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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4 年，行政委員會共召開會議 47 次，根據本身權限進行工作。現依據

«澳門基金會章程»第 14 條第一款（九）項之規定，向信託委員會提交 2004 年度

活動報告，請信託委員會予以審議。 

 

 本報告是在綜合了 2004 年各個季度報告的內容而撰寫的,各個季度報告均

已當時呈送信託委員會成員審閱。因此，本報告只是對 2004 年全年活動的綜合

性總結。 

 

一．工作簡述 

 

1. 資助申請暨跟進處 

 

● 資助申請以及批給 

 

基金會行使章程以及相關法律賦予之權限，在 2004 年共審議資助申請 640 宗，

其中 442 宗獲得批准。批給的總金額為澳門幣 95,147,664 元，比 2003 年的批給

總金額（澳門幣 82,148,131.80 元）增加了 15,71%。以下是 2004 年以及 2003

年獲批准之資助的對比統計情況： 

 

2004 年 批出金額 (澳門幣)  2003 年 批出金額 (澳門幣)  增長比率 
第一季度 10,914,222.50 第一季度 26,120,950.00 -158.21%
第二季度 15,502,721.50 第二季度 9,136,000.00  69.68%
第三季度* 55,424,250.00 第三季度 27,670,000.00 100.30%
第四季度* 13,306,470.00 第四季度 18,048,780.80 -26.27%

總計   95,147,664.00 82,148,131.80 15.71%
（注：* 2004 年第三季度的批給中包括了五周年慶祝活動共 42 宗，金額總計澳門幣 19,219,250

元；2004 年第四季度的批給中包括了五周年慶祝活動共 31 宗，金額總計澳門幣 1,442,000 元。） 

 
2004 年基金會批出的資助金額有所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基金會在 2004 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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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年根據信託委員會關於舉辦慶祝澳門特別行政區成立五周年活動的決議，由信

託委員會、行政委員會或相關的工作小組對部分的本地社團和機構慶祝五周年活

動的資助申請批出了資助（總計 73 宗，共澳門幣 20,661,250 元）。而另一方面，

2004 年第一季度資助批准金額與去年同期相比有所減少的主要原因，則是由於

該季度信託委員會沒有舉行會議，而信託委員會在 2003 年第一季度則舉行了一

次會議並根據行政委員會的建議批准了總計澳門幣 1650 萬元之資助。 

 

● 資助比重 
 
2004年基金會所批準的資助在各個領域所占的比重及其與2003年相關資料的比

較如下: 

 

按基金會宗旨分類之資助比重比較表 

年份 文化 社會 經濟 教育 科學 學術 推廣澳門 慈善 五周年活動 合計 

2003  12.75% 22.09% 6.59%  36.01% 4.05% 10.33% 7.96% 0.22%     0 100%

2004  19,25% 16,45% 4,71% 19,44% 0,41% 7,94% 9,81% 0,25% 21,74% 100%

 

 

 

● 資助之支付 
 

截至 2004 年 12 月 31 日，行政委員會在 2004 年共支付資助款澳門幣

89,203,193.32 元，這些資助均按法律規定，按季度刊登在政府公報上，詳細數

字如下： 

- 根據信託委員會通過的基金會 2004 年活動計劃而進行之支付，總計

澳門幣 4,141,944 元;  

- 根據信託委員會在 2004 年作出之批准而進行之支付，總計澳門幣

37,600,000.00 元;  

- 根據信託委員會在 2004 年以前作出之批准而進行之支付，總計澳門

幣 3,000,000.00 元; 

- 根據行政委員會在 2004 年作出之批准而進行之支付，總計澳門幣

23,542,595.92 元;  

- 根據行政委員會在 2004 年以前作出之批准而進行之支付，總計澳門

幣 1,778,003.40 元;  

- 爲履行前發合基金會與前澳門基金會之承諾而作出之支付，總計澳

門幣 1,437,000.00 元; 

- 根據信託委員會批出之支持本地社團、機構舉辦慶祝特區成立五周

年活動而進行的支付，總計澳門幣 10,104,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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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行政委員會批出之支持本地社團、機構舉辦慶祝特區成立五周

年活動而進行的支付，總計澳門幣 1,794,250.00 元； 

- 根據五周年工作小組批出之支持本地社團、機構舉辦慶祝特區成立

五周年活動而進行的支付，總計澳門幣 5,805,000.00 元。 

 

另一方面，有 9家社團或個人因沒有用罄獲批准的金額，向基金會退回了資助餘

款，總計澳門幣 450,191.74 元。 

 

● 資助的跟進 

 

2004 年，行政委員會通過資助申請暨跟進部,繼續加強資助審批前的分析工作和

對資助使用報告的分析。 此外，行政委員會根據三年多來基金會資助審批的實

際情況，於 2004 年 11 月對《澳門基金會資助審批內部條例》（試行版）進行了

修訂並在 12 月獲監督實體批准執行。 

 

● 捐助 

 

2004 年基金會共向外界提供了兩項捐助，一是為了改善祖國西部地區的教學環

境及向該地區提供基本教學設施，長遠達至提升西部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最終目

的，基金會向祖國西部教育資助計劃（第二期）提供了澳門幣 200 萬元的無償捐

助並已經向新疆自治區教育廳支付；另外一項是基金會向東帝汶聖若瑟基金會重

建學校計劃提供了澳門幣 200 萬元的捐助，這一捐助將在 2005 年支付。 

 

 
● 對外交流 

 

基金會借助第五屆亞太地區科技中心網絡會議於 12 月初在香港舉行之機，於 12

月 6 日在澳門接待了與會的訪澳代表，與亞太地區的科學館同仁建立了友誼。 

 

 

 

2．研究所 

 

● 學術研究與學術研討 

 

2004 年行政委員會在學術研究方面領域展開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澳門社會研究領

域，列表如下（共三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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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   課題名稱 合作機構 進展情況 

環保 「內地環保產業投資政策與優先領

域指南」 

國家環保總局 已於 2004 年發表成果 

社會 “發展和提升社會科學的路徑、方法

和制度安排:以澳門為個案的經驗概

括和理論創新＂ 

中國人民大學歐洲

問題研究中心 

正在進行中。 

社會 “澳門國際競爭力綜合指標體系＂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

中心 

初稿已基本擬定，本會正跟

進進一步的修改和定稿工

作。 

 

2004 年，基金會和其他機構共同舉辦了 5個學術研討會，包括： 

     名稱     合作機構             簡介 

“21 世紀的公共管

理：機遇與挑戰＂學術

研討會 

本會、行政暨公職局、

澳門大學、廣州中山大

學行政管理研究中心

研討會於 2004 年 1 月 9-11 日舉行於澳門舉行。行

政法務司陳麗敏司長在開幕式上發表了講話，特區

政府各部門領導，社會各界人士近 200 人出席了開

幕式，來自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 70 位相關範疇的

學者參加了研討，會議取得了預期的成果。 

滬澳學術論壇 基金會與上海社會科

學院合作舉辦 

2004 年第四季度，基金會在上海與上海社會科學

院合作舉辦了“滬澳學術論壇＂，圍繞“城市文化

形象＂進行了探討。 

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

世界論壇 

基金會在澳門與澳門

大學、文化局、中華炎

黃文化研究會合辦 

11 月， 基金會在澳門與澳門大學、文化局、中華

炎黃文化研究會合辦了《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

論壇》第三次會議，行政長官何厚鏵、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出席了開幕式，來自國內外近

百名學者就“中西會通與文化創新＂各抒己見，在

學界形成了一定的影響。 

“學術本地土化與地

方性知識＂學術座談

會 

本會與澳門歐洲研究

學會主辦 

座談會於 5 月 16 日在教科文中心舉行，吉林大學

法哲學研究所所長鄧正來教授應邀作主講嘉賓，與

出席會議的近 50 名專家、學者和文化愛好者共同

探討學術本土化問題，會議在本地學術界引起了較

大的迴響。 

澳門研究系列座談會 本會與澳門大學澳門

研究中心合辦 

於 8月 28日和 9月 24日分別舉行了“9+2與澳門

的發展定位＂和“55 年與 5 年＂兩個座談會。會

議邀請相關學者就澳門社會、經濟等各個領域的一

些問題進行了探討，並在《澳門研究》上發表。

 

此外，在 2004 年，本會還派員參加了 7 月舉行的澳門理工學院的“世界漢語教

育史國際研討會＂、 澳門發展策略研究中心舉辦的“齊為澳門動腦筋＂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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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8 月科技大學舉辦的“蓮繫四方 2004＂研討會、在崗頂舉行的由余秋雨先生

主持的文化座談會，以及由澳門工會聯合總會主辦的“澳門人力資源的開發和善

用＂研討會和由香港嶺南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主辦的“香港地方誌座談

會＂等。  

 

● 泛珠三角社科界合作 

 

根據行政長官 2004 年 9 月 22 日的批示，基金會代表澳門社科界參與泛珠三角社

科界的各項合作。 2004 年，基金會派代表出席了下列活動： 

 

     名稱             簡介 

“第二次泛珠三角社科聯負責人聯席

會議＂ 

10 月在福州舉行，會上泛珠三角 9+2 省區的社科界負

責人就“泛珠三角＂社科界的合作廣泛交換了意見，

就未來工作的展開達成了多項具體的共識，推動了泛

珠三角社科界的友誼與合作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前沿論壇＂ 12 月在廣東省社科院舉行的，會議就如何進一步推進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發展各抒己見，並展開了熱烈的

討論。 

“泛珠三角出版論壇＂ 12 月舉辦的，論壇由廣東省新聞出版局承辦，旨在

“合作發展、共創未來＂，致力探討泛珠三角出版合

作與發展的意義、宗旨和原則，以達成合作意向，共

謀發展思路。 

 

● 出版活動 

 

在出版方面，2004 年基金會共出版 14 本新書，主要是《澳門 2004》、《澳門研究》、

《歐亞管理雜誌》等研究性書籍、“澳門情懷＂系列書籍以及根據基金會與廣東

人民出版社簽署的合作協議而進行的《澳門叢書》系列書籍中的一些學術性書

籍。另，《澳門百科全書》的修訂再版工作，現階段已基本收集所有修訂的詞條，

並對詞條進行總體的編審及合隴工作。《嶺南文化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也在進

行之中，該書由廣東、廣西、海南、香港及澳門五個省區有關單位編寫，本會負

責統籌澳門區的分編工作，現正進行有關詞條的修訂工作。 

 

● 文藝比賽 

 

爲了配合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週年，本會在 2004 年舉辦了兩個文藝比賽： 

 

     名稱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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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澳門＂華文散文大賽 基金會與百花文藝出版社合辦，於 2004 年 1

月至 9 月舉行，凡此期間於海內外各種華文

報刊刊發的抒寫澳門題材的散文均可參賽，

以宣傳和推廣澳門回歸以來的新景象。 

澳門＂華文同題詩大賽 基金會與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合辦“，在

2004 年 2 月至 10 月舉行，凡符合“澳門＂主

題的華文詩均可參賽，活動以期通過文學家

的創作和思考，展現澳門獨特的歷史人文風

貎和回歸後的新氣象。 

 

為加強大賽的宣傳效果和影響力，活動的主辦單位於 3 月 21 日國際詩歌日在北

京舉行了新聞發佈會，主辦單位的代表，港澳辦、駐京辦代表，詩人，作家和近

20 家新聞單位的記者近 100 人出席了發佈會，包括中央電視台和澳門日報等多

個媒體報導了活動的消息。兩項大賽於 9 月截稿，共收稿一萬多件，水準較高，

經嚴格評審出 41 件獲獎作品。大賽頒獎禮和“我心中的澳門＂文學座談會在 12

月 6 日假教科文中心隆重舉行。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本澳的報章也報導了

活動的消息。 

 

 

3．教科文中心 

 

● 發放獎學金 

 

行政委員會在 2004 年第四季度繼續向就讀研究生課程的澳門學生、來本澳就讀

高等課程的中國內地學生以及外國學生發放獎學金，同時對他們的學習情況予以

跟進。截至 12 月 31 日，上述獎學金學生總計 131 人，其構成如下: 

  6 

學生類別 獎學金種類 人數 

本地學生 研究生獎學金* 39 

碩士獎學金* 22 

      學士獎學金 27 內地學生 

     北外學生 23 

佛得角        5 

幾內亞比紹    4 

莫桑比克      1 

聖普          2 

帝汶          3 

                           

                                    

外
地
學
生 

外國學生 學士獎學金 

安哥拉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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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獎學金 莫桑比克      1 

幾內亞比紹    1 

2 

            總計 131 

* 這些學生是在將有關向就讀高等課程的學生提供獎學金事宜轉交與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負責

之前，由基金會錄取的學生人數；在這些學生完成有關課程後，基金會將不再繼續這類的獎學

金而改由高教辦負責。 

 

截至 2004 年 12 月 31 日，非洲葡語國家的獎學金空缺名額如下： 

 

國家 尚餘名額 

由 2004 年 10 月起 

佛得角 0 

幾內亞比紹  5* 

莫桑比克 3 

聖多美和普林西比 3 

帝汶 2 

安哥拉 1 

 

*根據基金會與 2004 年 6 月到訪的幾內亞比紹共和國外交部代表團達成的協議，基金會將自

2004/2005 學年起逐步增加幾內亞比紹獎學金學生的名額至 10 名。 

 

此外，基金會還在 2004 年第四季度根據有關學校的推薦，向澳門大學、澳門理

工學院、澳門旅遊學院以及澳門亞洲公開大學共 14 位應屆畢業生發放了優異畢

業生獎。 

 

● 對外交流 

 

在對外交流方面，行政委員會十分重視教科文中心的作用以及與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合作。2004 年第三季度，基金會組織澳門兒童藝術代表團，代表澳門參加

了 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在南韓水原市舉行的「第三屆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兒

童藝術節」。為了籌備 2005 年 7 月在澳門舉辦的「第四屆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

兒童藝術節」、「第六屆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地區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會議」以及

東亞五國文化部長會議，在社會文化司司長的協調下，基金會自 2004 年第四季

度起已經開始會同文化局和教青局著手進行有關的籌備工作。 

 

此外，基金會還派代表與澳門中華學生聯合總會和澳門中華新青年協會代表一

起，參加了在西班牙舉行的第三屆世界青年節；組織本地代表參加了在中國蘇州

舉辦的《第二屆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地區聯繫學校網絡工作坊》（北京 2003

年）之跟進會議；並應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請求，在教青局的協助下，完成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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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優秀婦女人才庫〞的提名工作。另外，由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進行的“2004 教

育問卷調查＂系列問卷也在 2004 年完成，該問卷是由澳門特別行政區教育暨青

年局及澳門特別行政區高等教育辦公室填寫,由基金會教科文中心匯總跟進的。  

 

● 舉辦文化活動 

 

2004 年，基金會透過其教科文中心，主辦或和其他機構聯合舉辦了下述 9 項文

化活動： 

           名稱    主辦機構      舉行時間

港澳臺三地書畫藝術作品邀請展 澳門基金會及港澳臺中華文化藝

術協會 

01/08—15/08

李汝匡教授—心醉黃山筆興濃畫展 澳門基金會 23/10—04/11

蔣山青水墨國畫作品展 澳門基金會 18/12—28/12

孫敏、張偉生二人書法展 澳門基金會、澳門世界美術文化

交流協會 

29/12—07/01/05

“第七屆澳門書市嘉年華＂  澳門基金會、一書齋 02/07-31/07

劉原山水畫展 澳門基金會 26/11

春在濠江—劉春草書畫展 澳門基金會 06/02—15/02

中國當代青年書畫家藝術作品展 澳門基金會 12/12—16/12

馬駿山水畫作品展 澳門基金會 26/12—31/12

 

2004 年，行政委員會繼續利用自己管理的教科文中心以及千禧畫廊，支持社會

團體舉辦各類文化活動，多個機構或者社團組織在教科文中心以及千禧畫廊舉辦

各類展覽、講座等各類活動共計 153 次，並向部分機構提供了橫額資助，使基金

會管理下的設施充分發揮了效益。同時，教科文中心圖書館的使用人數也保持穩

定。此外，本會及澳門日報還組織了第 22 屆優異生旅行團活動，組織澳門的中

學生於暑期期間前往內地參觀訪問，藉著此項活動讓澳門學生擴闊視野，瞭解祖

國，與祖國學生交流。 

 

根據教科文中心向 2004 年使用基金會多功能廳、展覽廳及千禧展覽館的社團進

行的一份調查顯示，使用者對基金會工作人員的工作態度、工作效率都比較滿

意，達到“滿意＂或“非常滿意＂的回應為 92,7%。 

 
 

4 ．其他活動 

 

● 機構合作和對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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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澳門歐洲研究學會、澳門電腦與系統工程研究所以及澳門發展暨質量研究所

的創會成員，基金會在 2004 年第一季度參加了上述機構的會員大會或監事會會

議，並與其他成員一起審議通過了上述機構 2003 年的活動和帳目報告以及 2004

年的活動計劃和預算。根據上述機構有關的會議決議，基金會目前擔任澳門歐洲

研究學會理事，而不再擔任會員大會主席；同時繼續擔任澳門電腦與系統工程研

究所會員大會主席和澳門發展暨質量研究所監事會主席。此外，基金會在第三季

度繼續履行澳門歐洲研究學會之股東責任，向該會提供了 2004 年的財政補貼，

總計澳門幣 100 萬元。 

 

根據中、葡、前澳門政府及聯合國大學 1992 年簽訂的協議，基金會在 2004 年第

四季度繼續負責爲聯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提供所址及其維修等後勤服

務。雙方合作的“網上數據庫計劃＂首年計劃於 2004 年 10 月 31 日已經結束。

網上數據庫研究成果主要來自 4個聯合國大學的研究和培訓中心。之後，行政委

員會批准了研究所提交的 2005 年計劃書：把網上數據庫擴展包含至 13 個聯合國

大學的研究和培訓中心的研究材料，當中包括其他聯合國機關和其他聯合國組

織。2005 年網上數據庫計劃的開支預算是澳門幣 339,500 元，雙方平均負擔，

即基金會需負擔澳門幣 169,750 元。 

 

此外，聯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提出之《電子政府軟件合作計劃》，經行

政法務司司長協調，現已經確定由基金會、公職局和聯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

究所三方共同實施。新計劃為期兩年（由 2004 年 8 月至 2006 年 7 月）。該計劃

已經在 7月 30 日正式啟動。 

 

根據本會信託委員會 2004 年 4月 7日第 2004/01 次會議及行政委員會 2004 年 7

月 19 日第 27/04 次會議決定，為培育雙語法律人才，本會與澳門大專基金會於

2004 年 9 月 8 日簽訂了“中學生赴葡培養計劃＂合作協議書，並獲得監督實體

批准。 

 

本會還與民航局及與機場管理有限公司在 2004 年第三季度亦簽訂了有關的合作

協議，目的為培訓本地的航空交通控制員。培訓學員總數為 6 名，分兩期培訓，

每期培訓 3名，整項培訓計劃至 2006 年年底前完成。 

 
作爲博鰲亞洲論壇的會員，基金會派代表分別參加了 4月 22 日至 26 日在海南舉

行的博鰲亞洲論壇會員大會及博鰲亞洲論壇 2004 年年會；吳榮恪主席還代表基

金會以博鰲亞洲教育論壇發起者會議的其中一個發起人的身份，出席了 8 月 22

日至 26 日在北京舉行的  “亞洲教育合作會議 2004＂ ；林金城委員則代表本

會出席了由博鰲亞洲論壇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合辦的“博鰲亞洲論壇—2004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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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物流大會＂。 

 

 

5. 內部行政及財務管理 

 

在行政方面，2004 年行政委員會進一步完善內部行政的電子化工作，包括對現

有資訊系統添置了安全設備和新的伺服器，以配合本會未來的辦公室電子化工

作。在培訓方面，2004 年基金會員工就讀培訓課程或培訓講座的人數共計有 70

人次。截至 2004 年 12 月 31 日，基金會除行政委員會成員外共有員工 42 人。 

 

在財務管理上，基金會財政部門連續第三年通過了 ISO 的認證考核。 

 
經過三年的運作，行政委員會根據《澳門基金會章程》賦予的權限、基金會自身

的特點以及實際運作情況，在 2004 年 11 月 3 日第 40/2004 次會議通過了《澳門

基金會行政組織及運作內部規章》，並已獲得行政長官閣下審閱同意。根據該《規

章》，行政委員會按照基金會本身的特點，對各個職能部門的設置、人員的錄用、 

解約、權利和義務、福利待遇、薪酬、級別等進行了規範。 

 

此外，行政委員會在 2004 年第四季度亦草擬完成了《澳門基金會人員離職補償

福利基金章程》草案，並在咨詢所有員工意見後，由 2004 年 11月 24日第 43/2004

次行政委員會會議及 2004 年 12 月 27 日第 47/2004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已呈交監

督實體審閱，現正候批准。 

 

6. 累積資金投資 

 
截至 2004 年 12 月 31 日，基金會的淨資產總額達到澳門幣 2,919,362,182.50

元，其中累積資金為澳門幣 2,663,020,666.68 元，累積盈餘為澳門幣

141,148,155.49 元。 

 
 

 

二．總結 

 

總結行政委員會 2004 年的工作，我們認為應該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面對累積資金顯著增長的情況，行政委員會採取了措施，按照信託委員會

之指引，將大部分累積資金作結構性或中長期定期存款，以增加利息收入，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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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比較高而且穩定的收入，對增加資助的預算有所幫助。2004 年所批出的資

助無論在數量和金額上，均比 2003 年有所增長，而且具有較大的針對性，以配

合政府的施政方針。但在資助的跟進方面，有關的資助發放制度仍需完善。 

 

其次，學術研究和學術合作項目亦繼續向多渠道發展。 

 

第三，在內部行政財政方面，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進一步加強，財政管理比較穩

健，辦公室電子化的工作也有所加強。 

 

第四，在行政長官和信託委員會的指導下、在澳門各相關政府部門、民間社團、

廣大市民和內地有關機構的積極配合下，慶祝澳門特別行政區成立五周年的活動

圓滿結束。這次活動不僅反映了“一國兩制＂、“澳人治澳＂在澳門得到成功落

實， 也不僅將“愛國愛澳＂的思維向各個階層宣傳推廣，而且更可增強市民的

信心，使各個族群的市民，尤其是弱勢社群在“和諧共進—普天同慶＂的主題

下，共同分享了普天同慶的歡樂氣氛，促進了社會的和諧發展。當然，行政委員

會也意識到此次活動需要改善的地方仍有很多，行政委員會將對此認真總結，充

分分析市民的意見，尤其是批評意見，力爭在今後進一步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針，

促進與市民的相互聯繫和溝通。 

 

第五，基金會沒有滿足並停留於現在的工作範圍內，而是一直思考如何更合理和

正確地運用本身的資源，以達致最佳的社會效應。 在 2005 年，基金會將特別配

合行政長官提出的新施政理念，圍繞如何提高居民綜合生活質素這一課題工作。 

 

 

由於基金會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行政委員會懇請各位信託委員批評指正，對

行政委員會的工作提出指導。在將來的工作中，行政委員會更將隨時認真聽取各

方面的意見，取長補短，將自己的工作做得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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