據本條規定所作任何決定均應由秘書長通知聯合國全體會員國，非會員國之本公約締約國、世界衛生組織及管制

局。此項決定對每一締約國而言，應於此項通知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後充分生效，但任何締約國如於該期限內，就增列或改列某一物質

於附表三或附表四之決定，向秘書長遞送書面通知，表示由於特殊情形無法就該物質實施本公約適用於該附表內各項物質之全部規

定者，不在此限。此種通知應說明採取此項非常行動之理由。每一締約國雖經遞送其此項通知，最低限度仍應施用下列各項管制措

施：

（一）已就某一前此未受管制物質增列附表一內事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應儘量計及第七條所列舉之各項特別管制措施，並應

就該項物質：

1. 依第八條規定附表二內各項物質之製造、貿易及分配須憑執照，

2. 依第九條規定附表二內各項物質之供應或配發須憑處方，

3. 履行第十二條所定有關輸出與輸入之各項義務，惟對另一業已就關係物質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可不履行該等義務，

4. 履行第十三條所定對附表二內物質禁止並限制輸出與輸入之各項義務，

5. 依第十六條第四項（一）款之規定，將統計報告供與管制局，並

6. 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採取措施，對違反各項應履行上述義務所訂法律或規章之行為加以取締。

（二）已就某一前此未受管制物質增列於附表二內事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應：

1. 依第八條規定製造、貿易與分配須憑執照，

2. 依第九條規定供應或配發須憑處方，

3. 履行第十二條所定有關輸出與輸入之各項義務，惟對另一業已就關係物質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可不履行該等義務。

4. 履行第十三條所定有關禁止並限制輸出與輸入之各項義務，

5. 依第十六條第四項（一）款、（三）款及（四）款之規定，將統計報告供與管制局，並

6. 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採取措施，對違反各項因履行上述義務所訂法律或規章之行為加以取締。

（三）已就某一前此未受管制物質增列附表三內事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應：

1. 依第八條規定製造、貿易與分配須憑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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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第九條規定供應或配發須憑處方，

3. 履行第十二條所定有關輸出與輸入之各項義務，惟對另一業已就關係物質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可不履行該等義務，

4. 履行第十三條所定有關禁止並限制輸出與輸入之各項義務，並

5. 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採取措施，對違反各項因履行上述義務所訂法律或規章之行為加以取締。

（四）已就某一前此未受管制物質增列附表四內事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應：

1. 依第八條規定製造、貿易及分配須憑執照，

2. 履行第十三條所定有關禁止並限制輸出與輸入之各項義務，並

3. 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採取措施，對違反各項因履行上述各項義務所訂法律或規章之行為加以取締。

（五）已就某一物質改列定有較嚴管制與義務之附表事提出此項通知之締約國，應對該項物質，最低限度施用本公約內適用於

其所移出附表內物質之全部規定。

八、

（一）委員會依本條規定所作成之決定，遇任一締約國於接獲決定通知後一百八十日內提出請求時，應由理事會複核。其複核請

求應連同所依據之全部有關情報資料一併送至秘書長。

（二）秘書長應將複核請求及有關情報資料之副本轉送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及全體締約國，請其於九十日內提出評議。所接獲

之一切評議概應提請理事會審議。

（三）理事會得認可，變更或取消委員會之決定。理事會所作之決定應通知聯合國全體會員國、非會員國之本公約締約國、委員

會、世界衛生組織及管制局。

（四）以不違反第七項之規定為限，在複核尚無決定前，委員會之原來決定應繼續效。

九、對凡屬不在本公約範圍之內而可用以非法製造精神藥物之各種物質，各締約國均應盡其最大努力採取可行之監督措施。

第三條 

製劑管制之特別規定

一、除本條下開各項另有規定外，對製劑適用與其所含精神藥物相同之管制措施，倘製劑含有一種以上之此種物質時，則施行

各該物質中所適用之最嚴格管制措施。

二、倘一製劑含有附表一以外之一種精神藥物、而其配合方法並無濫用危險或僅有微不足道之危險且該項物質不能隨時藉輕易

方法收回易滋濫用之數量、故不引起公共衛生與社會之問題時，本公約所規定之若干管制措施得對該製劑依下開第三項之規定豁免

之。

三、一締約國如就某一製劑依前項規定有所認定，得決定在其本國或其所屬區域之一對該製劑豁免本公約所規定之任何或全部

管制措施，但下開各項規定除外：

（一）第八條（執照）適用於製造之規定，

（二）第十一條（記錄）適用於對製劑豁免管制之規定，

（三）第十三條（禁止及限制輸出與輸入），

（四）第十五條（檢查）適用於製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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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十六條（締約國提供之報告書）適用於對製劑豁免管制之規定，及

（六）第二十一條（罰則）視必要程度適用於取締違反應履行上述義務所訂法律或規章之行為。

締約國應將任何此種決定、有關豁免管制之製劑名稱與成分及對該製劑豁免之管制措施一併通知秘書長。秘書長應將該項通知

轉送其他各締約國、世界衛生組織及管制局。

四、一締約國或世界衛生組織倘有關於依上文第三項規定豁免管制之一種製劑之情報資料，從而依其意見認須全部或部分終止

該項豁免時，應即以之通知秘書長，並檢送其通知所依據之情報資料。秘書長應將此項通知及認屬有關之任何情報資料轉送各締約

國及委員會，且於有關通知係由締約國提出時以之轉送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應將其就有關第二項所開各事項而對有關製劑

所作之判斷，連同其就該製劑應終止豁免之管制措施而提具之任何建議，一併通知委員會。世界衛生組織對於有關醫學與科學事項

之判斷應具決定性，委員會得計及世界衛生組織之有關通知，並念及其認屬有關之經濟、社會、法律、行政及其他因素，決定對該製

劑予以任何管制措施之豁免或全部豁免。委員會依本項規定所作之任何決定均應由秘書長通知聯合國全體會員國、非會員國之本公

約締約國、世界衛生組織及管制局。全體締約國均應自秘書長通知日起計一百八十日之內採取措施，終止對有關各項管制或某種管

制之豁免。

第四條 

關於管制範圍之其他特別規定

就附表一以外各種精神藥物而言，各締約國得准許：

（一）國際旅客攜帶少量製劑供個人使用，惟每一締約國自仍有權查明此等製劑確經合法取得，

（二）在工業上使用此等物質以製造非精神藥物或產品，惟在各該精神藥物實際上已處於不致濫用或無法收回之狀態前，仍須

施用本公約所規定之管制措施，及

（三）由主管當局特准使用此等物質捕捉動物者為此目的作為使用，惟仍須施用本公約所規定之各項管制措施。

第五條 

專供醫學與科學用途之限定

一、每一締約國均應依第七條規定對附表一內物質限定使用。

二、除第四條另有規定外，每一締約國均應採其認屬適當之措施，對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內各種物質之製造、輸出、輸入、分

配、儲存、貿易、使用及持有，限定其專供醫學與科學用途。

三、各締約國對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內各項物質之持有，除依法許可者外，宜不予准許之。

第六條 

特別管理機關

每一締約國為實施本公約之規定，允宜設置並維持一特別管理機關，該機關可因利就便即為依各項管制麻醉品公約規定所設

置之同一特別管理機關或為與之密切合作之機關。

第七條 

關於附表一內物質之特別規定

就附表一內物質而言，各締約國應：

（一）禁止其一切使用，但受締約國政府直接管制或由其特別核准之醫學與科學機構內依法奉准人員為科學及甚有限之醫學目

的所作之使用，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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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定其製造、貿易、分配及持有須憑特別執照或事先領有許可證，

（三）規定對（一）款及（二）款所開活動與行為之嚴密監察辦法，

（四）規定向依法奉准人員之供應限於其所奉准目的之需要數量，

（五）規定凡使用此等物質執行醫學或科學業務者應備存記錄、列載此等物質之取得及其使用詳情，此等記錄自其所載最後一

次使用日期起須至少保存兩年，並

（六）禁止其輸出與輸入，但於輸出人與輸入人雙方分別係輸出與輸入國家或區域之主管或其他機關或其國家或區域之主管當

局為此目的特許之人或企業時，不在此限。第十二條第一項關於附表二內物質之輸出與輸入須憑許可證之規定對附表一內物質亦適

用之。

第八條 

執照

一、各締約國應規定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內所列物質之製造、貿易（包括輸出及輸入貿易）及分配須憑執照或受其他類似措

施管制。

二、各締約國應：

（一）管制所有依法奉准進行或從事第一項所指物質之製造、貿易（包括輸出及輸入貿易）及分配業務之人及企業，

（二）憑核發執照或其他類似管制措施管制可能進行此種製造、貿易或分配業務之機構及房地，

（三）規定對此等機構及場地採取安全措施以防止儲存品被盜竊或作其他挪移。

三、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執照或其他類似管制措施之規定無需適用於依法奉准執行而又正在執行醫療或科學職務者。

四、各締約國應規定凡依本公約規定領有執照者或依本條第一項或第七條（二）款規定另奉核准者，均應具備有效忠實履行依本

公約所制定各項法律及規章條款之充分資格。

第九條 

處方

一、各締約國應規定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內之物質惟憑處方始得供應或配給個人使用，但個人依法奉准執行醫療或科學職

務所可合法取得、使用、配給或施用各該物質者，不在此限。

二、各締約國應採取措施，以確保附表二、附表三及附表四內各項物質之處方係依正當醫療業務並遵保障公共衛生與福利之規

章尤其有關處方可作重配次數與處方有效期之規章而簽發。

三、雖有第一項之規定，各締約國如認為當地情況有此需要，且在其所定包括備存記錄在內之各項條件下，仍得授權領有執照之

藥劑師、或由負責其全國或國內部分地區公共衛生事務當局所指定之其他領有執照之零售分配人，酌量不憑處方，將締約國所定限

量範圍內之少量附表三與附表四內物質，供應個人於特殊情形下作醫療目的之使用。

第十條 

包裝上之警語及廣告

一、每一締約國應參照世界衛生組織之任何有關規章或建議，規定製備其認為使用人安全所必需之精神藥物使用方法說明，包

括將注意事項及警語，於可在其零售包裝之標籤上載明時載明於標籤，且在任何情形下均應在隨附之仿單上作此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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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締約國應在適當顧及其憲法規定之情形下禁止利用廣告向公眾推銷精神藥物。

第十一條 

記錄

一、就附表一內物質而言，各締約國應規定製造人及所有其他依第七條奉准進行此等物質之貿易及分配業務者須遵每一締約國

所作規定備存記錄，列載製造數量及儲存數量之細節，並按每次取得與處置，列載數量、日期、供應人及收受人各項細節。

二、就附表二及附表三內物質而言，各締約國應規定製造人、批發人、輸出人及輸入人須遵每一締約國所作規定備存記錄，列載

製造數量之細節，並按每次取得與處置列載數量、日期、供應人及收受人各項細節。

三、就附表二內物質而言，各締約國應規定零售分配人、醫療與護理機構及科學院所須遵每一締約國所作規定備存記錄，按每次

取得與處置，列載數量、日期、供應人及收受人各項細節。

四、各締約國應以適當方法，並計及本國專業與貿易習慣，確保有關零售分配人、醫療與護理機構及科學院所取得與處置附表三

內物質之情報可隨時備查。

五、就附表四內物質而言，各締約國應規定製造人、輸出人及輸入人須遵每一締約國所作規定備存記錄，列載製造、輸出及輸入

之數量。

六、各締約國應規定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豁免管制製劑之製造人應備存記錄、載明製造豁免管制製劑所用每一種精神藥物之數

量與用以製成之豁免管制製劑之性質，總量及其初步處置情形。

七、各締約國應確保本條所稱記錄與情報，其依第十六條規定為報告書所需要者，應至少保存兩年。

第十二條 

關於國際貿易之規定

一、

（一）凡准許輸出或輸入附表一或附表二所列物質之每一締約國應規定每次為此種輸出或輸入，不論其包括一種或多種物質，均

須分別領取由委員會規定之輸出或輸入准許證。

（二）此項准許證應載明有關物質之國際非專用名稱，或於無此種名稱時載明附表內所用名稱，且載明將予輸出或輸入之數量、

藥型、輸出人或輸入人之名號與位址及輸出或輸入之期限。如輸出或輸入之物質為製劑，其有名稱者並應加列其名稱。輸出准許證

並應載明有關輸入准許證之號碼、日期及發證機關。

（三）締約國在核發輸出准許證前，應規定繳驗輸入國家或輸入區域主管當局所核發之輸入證以證明內載之一種或多種物質之

輸入業經核准。此項准許證應由聲請輸出准許證之人或機構繳驗。

（四）每批貨品均應附有輸出准許證之副本一份，核發輸出准許證之政府且應將一份副本送至輸入國家或輸入區域之政府。

（五）輸入國家或輸入區域之政府於有關輸入辦妥後，應在輸出准許證上加簽，證明實際輸入之數量，以之送還輸出國家或輸

出區域之政府。

二、

（一）各締約國應規定輸出人每次輸出附表三內所列物質均須填具由委員會制定之申報書一式三份，內載下列情報資料：

1. 輸出人與輸入人之名號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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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物質之國際非專用名稱或於無此種名稱時附表內之名稱，

3. 有關輸出物質之數量與藥型，且於其係製劑而有名稱時，該製劑之名稱，及

4. 交運日期。

（二） 輸出人應將申報書副本一式兩份繳送其本國或區域之主管當局，並檢附第三份副本於交運之貨品。

（三）一締約國應於附表三內物質業已自其領土輸出時，儘速而不遲於交運日期之後九十日將自輸出入所收到之申報書副本一

份，以雙掛號郵寄輸入國或輸入區域之主管當局。

（四）各締約國得規定輸入人於收到有關貨品時須將交運貨品所附之申報書副本經照章加簽，註明所收數量及收受日期後，送

致其本國或區域之主管當局。

三、就附表一與附表二內各項物質而言，應並適用下開之附加規定：

（一）在自由港、區，各締約國應施行與其領土其他部分相同之監督及管制，惟仍得採取更嚴格之措施。

（二）將貨品運交郵政信箱或運交銀行存入非輸出准許證所指明收貨人帳戶之輸出，概應禁止。

（三）對交運之附表一內貨物禁止向保稅倉庫輸出。對交運之附表二內物質亦禁止向保稅倉庫輸出，但申請輸出准許證之人或

機構所呈繳之輸入證經輸入國政府註明准為寄存保稅倉庫而輸入者，不在此限。遇此情形輸出准許證應證明該項貨品係為此目的

輸出。每次自保稅倉庫提貨均須憑該倉庫之管轄當局所發之許可證，且所提貨品之運往外國者，應作為另一次本公約所稱之輸出處

理。

（四）運出或運入一締約國領土之貨品未檢附輸出准許證者，應由主管當局扣留之。

（五）一締約國對於通過其國境運往另一國家之任何物質，不論在過境時已從其裝運工具移出與否，除非向該締約國主管當局

繳驗所運貨品之輸出准許證副本，應一律不准放行。

（六）准許精神藥物貨品過境之任何國家或區域，其主管當局應照章採取一切適當措施，防止此項貨品運往其隨附之輸出准許

證副本所列目的地以外地點，但其轉運業經過境國家或過境區域之政府核准者，不在此限，過境國家或過境區域之政府對於任何轉

運請求概應視同自該過境國家或該過境區域向新目的地國家或區域之輸出處理之。該項轉運如經核准，本條第一項（五）款之規定

即應在過境國家或過境區域與貨品原輸出國家或區域之間同樣適用。

（七）交運之各項物質，在運輸途中或寄存保稅倉庫期間，概不得以任何方法改變性質。其包裝非經主管當局許可亦不得有所改

動。

（八）有關貨品由未在過境國家或過境區域降落之航空器運輸者不適用本項（五）至（七）各款關於此等物質在一締約國領土過

境之規定。如該航空器在任何此等國家或區域降落時，則各該款規定之適用應視情況需要酌定之。

（九）本項規定不礙及任何國際協定限制任何締約國對此等過境物質所得施行管制之規定。

第十三條 

禁止及限制輸出與輸入

一、一締約國得經由秘書長通知所有其他締約國禁止其通知中所開之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四內一種或多種物質向其本國或其

區域之一輸入。任何此種通知，概應開示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四所列之有關物質名稱。

二、一締約國於接獲依第一項規定所作之禁止通知後，應採取措施，確保該項通知所開物質不向發出通知之締約國或其區域輸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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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雖有上開各項規定，一締約國於業已依照第一項規定發出通知後，仍得每次分別核發特別輸入執照，准許輸入特定數量之有

關物質或含有此等物質之製劑。輸入國發照機關應將載明輸出人與輸入人名號與地址之特別輸入執照副本一式兩份檢送輸出國家

或輸出區域之主管當局，然後該主管當局方得准許輸出人啟運貨品。所運貨品應附有經輸出國家或輸出區域主管當局照章加簽之特

別輸入執照副本一份。

第十四條 

關於行駛國際間船舶、航空器或其他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上急救箱內攜帶精神藥物之特別規定

一、凡船舶、航空器或其他各種國際公共交通工具如國際鐵路火車或長途汽車等，在國際間攜帶航程中救護或緊急情況所需有

限數量之附表二、附表三或附表四內物質，應不視為本公約所指輸出、輸入或過境。

二、有關登記國應採取適當防備辦法，以杜絕第一項所稱物質之不當使用或流於非法用途。委員會應洽商主管國際組織，提出此

種防備辦法之建議。

三、船舶、航空器或其他各種國際公共交通工具如國際鐵路火車或長途汽車等依第一項規定所攜帶之物質應受其登記國法律、

規章、許可證及執照之管制，惟此不礙及主管地方當局在此等交通工具上實行查核、檢查及其他管制措施之任何權利。此等物質為

急救而施用應不得視為違反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十五條

 檢查

各締約國應對精神藥物之製造人、輸出人與輸入人及批發人與零售分配人以及使用此種物質之醫學與科學院所保有一種檢查

制度，並應對有關房地、儲存品及記錄規定辦法作其認為必要之經常檢查。

第十六條 

締約國提供之報告書

一、各締約國應向秘書長提具委員會得為執行職務所請提供之必要情報資料，並尤應提具關於本公約在其領土內實施情形之常

年報告書，包括載入下列情報資料：

（一）其有關精神藥物各項法律與規章之重要修改，及

（二）其有關精神藥物在其領土內濫用與非法產銷之重大發展。

二、各締約國並應將第七條（六）款、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第三項所指各政府當局之名稱與地址通知秘書長。此等情報資料應由

秘書長供所有締約國運用。

三、各締約國應就精神藥物之任何非法產銷或此種非法產銷之緝獲案件，因：

（一）其所揭露之新趨向，

（二）其所涉及之數量，

（三）其對此種物質取得來源所顯示之線索，或因

（四）非法產銷人所使用之方法，而認為情節重大者，事後向秘書長儘速提具報告。此項報告之副本應依第二十一條（二）款之

規定分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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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締約國應依管制局擬定之格式向管制局提具常年統計報告，內列：

（一）就附表一與附表二內每項物質而言，關於製造、向每一國家或區域輸出及從其輸入之數量，以及製造人所存之儲存量，

（二）就附表三與附表四內每項物質而言，關於製造之數量，以及輸出與輸入之總量。

（三）就附表二與附表三內每項物質而言，關於用以製造豁免管制製劑之數量，及

（四）就附表一以外物質之每項物質而言，依第四條（二）款規定所應列入之工業目的使用數量。

又，本項（一）款及（二）款所開之製造數量不包括製劑之製造數量。

五、締約國如經管制局請求，應即循請在未來期間，將有關附表三與附表四內任一物質向每一國家或區域輸出及從其輸入之補

充統計資料供與管制局，該締約國得請管制局將該局所作提供資料之請求以及依本項規定所提供之資料均作為保密事項處理之。

六、各締約國應依委員會或管制局所請求之方式與期限提供本條第一項與第四項所指之資料。

第十七條 

委員會之職責

一、委員會得審議一切有關本公約目標及其各項規定實施之事項並提具有關建議。

二、委員會依本公約第二條與第三條之規定有所決議概應以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之多數為之。

第十八條 

管制局報告書

一、管制局應擬具關於其工作之常年報告書，內載其所具統計資料之分析，並於有政府提出或依請求提出任何說明時，斟酌適當

情形，將其內容連同管制局所欲提出之任何意見與建議一併載列。管制局得提具其認屬必要之此種增列報告書。此等報告書應經由

委員會提交理事會，委員會得提出其認為適當之意見。

二、管制局報告書應分送各締約國並嗣後由秘書長發表。各締約國應准予無限制分發。

第十九條 

確保執行本公約規定之管制局措施

一、

（一）管制局於審查各國政府依本公約規定向該局提出之情報資料或聯合國各機關所送達關於此等規定範圍內所發生問題之情

報資料後，如有理由認為某一國家或區域未曾施行本公約之規定，致本公約宗旨大受妨礙時，該局有權請該國家或區域之政府提出

解釋。管制局除有權提請締約國、理事會及委員會注意本項（三）款所稱情事外，該局對於其依本款向政府索取情報資料或解釋之請

求，應守秘密。

（二）管制局在依本項（一）款採取行動後，如認為確有必要時，得促請關係政府採取在實際情況下為執行本公約規定所認為必

要之救濟辦法。

（三）如管制局斷定關係政府雖經依本項（一）款請其解釋而未曾提出使其滿意之解釋，或雖經依本項（二）款請其採取救濟辦

法而未曾照辦時，則該局得將此情事提請締約國、理事會及委員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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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局於依照本條第一項（三）款提請締約國、理事會及委員會注意某一情事時，如認為此舉確係必要，得建議締約國停止

自關係國家或區域輸入某種精神藥物或停止向該國或區域輸出該種物質，或兩者均予停止，停止期限或予明定，或至管制局對該國

或該區域內之情況認為滿意時為止。關係國家得將此事提出於理事會。

三、管制局應有權就其依本條規定所處理之任何情事發表報告書，送致理事會，由理事會轉致所有各締約國。如管制局在此報告

書中公佈其依本條所為之決議或有關該項決議之任何情報，則遇關係政府請求時，並應在報告書中將該政府之意見公佈。

四、管制局依本條所公佈之決議倘係未經一致同意，則少數方面之意見應予述明。

五、任何國家對管制局會議依本條所議之問題直接關心者，應被邀派代表列席該會議。

六、管制局依本條所作決議應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為之。

七、管制局如有理由認為因某一國家依第二條第七項規定採取決定之結果致本公約宗旨大受妨害時，上文各項規定亦應適用

之。

第二十條 

防止濫用精神藥物之措施

一、各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止精神藥物濫用，並對關係人早作鑑別、治療、教育、善後護理、復健並使之重新與社會

融為一體。各締約國並應協力達此目的。

二、在使精神藥物濫用者獲得治療、善後護理、復健及重新與社會融為一體方面，各締約國應儘可能促進有關工作人員之訓練。

三、各締約國應協助因工作需要了解精神藥物之濫用及其防止問題者獲此瞭解，並應於此種物質濫用情況有蔓延危險時，促進

一般民眾之此種了解。

第二十一條 

取締非法產銷之行動

在適當顧及其本國憲法、法律及行政制度之情形下，各締約國應：

（一）就防止及查禁非法產銷之行動，在全國之範圍內設法協調，締約國為此目的得指定一主管機關負責此項協調以利事功；

（二）相互協助共同取締精神藥物之非法產銷，且尤應就查悉非法產銷或緝獲案件，立即向其他各直接關係締約國經由外交途

徑遞送依第十六條規定送致秘書長之任何報告書副本；

（三）相互密切合作並與其所參加之主管國際組織密切合作，以經常協力取締非法產銷；

（四）確保各主管機關間之國際合作以迅捷方式進行；並

（五）確保為司法案件在國際間遞送法律文書時，其遞送應以迅捷方式向締約國指定之機關為之；此項規定應不損及一締約國

要求將法律文書循外交途徑遞送該國之權利。

第二十二條 

罰則

一、

（一）以不違背締約國本國憲法上之限制為限，每一締約國對於違反為履行本公約義務所訂法律或規章之任何行為，其係出於故

意者，悉應作為可科處刑罰之犯罪行為處分之，並應確保其罪行情節重大者受充分刑罰，尤其受徒刑或其他剝奪自由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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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雖有前項規定，於精神藥物之濫用者犯有上開罪行時，締約國仍得自訂規定，使其依第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獲得治療、教

育、善後護理、復健並重新與社會融為一體，此可作為判罪或科處刑罰之替代措施，亦可作為科處刑罰之附加措施。

二、以不違背締約國憲法上限制、法律制度及本國國內法為限。

（一）

1. 倘一系列構成本條第一項所開罪行之各項關連行為係在若干不同國家境內實施時，應依其每項行為分別論罪，

2. 對任何此等犯罪行為故意參與、共謀實施、實施未遂及從事與本條所指各項犯罪行為有關之預備行為及財務活動皆屬依第一

項規定應罰之罪，

3. 此等犯罪行為在外國判定有案者應予計及，以確定是否累犯，

4. 本國人或外國人犯有上述罪行之情節重大者，應由犯罪地締約國訴究之，如罪犯係在另一締約國領土內發覺，雖經向該國請

求引渡、而依該國法律不能引渡、且該罪犯尚未受訴究與判決者，應由該所在地締約國訴究之。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一）款（2）目所稱各項犯罪行為宜列為各締約國間已訂或今後可能訂立之引渡條約內開應予引渡之罪，

在不以條約之存在或互惠為引渡條件之締約國間亦宜承認為應予引渡之罪，但引渡之許可應依受請求之締約國法律為之，又遇主管

當局認為罪行未臻嚴重時，該締約國有權拒絕實行逮捕或引渡。

三、凡擬用於實施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犯罪行為之任何精神藥物或其他物質及器具悉應緝獲並沒收之。

四、本條之規定以不違背關係締約國國內法關於管轄問題之規定為限。

五、本條所指各項犯罪行為應依締約國國內法認定，訴究與處罰之原則不受本條之影響。

第二十三條 

採取較本公約規定更為嚴格之管制措施

一締約國如認為宜採取或必須採取較本公約規定更為嚴格或嚴厲之措施以保障公共衛生與福利時，得採取此等措施。

第二十四條 

國際管制機關之經費

委員會與管制局各為執行本公約所賦職責之經費應由聯合國依大會議定之方式負擔之。非聯合國會員國之締約國對於此項經

費，應按大會隨時與各該國政府商洽後所攤派之公平數額分擔之。

第二十五條 

締約資格、簽署、批准及加入之程序

一、聯合國會員國、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專門機關或國際原子能總署會員國或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以及經理事會邀請之任何其他

國家，得藉下列方式成為本公約締約國：

（一）簽署公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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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簽署後須經批准時批准公約。

（三）加入公約。

二、本公約於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前聽由簽署，爾後聽由加入。

三、批准書或加入書應存放於秘書長處。

第二十六條 

生效條款

一、本公約應自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開國家中四十國業已作不附有關批准保留之簽署、或已存放批准書或加入書後之第九十日

起生效。

二、對於其他任何國家之不附有關批准保留而簽署者、或在前項所述國家中最遲簽署或作存放以後，始存放批准書或加入書者，

本公約之生效應在該國簽署或作存放後之第九十日。

第二十七條 

適用領土

本公約之適用，應及於任何締約國所負責代管國際關係之一切非本部領土，惟依該締約國或關係領土之憲法或習慣須事先徵得

該領土之同意者除外。該關係締約國於此除外情形，應儘可能在最短期間，設法徵取該領土之同意，並於徵得同意後通知秘書長，其

通知內開之領土應即自秘書長接獲通知之日起適用本公約。至另對不須事先徵得同意之非本部領土，則關係締約國應在簽署、批准

或加入之時，即聲明該領土適用本公約。

第二十八條 

為本公約而設定之區域

一、任何締約國得通知秘書長，為本公約所作之設定，將其領土劃為兩個以上之區域，或將其兩個以上之區域合併為一個區域。

二、兩個以上之締約國得通知秘書長，由於其彼此間成立關稅聯盟之結果，為本公約所作之設定該等締約國合為一個區域。

三、凡依上文第一項或第二項所為之通知，均應於通知後之次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第二十九條 

退約條款

一、本公約生效之日起滿兩年後，任何締約國皆得為本身或代表由其負國際責任而業已撤回依第二十七條所表示同意之領土向

秘書長交存文書，宣告退約。

二、退約書經秘書長於任何一年之七月一日以前收到者應於次年一月一日起生效。退約書於七月一日之後收到者，其生效日期與

次年七月一日以前收到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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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因依第一及第二項退約之結果，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規定本公約發生效力之條件不復存在時，本公約應告廢止。

第三十條 

修正條款

一、任何締約國均得對本公約提出修正案。此項修正案及理由書應送交秘書長轉致各締約國及理事會。理事會得決定採取下列

程序之一：

（一）依聯合國憲章第六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召集會議審議所提議之修正案，或

（二）查詢各締約國是否接受所提議之修正案，並請其向理事會提出關於此項提議之意見。

二、依本條第一項（二）款所分發之修正案於分發之後十八個月內未受任何締約國反對者，應隨即發生效力。惟所提議之修正案

如遭任何締約國反對，理事會得參酌締約國所提具之意見，決定應否召集會議審議此項修正案。

第三十一條 

有關爭端

一、兩締約國或兩個以上之締約國間，如對本公約之解釋或適用發生爭端時，應彼此會商，俾以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

區域機關的利用、司法程序或該締約國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

二、依照此種爭端倘不能依照上開之方式解決爭端兩方中之任何一國作此請求時，應提交國際法院裁決。

第三十二條 

保留條款

一、除本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所規定者外，不得提出任何保留。

二、任何國家得於簽署、批准或加入時對本公約下列各項規定提出保留：

（一）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二）第二十七條及

（三）第三十一條。

三、凡願為締約國但欲獲准另提本條第二項及第四項所定保留以外之其他保留者，得將此種意向通知秘書長。除非在秘書長就

此項保留發出通知之日起滿十二個月時，有業已不附批准保留而簽署公約、已批准或加入本公約之國家中三分之一對此項保留提出

異議，則該項保留應視為已獲准許。惟並須瞭解者，即曾對該項保留提出異議之國家毋需對提出該項保留之國家承擔任何因該項保

留而涉及之本公約所定法律義務。

四、凡境內有野生植物之國家，其該植物含有附表一所列精神藥物、且在傳統上為某種明白確定之小團體用於神道宗教儀式者，

得在簽署、批准或加入時，對本公約第七條各項規定提出有關此等植物之保留，惟各項有關國際貿易之規定不在保留之列。

五、提出保留之國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秘書長撤回其所提保留之全部或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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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通知條款

秘書長應將下列事項通知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之一切國家：

（一）依第二十五條所為之簽署、批准及加入，

（二）依第二十六條本公約生效之日期，

（三）依第二十九條宣告之退約，及

（四）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二條所為之聲明及通知。

為此，下列代表各秉本國政府正式授與之權，謹簽字於本公約，以昭信守。

公曆一千九百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訂於維也納，正本一份，其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各文本同一作準，應存放於聯

合國秘書長處，其正式副本由秘書長分送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開其他國家。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7/2018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tornar público, nos termos da 
alínea 1) do artigo 5.º e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Publicação e formulário dos diplomas), por ordem do Governo 
Popular Central, que a Convenção sobre os Aspectos Civis do 
Rapto Internacional de Crianças, feita na Haia, em 25 de 
Outubro de 1980 (Convenção), em conformidade com o seu 
artigo 38.º, entrou em vigor entre 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 a República 
da Bulgária em 1 de Agosto de 2005.

A Convenção encontra-se publicada, através do Decreto do 
Governo n.º 33/83, no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n.º 13, I Série, 
de 29 de Março de 1999.

Promulgado em 2 de Maio de 2018.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8/2018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a alínea 1) 
do artigo 5.º e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Publicação 
e formulário dos diplomas), por ordem do Governo Popular 
Central, a Resolução n.º 2402 (2018), adoptada pelo Conselho 
de Segurança das Nações Unidas em 26 de Fevereiro de 2018, 
relativa à situação no Médio Oriente, nos seus textos autênticos 
em línguas chinesa e inglesa.

Promulgado em 4 de Maio de 2018.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第 27/2018號行政長官公告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3/1999號法律《法規的公佈與格式》第五條（一）項和第六條

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根據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五日訂於海牙

的《國際性誘拐兒童民事方面的公約》（“公約”）第三十八條的

規定，公約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和保加利亞共和國之間生效。

公約已透過第33/83號政府命令公佈於一九九九年三月

二十九日第十三期《澳門政府公報》第一組。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發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第 28/2018號行政長官公告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行政長官根據第3/1999號法律

《法規的公佈與格式》第五條（一）項和第六條第一款的規定，

命令公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通過的關

於中東局勢的第2402（2018）號決議的中文及英文正式文本。

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發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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