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tividades em celebração do 15.º aniversário 
da inscrição do “Centro Histórico de Macau” 
na Lista do Património Mundial

Activities in celebration of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 Centre of Macao”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傳媒資料



澳門歷史城區

2005年7月15日，在第2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澳門歷史城區”獲得21個成員國全體

一致通過，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

“澳門歷史城區”是由8個廣場空間、22處被評定的不動產，以及連接各廣場空間及歷史建築的街道所組成。

8個廣場空間：媽閣廟前地、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白鴿

巢前地；

22座歷史建築：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大樓、

聖奧斯定教堂、市政署大樓（原市政廳舊址）、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大樓、大堂（主教座堂）、大堂巷七號

住宅（盧家大屋）、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哪咤廟、舊城牆遺址、大炮台、聖安多尼教堂（花王堂）、東方基金會會

址、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炮台（包括聖母雪地殿聖堂及燈塔）。

“澳門歷史城區”由多座被評定的不動產及廣場空間、街道組合而成，其內涵及形態體現出這個重要貿易港口的城市

結構，其保留著葡萄牙和中國風格的古老街道、住宅、宗教和公共建築，見證了東西方美學、文化、宗教信仰、建築

和技術影響的交融。“澳門歷史城區”是在國際貿易蓬勃發展的基礎上，最早的中西方交流並持續發展的見證。

遺產價值

第ii條標準：

第ii i條標準：

第iv條標準：

第vi條標準：

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遺產，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綜合體現。

澳門歷史城區見證了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以至遠東地區的發展，也見證了向西方傳播中國民間宗教的歷史

淵源。

澳門歷史城區是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獨特反映，是中國歷史城市中極具特色的組合。

澳門歷史城區是中西生活社區有序的組合，從歷史到今天，都與居民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密不可分。

“澳門歷史城區”因符合世界遺產第ii、i i i、iv及vi 項遴選標準，而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澳門歷史城區符合

世界遺產的價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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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是指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審核、批准而被列入

《世界遺產名錄》的各種遺產。

1972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簡稱《世界遺產公約》）。公約誕生的

四年後，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肯尼亞內羅畢（Nai rob i）舉行了第一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締約國大會，並組建了世界遺產委員會。1978年，第一批《世界遺產名錄》公佈，共有12項遺產被列入。

世界遺產的分類：

文化遺產（Cultura l  Her i tage）（「澳門歷史城區」屬於此類）

自然遺產（Natura l  Her i tage）

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Mixed Cultura l  and Natura l  Her i tage）

截至2019年7月，中國已有55個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文化遺產37項、自然遺產14項、混合遺產4項，

數量上與意大利並列世界第一。



澳門世遺大事記

回歸後

2001年

2002年初

2003年

2004年9月

2004年12月

2005年2月

2005年7月15日

2006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2019年

2020年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特區政府將申報世界遺產作為施政要務

開展澳門申報世界遺產的一系列工作及宣傳

起草“澳門歷史建築群”申報文本

澳門歷史建築申遺工作，於2001年7月23日“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啟動日”正式     

全面啟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正式受理“澳門歷史建築群”申遺

“澳門歷史建築群”被列為中國2005年世界遺產申報首選項目

負責世界文化遺產評估工作的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 I C O M O S ） 派 遣地區

專家蒞澳實地考察

應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建議，將申報項目由原來只包括12個建築物的“澳門歷史建築

群 ” ， 擴 充 為 以 澳 門 舊 城 區 為 核 心 ， 並 由 相 鄰 的 廣 場 和 街 道 連 接

而成的歷史街區“澳門歷史城區” 

“澳門歷史城區”申報項目通過了世遺專家組的技術評估

在南非德班市（Durban）舉行的第2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澳門歷史城區”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於澳門生效

頒佈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

2014年3月1日《文化遺產保護法》正式生效

以《文化遺產保護法》為依據，有序地開展《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以下

簡稱《管理計劃》)的編製工作：

2014年底開展《管理計劃》框架公開諮詢

2015年公佈《管理計劃》框架公開諮詢意見匯編文本

2016-2017年《管理計劃》第二階段公開諮詢文本編制工作

2018年初進行《管理計劃》第二階段公開諮詢

2018年公佈《管理計劃》第二階段公開諮詢總結報告

2019年完成編制《管理計劃》行政法規草案

持續做好 “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推進《管理計劃》立法的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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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線及B線為親子專場，適合5至8歲的小童，需由一名家長陪同參與。

^  需於文化局活動報名系統進行網上報名。網址： www. icm.gov.mo/eform/event

* 為親子專場，適合5歲至12歲的小童，需由一名家長陪同參與。

故事徵集

微信遊戲

導賞/工作坊

活動

Fun享文遺

點滴‧世遺─故事徵集比賽

我是文遺達人

遺城之旅－導賞及插畫工作坊

A線#^（親子專場）聖保祿學院天主

之母教堂遺址（大三巴牌坊、前地及

石階）、大炮台（中央炮台）、哪咤

廟（大三巴）、城牆遺跡（聖方濟各

斜巷一段）

B線#^（親子專場）亞婆井前地及龍

頭里、鄭家大屋、海事及水務局大樓

（ 原 摩 爾 兵 營 舊 址 ） 、 媽 祖 閣

（媽閣廟）

C線^聖奧斯定堂、崗頂劇院、何東圖

書館大樓、聖老楞佐堂及前地（風順

堂）、聖若瑟修院教堂、前地及

石階

D線^白鴿巢前地、東方基金會會址

（原賈梅士花園房屋舊址）、白鴿巢

公園及基督教墳場、聖安多尼堂及

前地（花王堂）

E線^盧家大屋、主教座堂（大堂）、

板樟堂前地、玫瑰聖母堂（板樟堂）

、澳門仁慈堂大樓、議事亭前地、

三街會館（關帝古廟）、市政署大樓

（原市政廳舊址）

世遺開放日

我和何東圖書館約個下午茶^

最美風景大三巴^

鄭家大屋尋寶記^

探秘議事亭藏書樓的魔法陣

東望洋燈塔攻頂遊

“慶祝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十五

周年”嘉年華

專題講座（對象為本澳各社團/機構/

學校)

世遺模型工作坊*^

何東圖書館

利瑪竇中學

鄭家大屋

議事亭藏書樓

東望洋燈塔

鄭家大屋

鄭家大屋

5/5-5/31

7/1-7/31

7/4

16:00-18:00

7/5

16:00-18:00

7/11

16:00-18:00

7/12

16:00-18:00

7/18

16:00-18:00

7/4, 11, 18 15:00-17:00

7/4, 11, 19及8/2 16:00-18:00

7/4, 11, 19, 26 16:00-18:00

7/5, 12, 19, 26 15:00-17:00

7/11-12 09:00-18:00

7/11-12 10:30-18:00

5/18至12/31

7/11-12 16:30-18:00

類別 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十五周年活動介紹

“澳門歷史城區” 成功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不僅打開了讓世界認識澳門的大門，更為澳門能穩步立足於過去和

當下、展望未來提供了養份和文化根基。時光荏苒，“澳門歷史城區”即將迎來申遺成功的第十五個年頭，標誌著

澳門世遺保護及傳承邁入新的里程碑。文化局值此慶祝申遺成功十五周年的良機，以傳遞“世遺共享”的理念，準備

了各項豐富多彩的活動包括：主題嘉年華、特別景點開放體驗、徵文比賽、微信遊戲、導賞工作坊、FUN享文遺講座

及工作坊等一系列精彩紛呈的活動，鼓勵你我從生活中提煉澳門世遺的美、重新感受每日緊扣我們生活點滴的世界

遺產、共享“澳門歷史城區”這一屬於你、我和全人類的珍貴文化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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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垂詢
如欲查詢有關慶祝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15周年系列活動的詳情，歡迎聯絡：

電郵
網頁

文化局委託公關代表-中匯國際傳播有限公司

mhd15.media@uogroup.com
www.icm.gov.mo/mhd15

主辦單位 支持單位

徐  璐 

梁穎彤

黃嘉燕

6362 1905
6664 1944
6808 9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