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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基金會2003年度活動報告 

 

 

 在2003年，行政委員會共召開會議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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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度

活動報告，請信託委員會予以審議。 

 

 本報告是在綜合了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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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只基本總結了2003 年全年的結

果以及情況。 

 

一．工作簡述 

 

1. 資助申請暨跟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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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共審議資助申請512宗，

其中368宗獲得批准。以下是 2003年以及2002年獲批准之資助的對比統計情況：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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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7,045.00 第一季度 26,120,950.00 * 
第二季度 15,627,704.30 第二季度 9,136,000.00 
第三季度 25,477,500.00 第三季度 27,670,000.00 
第四季度 6,355,868.50 第四季度 18,048,780.80 

   總計 51,258,117.80 82,148,131.80 
（*）與第一季度報告中的數字相比，現在的數字（澳門幣26,120,950元）減少了澳門幣37,500元，這是

因為在司法警察局的請求下，於12月取消了第一季度已經批出的一項資助（《刑偵與法制》第四期）。 

 

 

● 資助比重 
 
2003年基金會所批準的資助在各個領域所占的比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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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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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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11.40% 8.54% 10.28%   50.82% 3.32% 5.52% 7.18% 2.94% 100% 

 

● 資助之支付 
 

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行政委員會在 2003 年共支付資助款澳門幣

80,472,07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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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據信託委員會及行政委員會在 2003 年作出之批准而進行之支

付，總計澳門幣75,762,173.60元; 

- 根據信託委員會及行政委員會在 2003 年前作出之批准而進行之支

付，總計澳門幣2,204,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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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000.00元; 

- 向澳門電貿股份有限公司提前支付的部分2004年EDI服務津貼，總
計澳門幣1,172,401元。  

 

另一方面，有6家社團或機構因沒有用罄獲批准的金額，故向基金會退回了資助

餘款。這些退回的款項總計澳門幣497,321.20元。 

 

● 資助的跟進 

 

2003 年，行政委員會通過資助申請暨跟進部經常對資助使用情況予以跟進。該

部門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加強對資助申請資料的審查，包括要求填寫資助申請表

格和提供相關的資訊，避免重複資助;另一方面是跟進資助使用情況，包括要求

提交活動報告和財務報告，並對這些報告進行整理。 

 

基金會在2003年第三季度推出了新的資助申請表格式樣，進一步對申請文件的

組成進行規范，並使資助申請者明確並確認了獲得資助以後的責任和義務。2003

年第四季度行政委員會根據相關的法律規定，對未按時提交活動報告以及財務報

告的受資助者發出了信函，要求它們履行有關的法律規定。在資助跟進過程中，

基金會在接獲身份証明局舉報一個社團組織涉嫌欺詐事宜後，及時知會了檢察院

有關對該會的資助申請以及審批過程，並提供有關函件副本，以便檢察院跟進上

述個案，目前有關事件正在處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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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部 

 

● 學術研究與學術研討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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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澳門

社會研究以及環保產業研究三個領域，列表如下（共四个课题）： 

領域   課題名稱 合作機構 進展情況 備注 

經濟 “在澳門建立物流中心

的可行性研究” 

澳門物流研究課題小組、

廣州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

角洲研究中心 

已經於2003年6

月完成 

研究報告已轉呈各

政府部門及物流相

關行業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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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於 2003 年

底完成 

將於 2004 年發表

成果（注：已經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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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前期

考察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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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前期

考察調研 

 

 

2003年，基金會和其他機構共同舉辦了4個學術研討會，包括： 

 

     名稱       合作機構  舉行時間以及地點

海峽兩岸四地文化交流”研討會 台灣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 2003年2月、台灣 

第五屆澳門環境與城市發展研討會” 澳門大學 2003年3月、澳門 

“16-18 世紀中西關係與澳門”國際

學術研討會 

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 

澳門理工學院 

2003年11月、澳門 

“世界文明國際論壇”的第一次國際

研討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

比較研究中心、南京師範

大學外國語學院 

2003年11月、南京 

 

此外，基金會還派代表出席了“博彩管理研討會”、“一國兩制：2003 論壇”

等學術活動。 

 

 

● 出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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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方面，2003年基金會共出版8本新書，主要是《澳門2003》、《澳門研究》、

《歐亞管理雜誌》等研究性書籍。此外，《澳門百科全書》的再版修訂工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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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書籍的

組稿工作也按計劃進行。在《嶺南文化百科全書》編輯方面，本會負責統籌的澳

門區的詞條框架初稿已送交總編委會，現正根據總編委會的意見進行詞條框架的

修改和增補工作。 

 

 

 

3 ．教科文中心 

 

● 發放獎學金及與內地高等院校招生合作 

 

行政委員會在200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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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人，其構成如下: 

 

 

學生類別 獎學金種類 人數 
本地學生 研究生獎學金 86 

碩士獎學金 20 
內地學生 

      學士獎學金 28 

佛得角     – 2 

幾內亞比紹 – 5 

莫桑比克    - 1 

聖普        - 2 

帝汶        - 3 

學士獎學金 

日本        - 1 

14 

                           
                                    

外
地
學
生 

外國學生 

碩士獎學金 莫桑比克    - 1 1 
            總計 149 
 
 
 
 
截至2003年12月31日，非洲葡語國家的獎學金空缺名額如下： 

 
國家 空缺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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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3年10月起 

佛得角 3 

幾內亞(比紹) 0 

莫桑比克 3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3 

帝汶 2 

 
2003年第三季度，澳門基金會2003年本地學生研究生獎學金的評選工作經已結

束，共派出了400份申請表格，收回申請表格219份。2003年9月3日舉行了

獎學金評審會議，共選出40名得獎者，其中博士獎學金8人，碩士獎學金32人。

上述評選結果是由澳門基金會、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大學

及澳門理工學院代表組成的評審委員會評出的，並得到了行政委員會的確認。 

 

此外，2003 年行政委員會還向由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亞

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澳門管理學院推薦的共計17名優秀畢業生或優秀學

生發放了澳門基金會獎。 

 
基金會受中國教育部委託而承辦的 2003/04 學年內地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考試

（澳門考區）的報名工作於2003年第一季度結束，報名人數達到427人。由於

受到SARS疫情的影響，考試被推遲到8月份舉行，實際到場參加考試的人數為

297 人。有關的錄取工作於 2003 年第四季度完成，共有 202 人被中國內地研究

生課程錄取，其中碩士生164人，博士生38人。 

 

在完成上述工作後，基金會負責了近10年的這項招生工作從2004年起，轉由澳

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負責。這是因為，應該辦公室的請求並經中國教育部以及

社會文化司司長同意，中國內地高等院校研究生入學考試澳門考區的工作將在下

一屆起，轉由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負責。是項安排已經獲得2003年11月13日

第2003/05次信託委員會的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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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委員會派代表參加了3月份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東亞地區聯繫學校網絡工作坊”。2003 年 6 月，由本會推薦、港務局委派

之兩名人員赴香港出席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泰國辦事處舉辦的“水底文化遺產

保護公約亞太地區研討會”。此外，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的“2003 教育問

卷調查”系列問卷已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暨青年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

育辦公室之協助下填寫, 並由基金會教科文中心匯總跟進，有關工作已經在

2003年第二季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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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為SARS原因並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的決定，取消了原定於2003

年 8 月由基金會與澳門教青局聯合在澳門承辦的“第三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

亞兒童藝術節”以及“第五屆東亞五國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會議”。 

 

● 舉辦文化活動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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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文

化活動： 

 

     名稱    主辦機構  舉行時間以及地點

“澳門基金會書畫贈品及雅集作品回顧

展” 

澳門基金會 2003年2月、澳門 

“第六屆澳門書市嘉年華”書展 一書齋、澳門基金會2003年6月、澳門 

“迎國慶南昌澳門少兒藝術交流匯演” 江西省南昌市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澳門

基金會 

2003年9月、澳門 

“華夏情—名人名家書畫展” 宋慶齡基金會、澳門

基金會 

2003年12月、澳門 

 

行政委員會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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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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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次，平均每星期2.5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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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達

到25,000多人次。 

 

 

4 ．“推廣澳門特別計劃” 

 

“推廣澳門特別計劃”(又稱5000萬元特別計劃)於2003年6月啟動，至2004

年2月全部結束，共舉行了12項活動。經過結算，“推廣澳門特別計劃”各項

活動的合計總支出為澳門幣 38,827,020.80元，餘下未用款項為澳門幣

11,172,979.20元（*）。 

 

（*：由於“歡樂澳門街”活動的大抽獎中獎者未領取獎品，故澳門街坊會聯合

總會在2004年2月26日向本會退還了澳門幣371,160元。為此，“推廣澳門特

別計劃”各項活動的合計總支出應相應調整為澳門幣38,455,860.80元，餘下未

用款項則相應調整為澳門幣11,544,139.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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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特別說明的是，此項“推廣澳門特別計劃”採取獨立結算，因此，與此計劃

相關的一切關支與2003年基金會批准的資助沒有任何聯系。 

 

 

5 ．其他活動 

 

● 機構合作和對外交往 

 

作為博鳌亞洲論壇的基礎會員，2003年基金會派代表分別參加了7月13日至15

日在香港由博鰲亞洲論壇及世界旅遊組織聯合舉辦的“新形勢下國際旅遊合作

大會”、9月20日至22日在海南博鰲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國際會議中心落成典

禮及首次俱樂部活動、以及11月2日至3日在海南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會員大

會和2003年年會。又根據2003年會員大會通過的章程修改案，自2004年3月

2日起，本會將成為博鳌亞洲論壇的鑽石會員。 

 

應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的邀請，本會成為“博鰲亞洲教育論壇發起者會議”發起

者之一。因此，本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榮恪代表基金會參加了12月4日至6日

在北京舉行的“博鰲亞洲教育論壇發起者會議”。這個會議的宗旨是通過定期舉

行會議，探討亞洲面臨的重大教育問題，為亞洲的協調合作、人才培養、經濟發

展、社會進步提供權威性的報告和有實際意義的解決方案。 

 

作爲擔任澳門歐洲研究學會會員大會主席、澳門電腦與系統工程研究所股東大會

主席以及澳門發展暨質量研究所的監事會主席的機構，基金會在2003年主持了

上述機構的會員大會或監事會會議，並與其他股東一起審議通過了上述機構

2002年的活動和帳目報告以及2003年的活動計劃和預算。此外，基金會還履行

所簽訂的協議，向澳門歐洲研究學會支付了2003年度的財政補助，共計澳門幣

100萬元。 

 

根據中、葡、澳門政府及聯合國大學1992年簽訂的協議，基金會在2003年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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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

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與澳門基金會合作之INCoM計劃於2003年10月31日屆

滿後，雙方同意開展“網上數據庫計劃”。協議為期一年，由 2003 年 11 月 1

日至2004年10月31日止，屆時可根據首年之成果協商續期事宜。網上數據庫

計劃的首年成本是澳門幣505,600.00元，雙方平均負擔，即基金會需負擔澳門

幣252,800.00元。 

 

 

● 履行既有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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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基金會成立時，由前澳門基金會以及前澳門發合基金會作出的資助承諾或活

動承諾共計 37項。截至 2003年 12月 31日，新基金會已經履行了其中的 25項承
諾。尚有 9項因有關活動尚未舉行或者尚待解決問題而暫時沒有付款，另有3項
因項目正在進行之中而尚未支付全部的款項。 

 

 

6. 內部行政及財務管理 

 

在行政方面，2003 年行政委員會進一步完善內部行政管理。針對澳門鄰近地區

發生SARS疫症傳播的現狀，基金會行政部門及時在基金會內部及時采取了預防

措施，並針對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包括最壞的情況）準備了必要措施，保証基

金會的內部運作以及對外服務可以正常進行。為了讓基金會各部門增加對服務承

諾及優化程序等行政現代化方法的了解，行政部門組織了基金會各部門參加了行

政暨公職局於7月在基金會舉行的講解會。 

 

2003年，行政委員會進一步規範了內部文件的登記和文件格式、進行了對2004

年近50份第三者財貨以及勞務合約的訂立或者續期工作、以及基金會資訊系統

的完善和更新工作。為了對2004年辦公室電子化計劃作準備，行政部門定出了

計劃時間表，收集了本會對該系統的使用需求以及7家公司的文件管理系統的資

料，並參觀了有關的示範和參觀了部份公司的文件電子化轉化車間。此外，基金

會共有25位人員已經參加了公共行政人員電子證書試驗計劃。 

 

在培訓方面，2003 年基金會員工就讀培訓課程或培訓講座的人數共計有 85 人

次，其中14名輔助人員及技術人員於3月參加了由行政委員會委託澳門理工學

院舉辦的30課時的《辦公室實務》培訓課程，10名員工參加了行政委員會委託

澳門理工學院理工—貝爾英語中心舉辦的英語培訓課程。此外，另有9名員工獲

批准進修津貼。 

 

在財務管理上，基金會財政部門在2003年完成了2002年年度帳目的編製，該帳

目通過了核數師行的審計並獲得了監事會同意性意見書。此外，還完成了 2003

年預算第一次和第二次修改、2003年第一次和第二次補充預算的編製、2004年

活動計劃草案和預算草案的編製工作。同時，在6月份通過了年度考核，取得了

新的ISO9001管理証書。 

 

為了讓基金會人員了解將於10月1日生效之職業稅規章新制度及本會離職保償

金制度，基金會的財務部門聯同行政部門還於9月為員工舉行了《職業稅及離職

保償金》講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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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基金會的會徽已經進行了修改，行政長官9月24日第35/2003號行政命

令核准了新的澳門基金會標誌,並已經刊登於9月29日第39期澳門特別行政區

公報第一組上。 

 

基金會總部的修繕工程在2003年6月完成後，總部的運作，包括行政部、財政

部以及資助部已於6月30日遷回總部。在7月11日澳門基金會設立兩周年之際，

舉行了總部重建啟用暨碑匾揭幕儀式，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信託委員會成員、

監事會成員以及特邀嘉賓蒞臨主禮及參觀。9月5日，在對總部修繕工程進行檢

驗後，總部修繕工程的移交及臨時接收程序正式完成。 

 

截至2003年12月31日，基金會除行政委員會成員外共有員工43人。 

 

 

7．資金管理和資金現狀 

 

由於委托投資管理公司對大部分累積資金的投資在2003年全年一直處於籌備狀

態，未能正式啟動，因此，行政委員會2003 年在資金管理上主要力求保証定期

存款的最高收益，以便盡量增加基金會的利息收益。 

 

截至2003年12月31日，基金會的淨資產總額達到澳門幣2,499,975,982元，

累積資金爲澳門幣2,297,887,446元，累積盈餘為澳門幣83,965,275元。詳情

請參加2003年財務報告以及2004年第一次補充預算案。 

 

 

二．總結 

 

總結行政委員會2003年的工作，我們認為應該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2003年面對SARS疫情的影響，雖然低利率影響了運作預算的財政投入，

但基金會沒有因此而減少為履行宗旨而作出的資助，所批出的資助無論在數量和

金額上，均比2002年有所增長，而且具有較大的針對性，以配合政府的施政。

在資助的跟進方面，由於在文件審查以及提交資助使用報告等方面進一步加強了

監管，有關的資助發放制度有所完善。但是行政委員會也意識到，今後在對資助

使用情況的分析方面以及資助的跟進等方面尚需要作出進一步的改善。 

 

其次，學術研究和學術合作項目比2002年有所增長，一些大型參考性書籍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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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工作也進展順利。行政委員會今後將進一步強化研究部門的作用，尤其是加強

對本地社會、經濟、文化的學術研究，以便更加務實地促進澳門的發展。 

 

第三，在内部行政財政方面，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進一步加強，辦公室電子化的

工作也已經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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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間社團

的積極配合下，“推廣澳門特別計劃”得以成功實施。這次活動不僅進一步提高

了市民對澳門的歸屬感，而且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並爲基金會將

來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提供了啓示。 
 

第五，基金會沒有滿足並停留於現在的工作范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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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建議籌劃慶祝澳門特別行

政區成立五周年活動、計劃為培養專業、專門人才設立並發放津貼資助、獎勵或

貸學金、研究資助貧困學生購置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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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