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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 

資助指引 
 

一、 宗旨 

 本計劃旨在協助民間藝文社團穩定及可持續發展，積極培育具有專業能力之文化藝

術管理人才，為本澳建立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庫，從而促進本澳文化藝術健全發展。 

 

二、 計劃目的 

本計劃鼓勵本澳藝文社團參與“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透過工作實踐為藝

文社團培養有關藝文活動策劃、統籌、行政及技術等管理人才。有意參與之社團可

向本局推薦一名人員參與是項計劃。申請倘獲審批通過，提出申請之社團將可獲本

局提供資助，藉以提供適當的條件，讓藝文社團積極培養本地具潛質的人才，並提

供實踐機會。 

 

三、 申請方式及日期 

3.1) 申請方式： 

3.1.1) 為響應特區政府推行電子化，於 2020 年“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

申請開始，本局只接受網上申請，不接受任何紙本提交的申請； 

3.1.2) 倘未曾向本局申請網上系統帳戶之社團（包括首次申請資助者），須於

2019年 8月 14日或之前內向本局提交開立“網上系統帳戶申請表”及第

六條第 6.1) 款 b) 項至 d) 項之文件。本局將於 5個工作日內向申請社團發

出網上系統帳戶登記之帳號及密碼，故申請社團應儘早向本局申請，以

便能於網上系統關閉前使用及提交申請； 

3.1.3) 申請社團須於指定時間內自行於網上提交本計劃之申請後，並親臨本局

遞交網上列印該年度之申請表（須具社團負責人、被推薦人簽署及申請

單位蓋章）；申請社團代表必須於現場確認所輸入之網上申請資料準確

無誤後，方可離開； 

3.1.4) 如有需要可於“年度計劃資助”之申請期內攜同第六條所述的申請文件

及申請單位之印章，前往本局特設之“年度計劃資助-服務專區”，本局

將安排專人協助辦理上款之“網上申請”手續。 

  



 

 第 2頁，共 9頁 07/2019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文   化   局 

Instituto Cultural 

 

3.2) 申請日期： 

本局於 2019年 9月 2日至 9月 7日在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受理申請，原

則上不受理提前或逾期之申請，具體申請日程如下： 

事項 開始日期 截止日期  

網上系統帳戶登記 

即日起接收 

“網上系統帳戶登記”之申
請（辦公時間內） 

2019年 8月 14日 

（辦公時間內） 

網上系統開放 2019年 8月 24日 2019年 9月 6日 

專人協助辦理網上申請 

年度計劃資助-服務專區 

2019年 9月 2日 

時間：09:30-13:00，
14:30-19:30 

2019年 9月 6日 

時間：09:30-13:00，
14:30-19:30 

親臨本局遞交網上列印 

之申請表正本及補充文件 

2019年 9月 2日 

時間：09:30-13:00，
14:30-19:30 

2019年 9月 7日 

時間：09:30-13:00，
14:30-19:30 

補交文件 
2019年 9月 9日 

（辦公時間內） 

2019年 9月 13日 

（辦公時間內） 

 

3.3) 倘申請未能符合上述任一之情怳，本局將不處理相關申請，並直接覆函通知

申請單位。 
 

四、申請及資助類別 

社團可選擇申請以下其中一種資助類別，由本局評估其實際情況，再經有權限實體

審批後，決定最終資助類別： 

4.1) 第一類別 

每季實習、培訓時數為 432小時，建議每月平均時數為 144小時， 

資助上限為每月澳門幣 12,520 元（此類別只接受曾獲本計劃資助之社團申

請）； 

4.2) 第二類別 

每季實習、培訓時數為 240小時，建議每月平均時數為 80小時， 

資助上限為每月澳門幣 7,000元； 

4.3) 第三類別 

每季實習、培訓時數為 120小時，建議每月平均時數為 40小時， 

資助上限為每月澳門幣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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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團及被推薦者之申請資格 

社團及被推者須符合以下之資格，不符合資格的申請將被視為婉拒申請。 

5.1) 符合申請資格之社團： 

a) 凡依法成立的非牟利社團且其宗旨主要與文化藝術範疇有關； 

b) 社團成立日期： 

i) 第一類別：於 2015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成立且曾獲本計劃資助的社

團申請； 

ii) 第二類別：於 2016年 9月 30日或之前成立的社團申請； 

iii) 第三類別：於 2018年 9月 30日或之前成立的社團申請。 

5.2) 符合申請資格之被推薦者： 

a) 持有效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之澳門居民； 

b) 年滿十八歲至六十五歲，以截止申請日期計算； 

c) 被推薦者具備以下任一學歷、工作經驗或培訓的條件： 

i) 具有文化藝術、行政管理或相類範疇或與申請社團所安排的職務具

相關性的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 

ii) 具五年或以上文化藝術社團/機構工作或營運的經驗（由相關社團/機

構提供證明文件或聲明書）； 

iii) 修畢累計總時數 120小時或以上之藝術行政管理或相關課程。 

5.3) 推薦名額： 

a) 每一個社團只有一個推薦名額，且被推薦者不可與另一社團重複，否則

均不接受相關的申請； 

b) 申請“基本名額–第一類別”資助，且已於 2017 年至 2019 年連續三個

年度獲“第一類別”資助的社團，可額外獲得申請一名實習人員名額

（“額外名額–第一類別”只接受曾獲本計劃資助“額外名額”的社團

申請）。 
 

六、 提交的申請文件 

申請社團須填妥該年申請表格及提交完整申請文件，將進入評估程序。 

6.1) 社團基本資料： 

a) 申請單位資料表格； 

b) 社團刊登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證明文件（必須為載於印務局網

頁上之 PDF版本）； 

c) 身份證明局發出之《已成立社團之領導架構證明書》文件，內容包括領

導架構之組成（不接受收據）； 

d) 社團於本澳銀行開立之澳門幣帳戶資料副本，須明確顯示該帳戶之銀行

名稱、帳戶名稱及號碼； 

上述第 6.1) 款之要件只適用於有變動者才須向本局遞交以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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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被推薦者資料： 

a) 被推薦者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 

b) 被推薦者之個人履歷； 

c) 被推薦者之學歷證明文件副本、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副本或培訓證明文件

副本，請帶備正本予本局職員核對； 

倘被推薦者已於 2019年年度向本局提交本上述第 6.2) 款之要件，故隨後年度無須提

交 （首次申請或資料有變動者除外）； 

 

6.3) 2020 年“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申請表格、過往活動資料表格及未來

活動資料表格； 

6.4) 於網上系統提交申請後，列印之該年度資助計劃申請表（須具社團負責人、

被推薦者簽署及申請單位蓋章）； 

6.5) 如申請第一類別，被推薦者須提交參與 2020 年“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

在實習期間並無擔任其他全職工作及並非全職學生（碩士或以上學位課程除

外）之聲明書（格式一，可於文化局網頁 www.icm.gov.mo下載），或載有與

範本相同內容及格式之文件； 

6.6) 按一般情況，社團具權限代表為《已成立社團之領導架構證明書》列明之會

員大會會長或理事會理事長。倘社團負責人（會長或理事長）不在或因故不

能視事時，可召開會議選定另一負責人負責此計劃之申請及相關工作，且該

名負責人非為該會參與此計劃之被推薦者，並請提交會議紀錄副本作證明，

該會議紀錄須具簽署及蓋章；又或根據刊登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組

織章程中列明倘社團負責人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可授權予其法定代理，

以負責此計劃之申請及相關工作，且該名代表非為該會參與此計劃之被推薦

者，並請提交授權書副本作證明，該授權書須具授權者簽署及蓋章（如適

用）； 

6.7) 倘沒有在本局申請資助的活動/項目或非本局資助的活動/項目，社團有義務主

動地提交具文字說明的補充資料，包括就各項活動/項目的性質（主辦、政府

判給、合辦、承辦、協辦或其他性質）提供資料證明，如：新聞稿、場刊、

海報、橫額、宣傳單張、相片、出版物或計劃書等資料。倘沒有提交上述具

文字說明的補充資料及證明資料，將會影響評估。 

 

6.8) 備註： 

a) 因評估需要，本局可要求申請社團或被推薦者補充資料或釐清未清晰的

資料，倘於指定期間內，未能補充資料或未能釐清未清晰的資料，將會

影響評估； 

b) 倘未能於指定期間內補充上述第 6.1) 款至第 6.6) 款的申請文件，將被視

為資料不齊婉拒申請。 
 

七、 評估及審批 

7.1) 本局就申請社團所遞交的申請文件展開評估工作，並配合評估規則計算結果，

再經本局有權限實體審批後，決定社團最終資助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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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評估方式：文件審核及計分方式。 

7.3) 評估方法： 

a) 審查申請文件； 

b) 資格審核； 

c) 社團年資及活動規模； 

d) 專業評估小組評分； 

e) 加減分機制。 

7.4) 評估方法的準則： 

a) 審查申請文件：申請社團及被推薦者是否已提交本《資助指引》第六條

第 6.1) 款至第 6.6) 款之申請文件（不妨礙本《資助指引》第六條第 6.8) 

款備註之規定執行）。倘未能提交上述申請文件，將被視為資料不齊婉

拒申請，以及未能進入資格審核之評估階段； 

b) 資格審核：申請社團及被薦者的資格是否已符合本《資助指引》第五條

社團及被推薦者之申請資格。倘不符合資格的申請將被視為婉拒申請，

以及未能進入隨後的評估階段； 

c) 社團年資及活動規模：按申請社團的年資、申請表中所列明之來年度預

計活動量、來年度活動總預算、本年度實際活動量及本年度活動總預算

進行初步評分； 

d) 專業評估小組評分：由本局邀請專業人員組成評估小組，就申請社團提

交之資料作專業性分析及評分，基本的評分參項如下： 

i) 申請社團的承擔能力； 

ii) 申請社團未來發展方向的完善程度； 

iii) 申請社團對本澳文化藝術發展的推動。 

e) 加減分機制：為表揚申請社團一年來對文化藝術事業作出的貢獻，以及

為體現對各社團的公平性，妥善地處理對遲交或缺交季度工作實踐報告

及聲明書的情況，設立加減分機制，項目如下： 

序 加分項目 減分項目 

1 申請社團於去年申請結束日起計

至本年申請結束日期間所獲得國

際性/全國性獎項，須遞交獎狀、

獎項等證明文件副本或證明資料

作證明。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如：風

災），遲交或缺交本年季度的工

作實踐報告及聲明書* 

2 申請社團於去年申請結束日起計

至本年申請結束日期間所獲邀參

與國際性/全國性籌組活動/項目工

作，須遞交由主辦/統籌單位發出

的證明文件副本作證明。 

— 

*備註：倘 2020 年獲資助的社團遲交或缺交該年季度工作實踐報告及聲明書

將被記錄，作為申請 2021年“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的減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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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資助名額分配： 

各類別的資助名額將按每年預算作出分配。如申請“基本名額”的社團，經

首輪分配後，因本局預算有限未能獲配申請之類別，將根據其申請意願是否

順延至下一類別再按高至低分進行排序作出最後分配；如獲分配“額外名額”

的社團因申請之類別超出該年預算金額，將由最低分者起調整資助類別，直

至符合該年預算金額。 

 

八、資助審批結果 

 倘屬上述第三條第 3.3) 款、第七條第 7.4) 款 a) 項和 b) 項之婉拒情況，本局將直接

覆函通知申請社團；其餘建議之資助結果須經本局有權限實體審批後，本局才發函

通知社團所獲資助的結果。 

 

九、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之責任 

9.1) 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不得轉讓其獲資助之身份予其他社團或個人； 

9.2) 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應按本計劃目的執行； 

9.3) 獲資助社團應安排實習人員從事與本計劃目的一致之工作； 

9.4) 實習人員在獲資助工作時間內應按社團安排從事與本計劃目的一致之工作； 

9.5) 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應履行雙方訂立合同或協議等文件的精神，並須以不

少於本局資助款項作為實習人員之實習費用； 

9.6) 獲資助社團須確保實習人員履行獲資助類別的實習時數； 

9.7) 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須按時於每季完成後 15 天內提交工作實踐報告及聲明

書，最長延至每季完結後 30天內提交（如每季完成後第 15天或第 30天非為

工作日，則順延至工作日內提交），並由負責本計劃的社團負責人及實習人

員簽名確認，以及蓋上會章； 

9.8) 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有義務主動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局更新本《資助指引》

第六條第 6.1) 款至第 6.2) 款之社團或實習人員的資料； 

9.9) 社團在獲資助期間應鼓勵實習人員參與有關其專業提升的課程、工作坊、研

討會等活動。 

 

十、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必須定期向本局提交以下文件： 

工作實踐報告及聲明書正本（報告及聲明書之格式，請於文化局網頁

www.icm.gov.mo 下載），並請由負責本計劃的社團負責人及實習人員簽名確認，以

及蓋上會章。 

10.1) 工作實踐報告：由實習人員填寫，以便本局了解實習人員在社團工作情況；

表格分甲、乙兩部份： 

a) 甲部份：社團該季度籌備或舉辦的活動/項目、性質及舉行日期；如非屬

本局資助的活動/項目，請提交具文字說明的補充資料。 

b) 乙部份：各實習人員就每月的工作日填寫重點工作內容。 

10.2) 聲明書：為確認實習人員已收取當季社團發給的實習款項，社團須提交聲明

書。 

  

http://www.i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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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工作實踐報告及聲明書須於每季度完結後 15天內提交*，日期如下： 

第一季 須於 2020年 4月 15日或之前提交； 

第二季 須於 2020年 7月 15日或之前提交； 

第三季 須於 2020年 10月 15日或之前提交； 

第四季 須於 2021年 1月 15日或之前提交。 

10.4) 備註： 

a) 倘獲資助社團需申請延期遞交報告，必須遞交“延期遞交工作實踐報告

申請表”（最多只可申請延期 1次），延長期限為 15天，即每季度完結

後 30 天內提交（如第 30 天非為工作日，則順延至工作日內提交），此

期間不作逾期計算； 

b) 倘獲資助社團延交或缺交工作實踐報告及聲明書，則按本《資助指引》

第七條第 7.4) 款 e) 項之規定，於翌年申請中扣減分數（不可抗力原因除

外）。 

 

十一、申請實習人員之更改/取消資助/調整資助類別 

若原實習人員離職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導致不能參與此計劃，在雙方同意及確定的

情況下，獲資助社團須盡快於 30 天內（具合理解釋除外）以書面方式向本局提交以

下文件作出申請，且須獲本局批准。如不遵守規定，本局保留取消資助的權利。 

11.1) 若申請取消資助 

a) 具社團負責人簽署及蓋章的取消資助通知信函正本； 

b) 原實習人員自願退出本計劃的聲明書正本。 

11.2) 若申請更換實習人員 

a) “獲資助社團更改申請表”正本（須具社團負責人簽署及蓋章）； 

b) 重新遞交申請表格，並附社團負責人簽署及蓋章； 

c) 原實習人員自願退出本計劃的聲明書正本； 

d) 申請更換人選的個人履歷； 

e) 申請更換人選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 

f) 申請更換人選的符合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副本； 

g) 申請更換人選在參與“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實習期間無擔任其

他全職工作，亦非全職學生（碩士或以上學位課程除外）之聲明書（如

適用）； 

11.3) 若調整資助類別 

a) “獲資助社團更改申請表”正本（須具社團負責人簽署及蓋章）。 

 

十二、資助監察 

本局以抽籤方式派員進行訪查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以及可因應需要要求獲資助

社團遞交實習人員的實習時數明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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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發放資助程序 

13.1) 資助款項分兩期發放，如下，並將以銀行轉帳形式存入社團提供之銀行帳戶

內（若銀行帳戶有更改，社團有義務主動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局），因轉帳而

引致的費用由收款單位承擔； 

a) 第一期款項：自社團接收到書面通知獲資助的結果後，隨後安排發放首

兩季款項； 

b) 第二期款項：原則上待本局收到獲資助社團第一季及第二季的工作實踐

報告及聲明書後，隨後安排發放餘下兩季款項。 

13.2) 原則上倘社團未於下期發放資助款項前，退回以下第十四條所指之資助餘款

予本局，則影響下期的資助款項發放。 

 

十四、資助餘款 

14.1) 如獲資助社團出現實習人員中途離職或實習時數不足，須作出書面解釋，並

須退還資助餘款，餘款按實習人員實際實習時數應收取的資助款項比例計算。 

14.2) 若社團未於下期發放資助款項前，退回相應期數的資助餘款予本局，則影響

下期的資助款項發放。 

 

十五、 資助可被撤銷 

15.1) 倘獲資助社團或實習人員發生以下情況時，經本局查證後，並獲本局有權限

實體審批後，已批准的資助可被撤銷，且不妨礙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之權利： 

a) 未能遵守本《資助指引》第九條第 9.1) 款、第 9.2) 款、第 9.3) 款、第

9.4) 款、第 9.5) 款或第 9.6) 款之責任； 

b) 將資助款項之部分或全部挪作於非本計劃目的之其他用途； 

c) 提交虛假聲明、文件等資料或故意遺漏重要的事實。 

15.2) 資助倘被撤銷，有關社團須歸還該年度所有已收取本計劃之資助款項予本局。 

 

十六、凍結名單 

倘獲資助社團及實習人員未能遵守第九條第 9.1) 款之責任或發生第十五條第 15.1) 款

b) 項或 c) 項之情況，該社團及/或實習人員將被本局列入凍結名單，兩年內不得申請

“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 

 

十七、申訴機制 

申請者/獲資助者/被凍結者如對本局有權限實體的決議存有異議，可根據十月十一日

第 57/99/M 號法令核准的《行政程序法典》第 145 條的規定，向行為作出者提出聲

明異議及上訴，亦可根據十二月十三日第 110/99/M 號法令核准的《行政訴訟法典》

的相關規定向法院提起司法上訴。收函日期以郵電局郵戳為準。對每一申訴事項，

本局僅進行一次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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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個人資料處理 

本局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可採用包括資料互聯在內的

任何方式，核實其認為需要的相關人士個人的登記資料。當涉及違反法律之行為

（如攻擊本網站）時，基於刑事調查的需要，本局可能會向執法機關提供所記錄的

資料；執法機關可能利用該等資料追查作出不法行為的人士及依法處理。 

 

十九、解釋權 

本局將因應實際情況作出修訂及對本《資助指引》中任何內容的最終解釋權，倘葡

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出現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二十、查詢 

電話：8399 6659 

傳真：2856 3664 

電子郵箱：ac@icm.gov.mo 

地址：澳門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網址：www.i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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