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履约报告 

 

摘  要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及文化多样性状况的改善对

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为在国家和国际

层面实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政策措施，进行了制度方面的

创新探索，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就与进展。 

    近 10 年尤其是 2007 年以来，中国通过持续的文化体制改革

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努力发展国内文化产业，着力运用财政、

金融、税收等政策工具促进文化产业部门的健康快速成长。同时，

中国又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矫正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

正，改善文化民生。中国还采取各项措施，保护传统文化资源，

扩大国际文化交流。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中国国内的文化凝聚

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正在增强，国内文化多样性状况持续改善，民

族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 

    中国也看到，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发展、变革和调整时期，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交

流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相

形之下，中国国内的文化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中国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文化产业规模不大。但中国有

决心而且也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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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约》第 9条及相关“操作指南”的要求，本报告对

中国加入《公约》以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为保护和促进文化表

现形式多样性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予以全面介绍。由于《公约》

适用于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港、澳两特区

政府自行撰写了特别行政区范围内的履约情况报告，并作为中国

政府履约报告的组成部分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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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1.缔约方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2.批约日期：2007 年 1 月 30 日 

3.批约过程: 200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决定批准《公约》；

2007 年 1月 30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向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交存了批准书；《公约》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起

对中国生效。 

4.迄今对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的总捐款数：120000 美元 

5.负责报告撰写的组织或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6.官方认定的联络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

局国际处 

7.报告起草的日期：2011 年 8 月-2012 年 4 月 

8.签署报告的负责人姓名： 

9.简要描述报告撰写过程： 

自 2011 年 8 月起，中国文化部召集国务院相关部委组成跨

部门的履约报告撰写工作组，并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

心章建刚、李河等有关专家负责报告的起草。撰写工作组多次召

开工作会议，对报告草稿进行研讨、修改，最终形成政府履约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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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措施 

    《公约》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谋求发展文化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一件有益的政策工具。对于中国来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

现形式多样性具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是中国自身的文化发展可

以丰富全球文化多样性；其次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可以促进

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第三是可以照顾到国内特殊群体发展其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意愿。 

    （一）文化政策和措施 

    1.总体性目标 

    近 5 年来，中国政府制定的多个重要文件构成其宏观文化政

策的主轴，包括 2006 年下半年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

化发展规划纲要》，2009 年下半年印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和《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 

2011 年下半年获得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和 2011 年底印发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等。 

    201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中

国文化发展问题。30 年持续的经济增长推高了中国公民的收入

水平，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中国的发展并不平

衡，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社会的分配结构还不尽合理；文化发

展相对滞后。针对这些问题，《决定》提出：要坚持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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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坚持推进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坚

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

际影响力。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有关政策进行

了细化。《纲要》专章描绘了“公共文化服务”、“新闻事业”、“文

化产业”、“民族文化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发展目标。迄今，

《纲要》中细化的一批初步目标已基本实现。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从多方面对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予以引导和支持。《规划》还特别提到降低准

入门槛，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

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等政策目标；承诺要加大在政府投

入和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完善法律体系，进一步规范

市场秩序。《规划》出台后，各地文化产业发展明显提速。 

在培育文化市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注意加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建设，满足人民群

众的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关于

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表明，少数民族

地区文化发展政策并不与内地文化政策形成较大差异。但不同民

族语言的文化产品的互译工作应予高度重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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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介绍了中国少数民

族文化得到多方面保护、繁荣和发展的状况。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为推动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对文化改革发展做出全面部

署。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引导社会资

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不断完善文化产品创造生产体系，

逐步推进文化产业格局的形成，使文化体制充满活力，有力促进

文化科学发展。 

    2.具体政策措施 

    在中国，当前文化的发展靠文化市场与公共文化服务两种手

段予以推动和保障。 

（1）文化产业政策措施 

中国自 2000 年起开始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3 年开始的文

化体制改革 3年试点期间，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初步制定了国家文

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将文化产业各门类分列在一个同心圆的核

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上。其中，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

艺表演等被视为“文化产业核心层”；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游

览景区文化服务、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等被视为“文化

产业外围层”；而文具、乐器、玩具、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

生产和销售等被列入“文化产业相关层”。根据这一行业分类标

准，国家统计局两次发布国家文化产业增加值数据。2004 年，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为 2.15%；到 2010 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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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增加值突破 1.1 万亿元，GDP 占比为 2.75%。中国政府希

望到 2020 年前，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市场准入。为培育文化市场，2004 年 10 月文化部发布《关

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适当

放宽了市场准入。2005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

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了非公有资本可以进入文化产

业的相关领域。国务院于 2005 年 7 月制定了新的《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并于 2008 年 7 月对该条例部分规定作了修改，进一

步扩大对港澳台的市场主体开放，并拓宽演出市场的融资渠道。

这些政策对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进行了引导和规范。

2009 年，文化部发布《关于促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的若干

意见》，对民营演艺团体从资金扶持、政府采购、提供演出场地

和器材、简化审批手续、人才培养和表彰奖励等方面予以政策支

持。 

    为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做好引进外资工作，文化部与

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相关文件，允许外商以独资或合资、合作的方

式设立有关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

设立出版物印刷和只读类光盘复制等企业。在不损害中国审查音

像制品内容的权利的情况下，允许外商以合作且中方占有主导地

位的方式设立除电影之外的音像制品分销企业。为了加强对美术

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商业性美术品展览活动的管理，2009 年 6 月

还印发了《文化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美术品进出口管理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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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通知》。2007-2010 年，中国共引进出版物成品图书

2982414 种、期刊 222608 种、报纸 4977 种、音像制品 46651 种、

电子出版物 8160 种；版权引进图书 52669 项、音像制品 1961 项、

电子出版物 382 项。 

    中国遵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做的承诺，每年进口 20 部

分账影片。2007 年，分账影片票房收益合计 11.7 亿元人民币。

2011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收入 131.15 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

房收入 70.32 亿元，进口影片票房收入 60.83 亿元。 

    文化原创。为增加文化原创作品供给，2002 年 8 月文化部

和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实施方案》；

2002-2007 年度实施该项目一期工程，5 年内共推出不同艺术门

类的50台优秀精品剧目。在该项目上国家每年投入达4000万元。

为推动民族音乐的繁荣发展，文化部自 2010 年起实施“中国民

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程”。国家财政每年投入 600 万元，通过多

种方式，让民族音乐焕发蓬勃生机。为丰富国家美术收藏，文化

部和财政部于 2004 年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优秀美术作品的收

藏和捐赠奖励，迄今已累计投入 1.5 亿元，共完成逾万件优秀美

术作品的国家收藏。 

    对于动漫等相对弱小的文化产业，中国予以政策和资金方面

的扶持。2006 年，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等 10 部门联合制定的《关

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 年 8 月，文化部又

出台《关于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相关政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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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到 2010 年，中国动画片创作生产数量达到 22 万分钟，比

2009 年增长 3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 349 亿元，比 2009 年增

长 35.3％。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小微企业多、项目风险较高。为此

2008 年以来，文化部先后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

行签订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

文化部已经向各家合作银行推荐了 100 多个文化产业申贷项目。

2010 年 3 月，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

会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方法、途径、步骤和

手段，为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传播与销售。为推动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传播与销售，文化部、

商务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深度参与主办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为提升文

博会国际化水平，主办方邀请德国贝塔斯曼集团、英国创意产业

企业等国际知名企业参会，为中外文化企业合作搭建平台。 

    为推动中国图书国际贸易的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了“中

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至今已有 1496 种图书在海外出版。为将

中国出版物推向国外主流营销渠道，新闻出版总署还在 2010 年

启动“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近年来新闻出版总

署除了组织国内出版商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俄罗斯莫斯科、韩国首

尔、德国法兰克福、希腊萨洛尼卡、埃及开罗等国际书展，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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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举办和组织参加各类国际书展达 40 多个，其中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已跻身世界四大书展行列。 

    在上述政策支持下，中国出版业对外贸易发展态势良好。首

先是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2009 年版权输出总量比 2005 年增

长 275%，版权引进输出比从 7.2∶1缩小至 2.9∶1；同时图书版

权输出结构不断优化。其次，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势头强劲。

2006-2010 年，中国一批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进入海外市场，

2010 年出口额突破 2 亿美元；期刊数据库的海外付费下载收入

近千万美元；电子书海外销售收入达 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律调整。为适应国内出版产业发展及国际图书贸易的需

要，适应加入《公约》的新形势，2010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作了修订；2011 年

3 月，国务院对《出版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作了

修订。 

    2008 年以来，新制定的规章有《音像制品制作管理规定》

（2008 年 2 月）、《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2008 年 2 月）、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08 年 2月）、《复制管理办法》（2009 年

6 月）、《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1 年 3 月）、《音像制品进口

管理办法》（2011 年 4 月）等。目前中国正在制定《电影产业促

进法》。 

    在国家各项政策以及 2006 年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的《新闻出

版业“十一五”时期发展规划》的指导下，中国各类出版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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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量连续 3 年创历史最高水平。2010 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

达 1.27 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的 60%以

上。目前，中国的日报总发行量居世界第一位，在世界日报发行

量 100 强中中国内地占 25 席；中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居世

界第一位，在 5年累计发行 2000 万册以上的 10 种图书中，中国

有 3种。2006-2010 年，中国累计生产图书 138.6 万种 339.7 亿

册，比前 5年翻一番。中国新闻记者遍布全球各地，每天与 1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交换新闻。2011 年，中国有 295 部次影片在 82个

境外电影节上映，52 部国产影片销往 22 个国家和地区。 

    200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纲

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制度。国家知识产权

局为此在同年发布了《国家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工作方案

（试行）》，并开始启动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工作，分 3批

陆续批准了 17 个县（市、区）进行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试点。

试点工作有效推动了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建

设，健全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运用传统资源形成特色产业和新兴

产业。 

    自 2006 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共六次取消和下放了多项文

化市场项目的行政审批权限，为文化企业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 

    （2）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措施 

    公共服务是对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近年来，国家财政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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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文化发展的投入。2005-2011 年，中央财政对文化部财政

拨款累计投入达 215 亿元，组织实施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在内的一大批重大文化项目。

2005-2011 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累计投入达 139 亿元，组织实施

了包括乡镇文化站建设及设备配置、图书馆和文化馆免费开放、

城市社区文化中心和文化活动室服务能力建设工程、流动舞台

车、送书下乡工程等在内的一批重大文化项目，使更多居民享受

到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投入增加后，中国的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在逐渐提高。例如公共图书馆的人均藏书数在 2006 年是

0.38 册，截至 2011 年底已达到 0.52 册。与此同时，中央财政

还不断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自 2005 年以来，国家大剧

院、梅兰芳大剧院、国家图书馆二期、国家博物馆改扩建、中国

国家话剧院剧场等一批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相继建成，其总建

筑面积为 47 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 74 亿元。这些新的文化设施

已经成为展示国家文化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各公共博物馆、图书馆的免费开

放。到 2010 年底，已有 1700 余家国有博物馆实现了免费开放。

到 2015 年，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总数将达到 2500 个，

年接待观众将达到 5 亿人次。为此中央财政每年的专项投入达

20 亿元。到 2015 年，还会有一批民营博物馆加入免费开放行列，

并享受国家相关政策支持。2011 年，中央财政对地市级、县级

公共图书馆安排免费开放补助资金 3.193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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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减贫扶贫、促进发展的有效措

施之一。近年来着力推进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被概括地称为五大

文化惠民重点工程，重点向农村及偏远中西部地区倾斜。它们分

别是：为解决中国偏远农村地区收听不到广播、收看不到电视的

问题，由原国家计委、广电总局联合启动实施的“广播电视村村

通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文化部共同制定实施了《全

国“十一五”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由文化部专门设立机

构负责实施的以数字资源建设为核心、以基层服务网点建设为重

点、运用多种传播方式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全国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由广电总局负责实施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其目标是到 2010 年全国每村一月看一场电影，目前目标已基本

实现；由新闻出版总署具体组织实施的“农家书屋工程”，目标

是到 2010 年使全国一半左右的行政村、到 2015 年使所有行政村

拥有一间“农家书屋”。 

    （二）国际合作和优惠待遇 

    当前，中国政府希望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

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快了广播影视国际传播进程。在电

视方面，中央电视台初步形成以英语频道覆盖全球为主，中文、

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记录频道覆盖为辅的 7个国

际频道海外落地大格局。在广播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境外整

频率电台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在视听新媒体方面，中国网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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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CNTV）大力推进以视听互动为核心、融网络特色与电视特

色于一体的全球化、多语种、多终端网络视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媒体平台“国际在线（CRI Online）”语种

规模达 61 种，开创与北欧、北美合作伙伴远程视频编务会并实

现常态运行，建立境外本土化节目远程管理机制，探索境外业务

远程管理新模式。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文化间的交流合作。截至目前，中国已同

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

执行计划；与上千个文化组织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与 120 个国

家结成1500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与148个国家的458个

民间团体和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据不完全统计，2006 年至

今，仅文化部直接参与举办的大型“文化年”、“文化节”活动就

达 30 多项。 

    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文化援助，不断加大援助经

费投入，使援助的形式多样化。目前，文化部经办的对外援助的

形式主要包括物资援助、服务性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三大类。近

年来，文化部还分别根据亚洲地区文化发展新情况以及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北京行动计划》等要求，实施了“10+3 文化人

力资源开发合作研讨班”和“中非文化人士互访计划”等项目。

商务部也实施了部分对外文化援助项目，主要涉及各类大型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2007-2010 年，中国对外建成文化类援助项

目共计 17 个，占同期援外项目总数的 8.5%。目前仍在执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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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援助项目有 20 个。商务部方面还举办了 28 期文化类援外

培训班，主要集中在汉语、杂技、文物修复等领域，共培训 588 人。 

与此同时，中国也接受世界其它国家的文化援助。

2007-2010 年，中国接受用于文化领域的无偿援助净值（不含财

政合作及其项下赠款）共计 366 万美元，主要用于文物保护。 

    （三）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政策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

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强调文化发展要与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相互

融合。为推动文化发展与旅游的结合，2009 年 8 月文化部和国

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 

    国家不断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信息产业的发

展。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一直努力推动“村村通电话”工程。

据统计，截至 2011 年底，全国通电话的行政村比例达到 100%，

自然村比例达到 94.6%；全国能上网的乡镇达 100%，通宽带的行

政村比例达到 84%。同时，电信主管部门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截至 2010 年底，中国的通讯光缆线路总长已达 996.2 万

公里；国际业务出口总带宽已达 1.6Tbps；累计建成 3G基站 62万

个，3G 网络已基本覆盖全部地市、县城和主要乡镇。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盲人文化事业，采取多种举措保障盲人接

受良好教育，共享文化成果。中国目前有视力残疾者 1233 万，

占全国残疾人总数的 14.86%；另外还有 458 万是带有视力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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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残疾人。针对这一群体，中国设立专门的盲文出版社，提

供丰富多样的盲文读物。2006 年以来，中国盲文出版社为全国

盲人出版了各类盲文图书 2215 种，其中各类盲文教材教辅图书

575 种；还出版了各类盲人有声读物 815 种、大字本图书 50 种。

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总面积 2.8 万平方米的中国

盲文图书馆（中国视障文化资讯服务中心）新楼已经落成并投入

使用。 

    （四）保护受威胁的文化表现形式 

    中国了解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具有某些负面影响：经济

发展滞后尤其文化产业不够强大的国家其文化表达会受到抑制，

社会中相对弱小群体的文化表达在市场竞争中会处于劣势。因此

中国政府特别强调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某些特殊群体的传统文化

表现形式予以特殊的政策保护，希望这些群体能将自身文化蕴含

的美好价值带入未来，发扬光大。 

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变得困难，

年轻人对传统艺术缺少接触的机会与兴趣。为支持民间演艺团体

的传承努力，保护其演艺活动的合法权益，文化部在 2006 年印

发《关于完善审批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允许从

事京剧、昆曲、曲艺、木偶剧、皮影戏和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等艺

术表演项目的民办文艺表演团体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向文化主

管部门申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从 2005 年起，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制定政策对昆曲艺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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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艺术进行保护和扶持，并实施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

与扶持工程”。至 2011 年，共扶持全国 7 个昆曲院团整理、恢

复和创作上演了 52 部传统名剧和新创剧目，录制保存了由当代

昆曲名家主演的 200 出昆曲优秀传统折子戏，建立了昆曲创作人

才培训中心和昆曲表演艺术人才培训中心，举办了五届昆曲创作

人员培训班、昆曲表演艺术人才培训班和昆曲论坛。2006 年起，

文化部实施了“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保护和扶持规划”，中央财政

每年投入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在剧目生产、人才培养、对外文

化交流、京剧进校园 4 个方面对 11 个国家重点京剧院团进行全

面扶持。至 2011 年，共重点扶持 11 个国家重点京剧院团新创剧

目和整理改编剧目 26 台，进校园演出 1500 场以上，赴五大洲

30 余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演出，并支持各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实

施了多样的京剧人才培养计划。 

与传统汉族民间文化传承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相

比，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承遇到的困难更大。

因此，中国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有关政策均向西部和少数

民族地区倾斜。2009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

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尊重、继承和弘扬少

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011 年 2 月 25 日正式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扶持民族地区、

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表现在民族语言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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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传播方面。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翻译方面做出了

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既着眼于少数民族语言在当地的传承，也

着眼于少数民族文献、节目与汉语文献、节目的互译。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在新疆、西藏等 8 个民族省区建设了

61778 个各级中心和基层服务点。该工程建立了少数民族语专题

资源库。 

    近年来，广电总局针对少数民族广播影视发展的特殊性和存

在的困难，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加强民族地方自治区域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支持尚未设立电台、电视台的民族地区县

（市）设立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批准开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播出

机构；加强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扶持；开通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网和语言网站等。广电总局电影局在“青年导演创作资助计划”

和“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中，资助、扶持了多名少数民

族电影导演、编剧。 

    新闻出版总署也在支持民族语言文字出版方面采取了多项

政策措施，如设立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加大对民族文字出版

事业的扶持力度。自 2007 年来，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3000 万元，共资助实施 160 多个项目；支持出版 600 多种民族

文字出版物；支持近 50 家民族文字出版单位实施技术改造和设

备更新。2011 年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规模增加到 6000 万元。

在有关政策扶持下，中国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品种大幅增加，

2009年民族文字图书品种比2006年增长了44%，达到88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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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社会的认知与参与 

    近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较为迅速。在文化发展包括文

化多样性保护过程中，公民社会的作用不能忽视。 

    （一）政府方面 

    加入《公约》之后，中国政府开展各种活动对《公约》的精

神进行宣传，提高公众对它的认知。2006 年，文化部外联局翻

译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公约选编》（中英对

照），将 2005 年《公约》与此前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结集成册，以利公众了解。从 2006 年至今，文化部举办过多项

“文化年”、“文化节”及“文化多样性艺术节”等活动，通过演

出、论坛等形式扩大公民对《公约》的了解。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出台政策，

允许中国公民举办各种民办非营利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

2004 年文化部制定《文化部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鼓励、规

范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如开办各类博物馆、培训或研究机构、

文献收集整理借阅机构、传统艺术遗产保护机构等。现在这一类

的组织在全国有上万家。仅仅是文化类基金会总数就已超过

200 家，包括文化类公募基金会 117 家，文化类非公募基金会

139 家。这些组织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政府在开放文化类民办非营利机构登记以后，对其加强管理，并

对其开展的有益活动予以鼓励、表彰。 

 19 



    政府有关部门也注意倾听来自公民社会的学者、专家的意

见，还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科研部门合作，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

动。文化产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听取、吸收业内专家和社会各界

意见，在国内一流高校设立了多个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

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为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工作提

供决策咨询和理论支撑。 

    政府为文学艺术家能够经常到基层社会去、面对面地向公众

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提供平台。2010 年起文化部等部

门共同组织开展了“春雨工程”。活动开展两年来，共有 13 个内

地省（市）和单位组成 17 支志愿团，招募 1000 多名文化志愿者，

为新疆、西藏等 7个边疆民族省（区）提供文化志愿服务。志愿

者们行程 10 多万公里，走进 60 多个县、100 多个乡村社区，先

后组织文艺演出200多场，业务培训700多学时，文化展览230多

天，惠及群众达数十万人次。 

    （二）公民社会方面 

    通过各种论坛及媒体的报道，中国公民对文化多样性及其保

护问题不再陌生。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学术探讨也开始出现在各学

术期刊之上，拓宽了国家文化政策研究的视野。一些重要的大学

或学术机构开始与国际同行就文化多样性展开对话。2008 年

10 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在中国广西桂林联

合主办“中法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高层论坛”。自 2008 年起，中

国艺术研究院还和欧盟文化中心合作组织（EUNIC）联合举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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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化对话，迄今已先后在中国北京、丹麦哥本哈根、中国上海

和卢森堡连续举办了 4届，双方就彼此共同关心的文化多样性、

文化管理与创意产业、传统与现代性、中欧跨文化合作的现状与

前景等议题进行了对话。 

    2010 年 11 月，在第四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论坛上，中国的

公民社会组织——中华文化促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

心，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与国外的公民社会团体——

国际文化多样性网络（INCD）、世界对华交流协会等联合发起成

立了“世界文化多样性论坛”。论坛的中方发起单位正积极努力，

使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也能参与到这个论坛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文化类民办非企业机构增加迅速。这些机构中有相

当一部分从事着各类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整理和传播、展示

工作。截至 2009 年 8 月，各地文物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

已达到 386 个，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 13.3%。这一数字还在增长。 

    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也与联合国系统、全球公民社会展开合

作，共同推进文化遗产及文化多样性保护。2008-2011 年，在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支持下，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云南和贵州

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等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

合作，在云南陇川县和贵州雷山县协调开展了“中国文化与发展

伙伴关系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参与式手工艺调查与基线调

查”。 

    互联网的兴起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交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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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不少文化类专题网站。“微博”技术的

商业应用更是使公众间的信息传递和思想交流变得便捷。它们也

使公民社会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互动变得容易。 

 

四、实施《公约》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挑战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意识

到文化建设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

的发展依靠改革和开放。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使中国逐渐增强了

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和自信，也体会到坚持文明间不间断对话的

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一直把实施《公约》与自身的文化发展看

作是同一进程。 

    中国在努力探索文化发展的道路。近 10 年间，中国国内的

文化发展局面逐步拓展。文化市场的发展催生出越来越多的优质

文化产品；更多中国艺术家、媒体走向世界；也有更多世界各国

的艺术产品与服务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所有

这些都可以视为中国在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做出的努

力。 

    经过持续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的文化市场已经打开了大

门；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不同所有制的文化企业有序参与的格

局开始形成。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的贯彻，中国的文化产业

快速起步，产业门类越来越齐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2006-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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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平均增速。新兴文化产业业态迅速崛起，拓宽了文化产业领

域，拉动了文化消费。 

    近 5 年，国家财政有意识地提高了对文化特别是公共文化服

务的投入，增幅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使其在国家财政

中的占比显著提高。通过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实施，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渐具雏形。到 2010 年底已基本实现县县有文

化馆、图书馆，乡乡有综合性文化站的目标。各大中城市中的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非遗址类）博物馆、美术馆绝大部分已实

现了对公众免费开放。 

    中国的发展存在区域间不平衡的状况，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的

滞后也直接带来当地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低迷。通过差异性公共文

化服务政策及相应的转移支付措施，中国政府近年来特别注意改

善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条件。与 5年前相比，这

些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及公共文化产品消费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806 个、

艺术表演场所 177 个、图书馆 636 个、文化馆 776 个、文化站

7842 个、博物馆 344 个。民族地区初步实现省、市、县、乡（镇）

四级文化设施网络。除了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东、西部不同省区

间开展对口支援是中国政府所积极倡导的。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

的援建项目不仅包括各类学校，也包括影剧院、图书馆等各类公

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中国努力促进世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迄今已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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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开办了 350 多家孔子学院传授汉语；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首

都开办了 9处中国文化中心，向各国公众介绍中国的悠久文化。

中国的电视节目已经在世界各大洲、各主要国家、各大都市落地。

中国的版权输出总量在近 5 年里有近 3 倍的增长，有 1500 多种

图书在海外出版。 

    尽管中国的文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也面临着广泛

而深刻的变革，面临着一系列新境遇、新问题。中国文化发展同

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例

如公共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公共政策对原创的支持明

显不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

均衡；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在推动国家文化发展时所遇到的严峻挑战。 

挑战又是很具体的。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最终是要强化文

化间的对话与交往。而文化交往的直接障碍是语言间的差异，无

论是在国际间，还是在国内的不同民族间。多种语言能力的培养

无疑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增加了生活的成本。如何使

人更容易地突破语言障碍，如何能够提高语言教育的质量和效

率，这是一项极为紧迫也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总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文化发展相对缓

慢。中国政府深感促进文化发展之不易、激发民族创造性之不易、

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之不易、推动国内文化体制改革之不

易，以及在国际场合开展建设性文明对话之不易。我们要以百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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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坚忍不拔的精神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政府已经宣示了自己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国的和平发展

是立足于国内自主发展的，要让全体中国人民普遍分享改革开放

和经济增长的成果，通过实现社会公正更好地激发中国人民的创

造性，通过创新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中国经济的活力。这样，

中国发展的同时将带来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

开国际合作，我们相信合作可以带来共赢。合作的基础是互信，

互信来自对话与沟通，而文化交流就是最具善意的沟通。中国不

仅希望看到一个文化多样性更丰饶的世界，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宽

容、更少偏见、更多公正的世界。 

    中国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和平发展。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取

决于它对国际新秩序的创造性构想，取决于每个中国公民身上创

造力的发挥，也取决于它与世界各种文化的深层理解和融合。语

言、艺术与文化的充分交流是将这些构想变为现实的基本方式和

华美前奏。所有这一切，都是观念和现实的汇通，都是挑战与机

遇的碰撞。因此对中国来说，文化发展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促进

和保护，当前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政策趋势仍将是促进发展、保护

资源、注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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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补充数据和信息 

 

    一、主要资料来源和链接 

    《中国统计年鉴 201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

版，2011 

    《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2011》，文化部财务司编，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出版，2011 

    《2011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发展研究中心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 2011》，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

业发展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2011 

    《文化蓝皮书：2011 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 

    《文化蓝皮书：2009 年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 

《2011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1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 年 7 月）》，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 

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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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www.miit.gov.cn 

    文化传通网，http://www.culturalink.gov.cn 

    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http://www.cssn.cn 

中国艺术研究院，http://www.zgysyjy.org.cn 

二、对现有统计数据的报告 

    2.1 人口统计学背景 

    1）人口结构 

    2010 年，中国总人口数为 13.4091 亿。年平均增长率为

5.7‰。其中，0-14 岁有 2.2259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16.6%；

15-64 岁有 9.9938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74.5%；65 岁及以上的

有 1.1894 亿，占总人口的 8.9%（《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93-94 页）。 

2）流动人口 

2010 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 2.21 亿（《2011 年中国流动人

口 发 展 报 告 》 数 据 ， 转 引 自 中 国 新 闻 网 ：

http://www.chinanews.com /gn/2011/05-30/3077449.shtml 

http://www.chinapop.gov.cn/stjzz/xcjys/xcptj/201109

/t20110928374917.html）。 

    3）语言与识字状况 

    唯一官方语言为汉语普通话。汉语在国内有 8大方言区；国

内少数民族语言有 5个语系、10 个语族、15 个语支约 80 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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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全国的文盲人口为 5466 万人，文盲率为 4.08%；识字

率为 95.92%（《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102 页）。 

    2.2 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流通 

1）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总流量 

2007-2010 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口分别为 2243、2154、

2082、2718 百万美元；出口分别为 10677、13688、10417、11668 百

万美元（数据由商务部提供）；文化服务进出口状况未详。 

    2）翻译作品量 

    出版译著总数及在国外翻译并出版的书目总数均未详。 

    2.3 文化产品生产、销售 

    1）电影 

    2007-2011 年共生产故事影片 2348 部，其中 2007 年 402 部，

2008 年 406 部，2009 年 456 部，2010 年 526 部，2011 年 558 部。

2007-2011 年合拍电影总计 213 部，其中 2007 年 33 部（占故事

片总数 8.2%），2008 年 45 部（占比 11.1%），2009 年 27 部（占比

5.9%），2010 年 42 部（占比 8%），2011 年 57 部（占比 10.2%）。

2009 年，国有电影制片厂共 38个。2011 年，共有院线 39家，其

中，30 条国有院线，6 条民营院线，3 条国有、民营联合院线，

院线内影院 2803 家（数据由广电总局提供）。 

    2）广播/电视 

2010 年，新闻资讯类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为 2070300 小时；

专题资讯类节目播出时间为 1797300 小时；综艺益智类节目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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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1396700 小时；广播（影视）剧类节目为 7274900 小时；

其它类节目为 1768600 小时。 

目前吉林省朝鲜语广播节目年播出时间为 6965 小时。四川

广播电视台民族频率全年播出时间为 7117 小时，播出语种为藏

语、彝语、汉语。 

云南广播电视台使用傈僳、拉祜、景颇、德宏傣语、西双版

纳傣语 5 种少数民族语言播音，全年播出 2920 小时。云南省各

州市广播电视台少数民族语节目全年播出 21443 小时。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年播出 14118 小时。 

青海广播电视台藏语卫视综合频道全年播出节目 5840 小

时，藏语广播节目的年播出时间为 6266 小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年播出时间约为

363175 小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蒙古、哈萨克、朝鲜、

藏、维吾尔语频率年播出时间 20440 小时。 

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蒙古语部每天对内播出 2 小时节

目，全年共播出 730 小时；对外广播每天播出 24 小时，一年共

播出 8760 小时。朝语部每天对内播出 1 小时节目，全年共播出

365 小时；对外广播每天播出 2小时，一年共播出 730 小时。 

2010 年，中国对外广播节目播出时间为 67.04 万小时。对

外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为 31.72 万小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

展研究中心编：《2011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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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31 页）。 

    按制作类型分类（本国/外国）的节目（电视和广播）年播

出时间未详。 

    3）图书（正式出版数、出版商数、书店数） 

2010 年全国图书出版 328387 种，期刊出版 9884 种，报纸

出版 1939 种（《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903 页）。 

2010年，全国图书出版社共581处，出版物印刷厂共8484处，

印刷物资公司共 208 处，音像出版单位共 374 处（《中国新闻出

版统计资料汇编 2011》，第 261 页）。 

2010 年，全国出版物发行机构数为 167882 处。其中，国有

书店及国有发行点为 9985 处，供销社为 1520 处，出版社为

462 处，网上书店为 174 处，文化教育广电邮政系统为 39264 处，

新华书店系统外批发网点为 6483 处，集体个体零售为 109994 处

（《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909 页）。 

    4）音乐 

2010 年，全国录像制品出版 10913 种，合计 18528.93 万张

（《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905 页）。全国录音制品出版合计

10639种，合计23854.96万张（《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907页）。 

    2.4 文化消费/参与 

    1）居民年出席多次文化活动如音乐会、剧场的百分比，（尽

可能）按性别年龄分解 

2010 年全国艺术表演的观众人次为 132719 千人次。按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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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划分，观看剧院类演出为 39843 千人次，观看影剧院演出为

61846千人次，书场、曲艺场为970千人次，杂技、马戏团为1979千

人次，音乐厅为 3806 千人次，综合性演出为 19775 千人次，其

它艺术表演场馆为 4500 千人次（《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886 页）。 

    多次进入剧场的人数百分比未详；按性别年龄细分未详。 

    2）千人中进电影院人数 

2010 年，观看影剧院演出为 61846 千人次（《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886 页）。 

    3）图书销售 

2006-2010 年，累计生产图书 138.6 万种、339.7 亿册。年

报纸发行量超过 452 亿份；期刊发行量 32 亿册，人均年拥有图

书数量 5.35 册，人均年拥有期刊数量 2.6 册，每千人拥有报纸

份数 102.2 份（数据由新闻出版总署提供）。 

    4）家庭拥有设施（居民百分比） 

家庭拥有电视机数量为 126.12 台/百户（截至 2009 年底）。

其中，城镇为 135.65 台/百户，农村为 115.59 台/百户（资料来

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中国统计年鉴 2010》）。 

拥有个人电脑的比率为 36.6 台/百户（截至 2009 年底）。其

中，城镇为 65.74 台/百户，农村为 7.46 台/百户（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www.stats.gov.cn，《中国统计年鉴 2010》）。 

    2.5 联络、基础设施、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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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人拥有移动电话用户数 

约 678 人/千人（截至 2011 年 7 月底）（资料来源：工业和

信息化部网站 www.miit.gov.cn，《2011 年 7 月全国通信业运行

状态》）。 

    2）千人互联网用户数 

    362 人/千人（截至 2011 年 6 月底）（资料来源：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 年

7 月）》）。 

    3）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36.2%（截至 2011 年 6 月底）（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 年 7月）》）。 

   4）网络报纸数量 

    未详。 

    5）网上广播电台数 

目前中国提供音频广播服务的网站有两种类型。第一种专

门转播传统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目前，经广电总局批准从事电

台广播节目转播业务的网站有 140 余家，其中包括广电单位开办

的网站 119 家；民营企业开办的网站 15 家；其它国有企业和事

业单位开办的网站 9家。第二种是自己制作音频广播节目在互联

网上进行传播的网站。目前，经广电总局批准编排网络广播节目

的网站共有 25 家（数据由广电总局提供）。   

6）公共广播和电视机构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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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所有广播电视机构都是公共的。 

    7）社区广播电台数 

未详。 

    2.6 经济与财政 

    1）文化活动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 

2010 年，中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为 11052 亿元，占

当 年 GDP 比 重 达 2.75% （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http://www.stats.gov.cn/ tjfx/fxbg/t20110916_402754453.htm）。 

    2）文化（产业）就业人口百分比 

2010 年，全国文化文物机构从业人员总数为 2107926 人。

其中，艺术业从业人员为 265136 人；公共图书馆业为 53564 人；

群众文化服务业为 141002 人；艺术教育业为 12347 人；文化市

场经营机构为 1388868 人；文艺科研机构为 3672 人；文物业为

102471 人；其它文化及相关产业为 135236 人（《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883 页）。 

中国 2009 年底总就业人口 77952 万，估算文化（产业）就

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为 0.27%（《中国统计年鉴 2011》，

第 21 页）。 

    3）公共支出：政府文化支出 

2005--2011 年，中央财政对文化部财政拨款累计投入达

215 亿元。2005-2011 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累计投入达 178 亿元。

自 2005 年以来，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二期、国家博物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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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国家话剧院剧场等一批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相继建成，

概算总投资达 74 亿元（数据由文化部提供）。 

    4）家庭的文化娱乐开销 

2010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性支

出为 1627.64 元，其中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性支出为 406.96 元

（《中国统计年鉴 2011》，第 334 页）；农村居民的人均教育文化

娱乐消费支出未详。 

    2.7 国际合作 

    1）分配用于文化的官方发展援助（在整个可供分配的官方

发展援助中的大致百分比）。 

    最近几年，中国对外文化物资援助一般掌握在每年 2亿元人

民币以上规模。2007-2010 年，中国举办了 28 期文化类援外培

训班，共培训 588 人。2007-2010 年，中国对外建成文化类援助

项目共计 17 个，占同期援外项目总数的 8.5%（数据由商务部提

供）。 

    2）收到的分配用于文化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净值（按美元计） 

    2007-2010 年，中国接受用于文化领域的无偿援助净值（不

含财政合作及其项下赠款）共计 366 万美元（数据由商务部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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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 

履約報告 

 

章節一：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尊重文化藝術

的創作及表達自由，並致力營造一個有利傳統和當代文化藝術發

展的環境。除基本建設工程開支外，政府於 2010/11 年度在文化

藝術方面的開支超過 28 億港元，較 2007 年的 25 億港元增加約

13%。 

香港已發展為亞洲重要的文化藝術樞紐，擁有充滿生氣和多

元化的文化景象。於香港舉行的文化節目和活動數目眾多，涵蓋

的藝術範疇亦十分廣泛，當中包括音樂、歌劇、舞蹈、戲劇、戲

曲、電影、視覺藝術，以及多媒體與跨界別藝術。這些節目和活

動全年不斷舉行，包含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展現傳統和當代的藝

術。香港有超過 1 000 個演藝團體。於 2008/09 年度，本港共上

演了 3 742 個表演藝術節目及 6 866 場表演，吸引 312 萬名觀眾

人次。視覺藝術方面，除了常設展覽外，香港一年還有 1 439 個

涵蓋不同藝術媒體的展覽。 

在 2010 年，公共博物館的總入場人數達至 544 萬，而香港

公共圖書館的外借圖書館資料則達至 6 006 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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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設有世界級文化藝術設施的西九文化區將為香港

的文化藝術領域注入新動力，並提供更完善的文化基礎設施，推

動香港文化藝術的多元發展。 

 

章節二：措施 

香港是亞洲重要的文化藝術樞紐，擁有充滿生氣和多元化的

文化景象。於香港舉行的文化節目和活動數目很多，涵蓋的藝術

範疇亦十分廣泛，當中包括音樂、歌劇、舞蹈、戲劇、戲曲、電

影、視覺藝術，以及多媒體與跨界別藝術。這些節目和活動全年

不斷舉行，包含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展現傳統和當代的藝術。舞

蹈包括芭蕾舞、傳統舞蹈、現代舞蹈和民族舞(如佛蘭明高舞、印

度舞等)。戲劇包括中西方話劇、偶劇和音樂劇。音樂包括中西古

典/傳統音樂、當代音樂、聲樂和歌劇。戲曲包括粵劇、中國戲曲

和戲曲演唱。中國戲曲包括粵劇以外的其他地方戲曲，例如京劇

和崑曲。跨界別藝術包括所有於一個演出中包含多於一種藝術形

式的節目。視覺藝術包括：中國書畫、篆刻；西方平面藝術如版

畫、壁畫、漫畫等；立體藝術品如陶藝、雕塑、裝置藝術等；以

及攝影、混合素材、新媒體、設計、建築等等。 

香港有超過 2 000 個主辦/製作節目的單位，包括舞蹈、戲

劇、音樂、戲曲和綜藝節目的演藝團體。根據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藝

發局)進行的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 2008/09，香港一年上演了

3 742 個由傳統至前衞的表演藝術節目，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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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國際文化節目。視覺藝術方面，除了常設展覽外，香港一年

還有 1 439 個涵蓋不同藝術媒體的展覽，例如書法、繪畫、篆刻、

版畫、雕塑、陶藝、攝影、電子、建築及文物等，以迎合社會上

不同觀眾的興趣。此外，香港一年舉辦了 49個電影節和獨立/專

題放映活動，提供 808 個電影節目，讓市民欣賞不同類型的本地

和國際電影。 

2.1 文化政策和措施 

文化及藝術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的文化藝術政

策包含以下主要元素： 

(i) 尊重創作及表達自由；  

(ii) 提供更多參與機會，並鼓勵社會人士積極參與； 

(iii) 鼓勵在藝術上追求卓越及多元均衡發展；以及 

(iv) 提供有利的環境(場地、撥款、教育及行政)。 

這項政策與香港這個自由、多元和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一脈

相承。政府作為促進者，一直致力確保文化藝術的創作及表達自

由，並營造一個有利當代和傳統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 

政府一直與合作伙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即發展藝術節目、

加強人才培訓、推廣藝術教育和拓展觀眾以及促進文化交流)強化

香港的文化軟件。除基本建設工程開支外，政府每年用於文化藝

術的開支超過28億港元，並為2010/11年度起的五個財政年度，額

外預留4.86億港元，藉此加強支援本地藝團、培育藝術行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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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參與文化活動、推廣公共藝術、推動粵劇發展和承傳，

以及強化香港藝術節的節目陣容等。 

在制訂文化藝術政策的過程中，民政事務局負責協調相關政

策局和部門的工作、與藝術團體保持密切聯繫，以及聆聽各界意

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是民政事務局轄下負責推行文化

藝術推廣工作的機構。 

為公眾提供多樣的文化表現形式 

文化設施 

博物館  

康文署轄下有十四所博物館、一所電影資料館、兩間文物中

心及一間視覺藝術中心。這些博物館均以專業化的管理務求為保

存和展出藏品提供理想的環境。除了常設展覽外，康文署每年均

舉辦大型專題展覽，以吸引更多市民參觀博物館。博物館亦會舉

辦不同的推廣活動，包括電影觀賞、示範、工作坊及巡迴展覽，

進一步推廣博物館服務。 

康文署採用質量並重的指標來衡量博物館的表現。另外，康

文署亦進行全港性的意見調查，聽取公眾對博物館設施和服務的

意見。在 2010 年，康文署博物館的總入場人次為 544 萬，約九成

參觀者表示對博物館感到滿意。 

除了康文署轄下的公共博物館外，本港也有一些由非政府機

構營運關於不同主題的私營博物館，為香港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博

物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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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康文署轄下的香港公共圖書館現時由 67 間固定圖書館和 10

間流動圖書館組成，館藏豐富完備，當中包括書籍及多媒體資料。

直至 2011 年 3月 31 日，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登記讀者多達 391 萬。 

香港公共圖書館一向本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

言》中所載的信念服務市民。公共圖書館是開展教育、傳播文化

和提供資訊的有力工具，亦是向市民傳達和平觀念和豐富精神生

活的重要媒介。在推廣創造文化多樣性方面，香港公共圖書館透

過以下的途徑服務市民大眾： 

(i) 作為資訊中心，為公眾人士提供免費設施，俾能輕易獲

取有關各學科及其 新發展的資料作為資訊中心； 

(ii) 作為推廣香港文學活動和文學研究的中心，促進市民

對文學創作和研究的興趣，鼓勵和推廣文學寫作，保存香港文學，

以及促進文化交流；及 

(iii) 提供時事、興趣和消閒的資訊，讓市民的日常生活增

添姿采。 

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履行承諾，與非政府機構聯手舉辦多元

化的文化活動，通過閱讀及文學藝術，推廣一個以知識為本的社

區。這些為長者、主婦、兒童及在職人士等不同層面的讀者舉辦

的定期及非定期活動，能促進市民參與公共圖書館的服務。 

表演設施 

由康文署管理的 15 個表演設施為全港文化活動的焦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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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兩個全港性的表演藝術場地(即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大會

堂)、11個地區文娛中心及兩個室內體育館(即香港體育館和伊利

沙伯體育館)，座位數目由 400 至 12 500不等。透過一套公開及

透明的租用政策，市民大眾及文化界人士均可租用這些場地。  

另一方面，康文署亦積極開拓其轄下管理設施以外的表演場

地，以進一步支援本地藝術家在社區成長和發展。康文署在大學

和教育機構的場地，例如香港演藝學院(演藝學院)、香港兆基創

意書院，以及不同大學的會堂都有舉行表演。 

文化節目及藝術教育 

康文署全年不斷提供多元化而均衡的本地和海外文化節

目。多個大型藝術節每年都會舉辦，包括夏季的中國戲曲節和國

際綜藝合家歡，以及秋季專題藝術節(即隔年交替舉行的新視野藝

術節和世界文化藝術節系列)。康文署亦會撥款資助每年在春季舉

行的香港藝術節。 

除大型藝術節外，康文署亦全年不斷舉辦高水平的文化節

目，演出者包括本地中小型演藝團體和個別藝術家，以及國際知

名的藝團和藝術家。康文署所有節目的票價均定在合理而可負擔

的水平。每年獲民政事務局撥款資助的本地九個主要演藝團體(即

香港管弦樂團、香港中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舞蹈團、香

港芭蕾舞團、城市當代舞蹈團、香港話劇團、進念二十面體及中

英劇團)亦全年不斷提供優質的表演節目。 

為提高學生和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認識，康文署在全港學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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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均舉辦多項免費的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活動。 

康文署轄下的音樂事務處為公眾人士，尤其是青少年，舉辦

一系列的音樂教育活動，包括音樂培訓班、音樂欣賞講座和工作

坊。這些活動涵蓋中、西及其他文化的音樂。音樂事務處舉辦的

音樂推廣活動歡迎社會各階層人士參加，部分活動更是專為弱勢

社群而設。 

康文署和主要演藝團體的節目備受市民歡迎，在 2010 年便

舉行了超過 1 500 場收費表演，以及約 19 000 項觀眾拓展和藝術

教育活動，接觸超過 125 萬名觀眾。 

根據由藝發局進行的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如包括由不同藝

術團體、社區組織和教育機構等舉辦，不論是收費或免費的文化

節目，本港於 2008/09 年度共錄得 6 866 場表演，接觸超過 312.3

萬名觀眾。 

另一方面，康文署亦推出多項文化活動，以配合個別人士或

社群的特殊情況及需要。例如，為支持殘疾人士獲得平等機會參

與文化活動，以及向市民推廣藝術，藝術推廣辦事處於 2009/10

年度與香港耀能協會、救世軍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合作，為復

康人士籌辦一連串手織布藝工作坊和展覽。 

除此之外，政府推出了不同措施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會、推

廣種族和諧及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民政事務總署透過推行計劃

或資助非政府機構的工作，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包括青少年

文化交流與融合學習計劃、語言學習班，以及採用少數族裔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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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的電台節目。同時，康文署全年亦不斷為少數族裔舉辦不同

類型的文化活動，並鼓勵社會參與。 

自 2001 年起，康文署每年均會與多個亞洲國家的駐港總領

事館或領事館合辦戶外嘉年華「亞裔藝采」，呈獻由居港亞裔人士

演出的傳統音樂和舞蹈表演。在「亞裔藝采 2011」，超過 150 位

來自八個亞洲國家的亞裔藝術家參與了民族歌舞表演。 

康文署所舉辦的藝術推廣計劃，亦鼓勵本地南亞裔兒童和家

庭以不同形式參與，包括提供版畫和畫作以供展出、與藝術家合

作為網上展覽創作攝影作品，以及參加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的

導賞團和遊戲。 

另外，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與不同的社區組織合作，為少數

族裔籌劃推廣閱讀的活動，例如閱讀計劃、工作坊、讀書會、導

賞團及故事閱讀等。香港公共圖書館將會進一步加強與這些團體

的聯繫，以促進種族和諧及向其成員推廣圖書館活動。 

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是政府一項重要的策略性投資項目，以配合香港

文化藝術界的長遠發展。政府於 2008 年成立名為「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西九管理局)的法定機構，並向西九管理局提供 216 億港

元的一筆過撥款以推行西九文化區項目。西九文化區將會成為一

個綜合文化藝術區，擁有一流的設施、傑出的人才、地標式建築

和高質素的節目，成為本港市民及外地遊客不容錯過的好去處。 

西九文化區面積達 40 公頃。西九管理局將分階段提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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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及規模的表演藝術場地，當中包括大型表演場地、音樂廳、

演奏廳、戲曲中心、音樂劇院、中型劇場、黑盒劇場、演藝劇場、

戶外劇場和自由空間等，並設有一所以 20至 21 世紀視覺文化為

主題的博物館M+，以及以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為焦點的展覽中

心。這些設施的組合因應各種藝術形式的發展需要來設計，讓不

同年齡、界別和階層的人士均可享受多元化的文化藝術活動。 

「往來便捷」和「連接社區」是西九管理局採納的其中兩項

規劃設計原則，旨在讓每個人都能夠接觸文化藝術，並把西九文

化區與市民的生活連接起來。 

培育本地藝術家 

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學院是一所於 1984 年按照法例而成立的高等學府，提

供表演藝術及相關科藝的專業教育、培訓及研究設施，並頒授相

關學位。演藝學院開辦由文憑至碩士不同程度的課程，涵蓋舞蹈、

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台及製作藝術和中國戲曲等範疇。演

藝學院的教育理念重視中西文化傳統，並提倡跨學科學習，反映

香港文化的多樣性。 

每年演藝學院的全日制課程培訓約 750 名學生，而初級課程

則有約 800 名學生。此外，演藝學院於 2001 年成立演藝進修學院，

為不同年齡的公眾人士、機構及殘疾人士提供有關表演藝術、舞

台、製作藝術和電影電視的兼讀進修課程及在職專業培訓。在

2010/11 學年，演藝進修學院提供約 320 項課程，供 5 600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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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修讀。 

演藝學院的表演藝術教育中心有系統地籌辦不同類型的外

展教育活動，藉此栽培有才華的本地年青學生，為他們將來修讀

演藝學院的大專及學位課程作好準備。自 2005 年起，演藝學院

便與教育局合作舉辦兩個特別為在校學生而設計的戲劇及舞蹈應

用學習課程。此外，表演藝術教育中心積極舉辦各類社區參與活

動，目標是向本地青少年推廣藝術教育及促進社會共融。 

另一方面，演藝學院亦開辦青少年音樂課程及青年精英舞蹈

課程，為具備音樂或舞蹈天賦的本地青少年提供特設的培訓。學

員會在演藝學院資深音樂或舞蹈老師的指導下，接受提升技巧和

藝術造詣的培訓。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康文署轄下的香港視覺藝術中心提供優良設備，讓藝術家進

行有關雕塑、版畫及陶瓷的研習，同時方便他們從事藝術創作和

舉行不同類型的視覺藝術活動。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設有九間藝術

工作室、一個演講廳、一個展覽廳及兩間多用途活動室，供藝術

家及藝術團體租用。此外，香港視覺藝術中心亦經常舉辦各類型

的藝術活動，包括工作坊、展覽、示範、講座及藝術家留駐計劃

等，以促進藝術家交流意見及培育新進藝術家。 

由大專院校開辦的視覺藝術和藝術行政課程 

有關視覺藝術和藝術行政方面，本港不同的大專院校，例如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均有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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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副學位、學位及研究生課程，為熱衷於文化藝術的學生

提供專業的培訓。 

其他主要機構在推廣文化藝術的工作 

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是由政府於 1995 年成立的法定機構，專責策劃、推

廣及支持香港藝術的整體發展(包括文學、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電影及媒體藝術的發展)，其主要角色包括提供資助、制定政策、

策劃、倡議、推廣、發展及籌劃活動等。藝發局現時的發展策略

是透過研究、拓展觀眾、藝術教育、支援藝術團體及藝術家、加

強文化交流、發掘社區資源及強化合作關係，以推廣及支持藝術

發展。 

藝發局的其中一個主要職責是透過各項資助計劃支持社區

籌辦的藝術活動，所有公眾人士均可申請資助。另外，藝發局亦

設有特定的資助計劃，配合不同社會上群組的需要，例如「新苗

資助計劃」和「青少年文化藝術義工計劃」便以青少年為對象。

藝發局每年亦有向殘疾人士組織或展能藝術計劃提供資助。由

2007/08 至 2010/11 的四年間，藝發局在這方面的資助多達 265

萬港元。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藝術中心於 1974 年根據《香港藝術中心條例》(第 304

章)成立，是一個財政獨立的機構。中心透過提供場地和舉辦藝術

節目為香港的藝術發展作出貢獻。中心亦積極推動藝術教育，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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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藝術學院於 2000 年成立，提供藝術、應用藝術、媒體藝術和

戲劇教育四個學術範疇的學歷頒授課程。 

2.2 國際合作與區域合作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本港與中國其他地區和海外國家的文化

交流。 

文化合作框架、平台和委員會        

為加強大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合作，廣東、香港和澳門已

建立文化合作平台，以便三地開會商議、落實及跟進各項合作措

施。三地已同意提供表演場地、圖書館、博物館等基礎設施，藉

此形成交流合作平台，並就加強文化交流訂下合作機制。 

香港亦已加強與台灣的文化合作，並於 2010 年成立港台文

化合作委員會，以促進香港與台灣的文化交流。 

為加強香港與其他國家在文化藝術方面的合作，政府已經與

多個國家制定相關的文化合作框架，包括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

錄。政府至今已經與 13個國家簽訂有關備忘錄。 

文化交流活動 

為使本地藝團和藝術家有機會向香港以外的觀眾展示他們

的作品，同時讓藝術界和公眾人士有機會欣賞海外藝團和藝術家

的作品，政府與世界各地的文化組織和機構攜手舉辦多項文化交

流活動。在 2009/10 年度，康文署轄下的文化節目組和藝術節辦

事處舉辦及贊助了 94個海外藝團和藝術家的 221 場表演。康文署

轄下博物館亦會邀請海外機構來港舉辦展覽，以及在海外舉辦展

 46 



覽以推廣香港的文化藝術。例如，由康文署和香港設計師協會合

辦的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 2010，便吸引到來自 43 個國家或地區

的 1 056 名設計師和組合參加海報設計比賽。大會更挑選優秀作

品展出，以展示全球海報設計的趨勢。 

為向外推廣本地藝術家的優秀作品、擴闊本地藝術工作者的

經驗和視野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文化大都會的形象，藝發局一直

支持本地藝術家和藝術團體參與的文化交流計劃。於 2011 年，藝

發局提供兩項相關的資助計劃，分別為「文化交流計劃資助」及

「中港文化交流計劃資助」。 

另一方面，演藝學院設有職員發展基金，以加強教職員的專

業發展，例如到國內外進行文化交流活動。至於訪港文化交流活

動方面，演藝學院每年都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及專才來港，短

期駐校為學生授課，或以訪問藝術家的身份舉辦大師班及工作坊。  

2.3 將文化納入可持續發展政策 

上文第 2.1 段已提到，政府的文化藝術政策包括提供更多參

與機會、鼓勵社會人士積極參與和提供有利的環境。 

公共藝術和社群藝術 

為了在社區推廣文化藝術，康文署於 2001 年初成立藝術推

廣辦事處。藝術推廣辦事處的宗旨是透過提高公眾對藝術欣賞和

創作的興趣和能力，把視覺藝術融入市民大眾的生活。為達到這

個宗旨，藝術推廣辦事處一直舉辦不同的公共藝術及社群藝術活

動，並與區議會及不同藝術團體結為策略性的合作伙伴，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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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帶到社會各階層。例如，藝術推廣辦事處一直積極與政府各

部門協調，在現有和規劃興建中的政府設施如公園、體育運動場、

政府辦公大樓等的公共空間注入藝術元素。 

另外，民政事務局於 2009/10 年與本地的大學合作舉辦了一

項嶄新的社群藝術計劃「藝綻@冬日」，在四個公園內展示由大學

生和新進藝術家創作的藝術品。計劃旨在讓更多市民接觸藝術，

並提供平台給予新進藝術家展示才能。展覽期間共吸引超過二十

萬人次的觀眾，其中約一萬五千名市民和六千名中、小學生參與

了免費的配套活動，包括導賞團、舞蹈表演、講故事、遊戲活動

等。  

由公共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採取的措施 

博物館  

為鼓勵不同的社群參與博物館活動，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一

直舉辦為兒童及家庭而設有關文化、歷史及藝術的展覽、講座、

學校節目和劇院節目。博物館亦提供導賞服務，讓參觀人士在博

物館中得到更多的體會。 

圖書館 

在香港公共圖書館 2009 至 2018 年策略計劃中，香港公共圖

書館的策略目標包括： 

(i) 在社會各層面培養閱讀文化； 

(ii) 向大眾推廣文化；以及 

(iii) 與非政府機構合力服務市民大眾，特別是特定社群。 

 48 



策略上，香港 18區區議會由 2008 年起共同參與管理公共圖

書館服務，進一步加強區議會、非政府機構、市民大眾和政府在

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方面有效的伙伴關係。為達致系統性合作所

產生的協同效應，圖書館提供了切合不同人士的服務，並成立更

多的社區圖書館，以及舉辦更大型及多元化的推廣活動，讓圖書

館服務推廣至社會各階層。這對帶動公平獲取知識及達至社會和

諧共融是十分重要的。 

為配合這些策略，18區的圖書館已經與區內社區團體建立更

密切的合作關係，攜手發展和籌辦更切合社區需要的圖書館服務

及活動。透過區議會的撥款資助，圖書館亦能進一步優化設施及

舉辦更多推廣活動，以推廣閱讀及鼓勵終身學習。 

非物質文化遺產 

政府重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致力提升社會對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認知及對保護這種香港文化資源的重視。政府不但支持本

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推廣工作，並且鼓勵社會參與，

令香港的文化傳統得以延續和發展。 

政府在康文署轄下的香港文化博物館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

產組，負責執行保護工作。此外，民政事務局於 2008 年成立非物

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委任本地學者、專家和社區人士為委員，

就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向政府提供意見。 

香港特區政府聯合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通過中

央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並於 2009 年成功將粵劇列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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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為三地首個共同擁有的世界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四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 長洲太平清

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大坑舞火龍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於 2011

年成功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政府亦正進行全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以編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在保護和推廣粵劇藝術方面，民政事務局於 2004 年成立了

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粵諮會)，就推廣、保存、研究及發展粵劇

的政策及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為求能更符合粵劇發展的特定需

要，粵諮會的成員包括粵劇界不同專長的人士。為配合粵諮會的

工作，民政事務局亦於 2005 年成立了粵劇發展基金，目的為籌募

捐款支持和資助有關粵劇的研究、推廣及傳承的計劃和活動。 

2.4 保護受威脅的文化表現形式 

香港沒有發現瀕危或有迫切需要保護的文化表現形式。 

 

章節三：公民社會的認知和參與 

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 

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藝諮會) 於 2010 年 11 月成立，專責

就表演藝術資助、藝術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本地藝術發展事宜，向

政府提供意見。藝諮會的成員來自不同界別及專業，當中包括文

化藝術界人士及其他方面的專家。為強化本地藝術發展，藝諮會

於 2011 年 6月推行全新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藉此補足政府現有

各項資助計劃，以及鼓勵政府以外的機構為藝術提供贊助和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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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博物館、公共圖書館和表演藝術的專家顧問 

博物館 

為加強公共博物館的管理和營運，並使更多專業及社會人士

參與推廣博物館的工作，三個博物館諮詢委員會(藝術、歷史和科

學) 於 2010 年 10 月成立，分別就各個博物館的定位、商業發展、

推廣及管理策略向康文署提供意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專業人

士、學者、博物館專家、藝術家、收藏家、藝術推動者、企業家、

市場推廣和公關專業人士，以及擁有與不同博物館有關的專業知

識的社區領袖。 

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於 2008 年 5 月成立，負責就制訂圖

書館設施和服務的發展策略和措施；香港中央圖書館的角色、功

能和管理；以及鼓勵社會支持並與各界合作推廣閱讀風氣、終身

學習和文學藝術，向政府提供意見。 

表演藝術  

節目與發展委員會及六個演藝小組於 2006 年年底成立，職

責是向康文署提供有關演藝節目策略的意見，並且制訂發掘及支

援新進和小型演藝團體的計劃。 

另外，場地伙伴委員會於 2006 年 11 月成立，職責是向康文

署提供推行場地伙伴計劃的意見。該計劃旨在讓場地與演藝團體

建立伙伴關係，從而建立個別場地的藝術形象和特色、擴大觀眾

層面、充分善用設施及鼓勵社會各界參與藝術發展。在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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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康文署於轄下 11個演藝場地開展有關計劃。 

西九文化區  

為擬備西九文化區發展圖則，西九管理局舉辦了三個階段的

公眾參與活動。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已於 2010 年 1月初完成，

當中收集了社會對西九整體規劃的願景和期望。第二階段公眾參

與活動亦於 2010 年 11 月完成，諮詢公眾和持份者對三個概念圖

則方案的意見。在選取及優化由 Foster+Partners 設計的「城市

中的公園」概念圖則後，西九管理局於 2011 年 10 月舉辦了第三

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展出擬議發展圖則的有關資料。 

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發局不時舉辦主題式的論壇或諮詢會，藉此蒐集公眾對藝

術發展的意見，當中包括「藝術走進社區」、「藝術與社會服務」、

「藝術與義工」、「創意藝術教育」、「藝術村在香港的角色」等主

題的研討會及論壇。 

 

章節四：實施《公約》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挑戰 

上文第 2.1 段已提到，政府致力確保文化藝術的創作及表達

自由，並營造一個有利當代和傳統文化藝術發展的環境。下文將

交代我們自 2007 年起落實公約以來的各項主要成果，以及政府未

來推廣文化藝術的計劃。 

於 2010 年，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開支超過 28 億港元(不

包括基本建設工程開支)，較 2007 年的 25億港元增加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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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康文署轄下的博物館藏品 (包括電影資料館藏品) 由 2007

年的 106 萬項增至 2010 年的 126 萬項，而博物館的總入場人數則

由 2007 年的 506 萬增至 2010 年的 544 萬。 

康文署亦舉辦了各種大型專題展覽，包括於 2010 年展出的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各界反應熱烈，門票銷售數字打破了

本港多項紀錄，超過 90萬名香港市民和旅客在為期三周的展覽期

間入場欣賞。 

此外，康文署計劃在 2012 年舉辦乾隆花園和秦始皇文物大

展，利用新科技及嶄新的陳列方式，吸引市民進場觀賞。康文署

會着手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內籌建李小龍展覽廳，亦計劃更新多間

博物館的常設展，擴闊觀眾群。 

圖書館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圖書館館藏由 2007 年的 1 211 萬項增至

2010 年的 1 257 萬項，而外借圖書館資料則由 2007 年的 5 841

萬項增至 2010 年的 6 006 萬項。 

香港公共圖書館將繼續豐富館藏、加強參考和資訊服務、廣

泛應用資訊科技、並在社會上積極推廣良好閱讀風氣，以改善對

市民的服務。 

表演藝術 

康文署一直舉辦多元化兼富創意的演藝節目，並廣邀本地和

國際知名藝人參與演出。節目類型亦十分多元化，由供市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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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專題傳統節慶活動，以至在社區和學校層面舉辦的觀眾拓

展活動，包羅萬有。例如在 2009 年舉行的第三屆世界文化藝術節

名為絲綢之路藝術節，邀請了來自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頂尖藝

術團體來港演出，共有 35個訪港藝團和 45個本地藝團獻上超過

150 項表演節目和活動。當中除了 40場舞台表演節目外，還有各

式各樣的推廣活動，共吸引逾 17萬人次參加。 

另外，近年多位本地人才及藝術家奪得國際獎項。 

總結 

總括而言，政府將繼續積極提供表達自由、促進藝術創作和

擴闊參與文化藝術活動的環境。與此同時，政府將會繼續支持本

地藝術團體和藝術家，以推動本港文化藝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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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要資料來源及連結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年報  

http://www.lcsd.gov.hk/b5/ap.php 

- 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年報》 (第16章－文化、娛樂、康樂)  

http://www.censtatd.gov.hk/products_and_services/products/publications/sta

tistical_report/general_statistical_digest/index_tc_cd_B1010003_dt_detail.

jsp 

-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周年報告

http://www.wkcda.hk/tc/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index.html 

- 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報

http://www.hkadc.org.hk/tc/content/web.do?page=annualreports 

- 香港演藝學院年報

http://www.hkapa.edu/asp/general/general_about_academy.asp?mode=gui&lang=t

ch 

- 香港藝術中心周年報告 

http://www.hkac.org.hk/tc/annualreports.php 

香港有多個公共或私人機構及團體積極就公約所涵蓋的各

個範疇提供資料及知識。有關機構及團體的名稱及聯絡資料載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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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 聯絡資料 

民政事務局 

香港添馬艦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西翼 13樓

(852) 3509 8080 

(852) 2802 4893 

hab@hab.gov.hk 

http://www.hab.gov.hk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沙田排頭街1至3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總部 

(852) 2414 5555 

(852) 2603 0642 

enquiries@lcsd.gov.hk 

http://www.lcsd.gov.hk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9號港威大廈第6座

29樓 

(852) 2200 0217 

(852) 2895 1286 

 http://www.wkcda.hk/en/contact_us/index.html 

www.wkcda.hk 

香港藝術發展局 

香港英皇道太古坊和域大廈東翼 14樓 

(852) 2827 8786 

(852) 2519 9301 / 2824 0585 

hkadc@hkadc.org.hk 

www.hkad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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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團體 聯絡資料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 號香港演藝學院機構

傳訊處 

(852) 2584 8500 

(852) 2584 8739 

  corpcom@hkapa.edu  

www.hkapa.edu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灣仔港灣道 2號 

(852) 2582 0200 

(852) 2802 0798 

  http://www.hkac.org.hk/en/email.php 

www.hkac.org.hk 

2．對現有統計數據的報告 

2.1 人口狀況 

a) 人口結構 

人口數據 

「居住人口」方法 － 年底人口數字 

年份 男性 女性 總數 人口增長率

2007 3 292 900 3 659 900 6 952 800 0.6% 

2008 3 298 000 3 690 900 6 988 900 0.5% 

2009 3 302 900 3 730 600 7 033 500 0.6% 

2010 3 319 600 3 782 700 7 102 300 1.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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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齡組別劃分的人口百分比及年齡中位數 

 年齡組 年齡中位數 

年份 0-14 15-24 25-54 55-64 65+ 男性 女性 合計 

2007 13.3 13.1 50.7 10.3 12.6 40.3 39.7 39.9 

2008 12.9 13.0 50.6 10.9 12.6 40.6 40.0 40.3 

2009 12.5 12.8 50.5 11.6 12.8 41.1 40.4 40.7 

2010 12.1 12.6 50.1 12.2 12.9 41.5 40.8 41.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 

b) 移民 

請參考政府統計處於 2007 年出版的《主題性報告：內地來

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連結如下： 

http://www.bycensus2006.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96

2/06bc_pmr.pdf 

c) 語言及讀寫能力 

香港的法定語文為中文和英文。 

2.2 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流動性 

根據《200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報告：着力文化多樣性

與文化間對話》，2006 年的核心文化產品出口總額為 2.082 億美

元，而同年核心文化產品入口總額則為 35.932 億美元。 

2.3 文化生產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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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電影 

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區內製作的長片數目

（包括與中國內地合作

拍攝的電影）1
 

沒有數據 55 70 70 

合攝電影所佔的百分比1 沒有數據 ~50% ~50% ~50% 

電影院數目2
 47 47 49 49 

按每1 000名居民計算的

電影院數目 

0.0068 0.0067 0.0070 0.0069 

螢幕數目2
 182 189 201 208 

按每1 000名居民計算的

螢幕數目 

0.026 0.027 0.029 0.029 

1 註：只屬估計數字。現時並沒有關於香港製作的本地及/或合攝電影官方

數字。合攝電影大多是香港和內地合作拍攝的電影。 

2 資料來源：香港影院商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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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台／電視廣播 

按節目類別劃分的本地免費電視頻道1全年電視播放時間(時數) 

年份／節目類別 2007 2008 2009 2010 

戲劇 7 095  6 399  6 700 7 080 

新聞／天氣 4 851  4 648  4 872 4 900 

動畫：兒童 2 096  2 233 2 685 2 241 

雜誌式／清談節目 1 697  1 142 900 953 

商業／財經節目 4 237  4 618 5 427 5 899 

兒童節目 1 379  1 411 1 199 1 305 

賽馬節目 800  687 687 911 

長片 1 222  1 642 1 907 1 780 

音樂節目 782  830 751 766 

香港電台節目 638  571 591 590  

教育節目 1 744  2 467 381 404 

紀錄片節目 1 600  1 695 1 788 1 523 

體育節目 895  1 302 773 1 035 

動畫：非兒童 293  179 249 165 

為年青人和長者而

設的節目 
268  203 176 172 

時事節目 726  683 895 730 

廣告雜誌／ 

節目推廣 
244  202 204 186 

綜藝節目 251  397 1 178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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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節目 783  723 493 712 

為學校而設的節目 659  676  665 607 

宗教節目 不適用 不適用 555 2 

旅遊節目 不適用 不適用 361 271 

其他 1 382  1 162  1 097 2 121 

1 註：表內包括本地四個免費電視頻道(即亞洲電視本港台、亞洲電視國際

、無線電視翡翠台和無線電視明珠台)的全年電視播放時間。 台

資料來源：廣播事務管理局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的廣東話頻道節目來源
1
(百分比) 

年份／節目來源 2007 2008 2009 2010 

電視台製作 61.1% 63.9% 61.8% 63.4% 

獨立本地製作 8.7% 9.8% 11.7% 12.5% 

香港電台 2.6% 2.3% 2.5% 2.4% 

政府宣傳短片 1.7% 1.6% 1.7% 1.7% 

中國內地 8.0% 8.2% 9.7% 5.9% 

日本 8.9% 7.6% 6.9% 6.4% 

美國 0.4% 0.3% 0.2% 0.4% 

其他 8.7% 6.3% 5.6% 7.3% 

1 註：表內包括本地兩個免費廣東話電視頻道(即亞洲電視本港台及無線電

翡翠台)的數據。 視

資料來源：廣播事務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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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的英語頻道節目來源1(百分比) 

年份／節目來源 2007 2008 2009 2010 

電視台製作 9% 13% 15% 16% 

獨立本地製作 12% 9% 11% 12% 

香港電台 1% 1% 1% 1% 

教育局教育電視 4% 4% 4% 3% 

政府宣傳短片 2% 2% 2% 2% 

中國內地 15% 15% 15% 17% 

美國 35% 34% 32% 29% 

英國 12% 12% 11% 9% 

澳洲 2% 1% 1% 1% 

其他 9% 9% 9% 10% 

1 註：表內包括本地兩個免費英語電視頻道(即亞洲電視國際台及無線電視

珠台)的數據。 明

資料來源：廣播事務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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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書籍 

按行業小分類劃分的機構單位數目 

年份／行業小分類 2007 2008 2009 2010 

書籍、工商名冊及 

郵寄名冊出版 
590 560 610 670 

書報及文具零售店 2 040 1 980 1 870 1 78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d)音樂 

按行業小分類劃分的機構單位數目 

年份／行業小分類 2007 2008 2009 2010 

錄音及錄像零售店 310 300 290 290 

錄音及音樂出版活動 410 470 430 450 

音樂訓練 1 060 1 110 1 160 1 350 

藝術創作人、音樂人 

及作家 

60 50 160 23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63 



2.4 文化消費／參與 

a) 文化活動 

戶內文化節目 

按節目類別劃分的戶內文化節目觀眾人次 

年份／戶內文化節目類別 2007 2008 2009 2010 

管弦樂、器樂演奏會、演

唱會及歌劇1
 

180 112 152 713 225 248 171 634 

戲劇2 
 76 191 63 853 58 112 60 467 

芭蕾舞及其他舞蹈 71 626 94 649 58 998 72 437 

電影3
 332 206 75 832 91 528 87 517 

中國戲曲 110 259 127 795 102 508 108 805 

跨媒體藝術 63 934 66 099 57 661 64 053 

觀眾拓展活動 351 194 322 418 368 655 379 406 

其他4
 178 760 159 826 34 642 98 077 

註：數字包括康樂文化事務署主辦、贊助及合辦的節目，但不包括租場人

士舉辦的節目。 

1
數字包括中樂團及中國樂器演奏會。 

2
數字包括話劇、默劇、音樂劇及其他舞台藝術表演。 

3 
自 2008 年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電影節目辦事處不再為香港國際電影

節提供直接資助。因此，2008 年起的數字不包括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節目及

觀眾人次。 

4 
數字包括綜合表演、皮影戲、藝墟、獨奏會、雜技表演、魔術表演、座談

／研討會、校際朗誦節、校際音樂節、流行音樂會、鐳射及激光唱片音樂

會、社交舞會、的士高晚會及展覽。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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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博物館 

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博物館藏品 

(包括電影資料館藏品)

(百萬件) 

1.06 1.12 1.22 1.26 

博物館的入場人數 

(百萬人) 
5.06 4.75 4.56 5.44 

館內教育及推廣活動(項) 22 082 25 221 20 986 23 332 

館內教育及推廣活動的

參加人數(百萬人) 
1.08 1.02 0.84 1.05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公共圖書館 

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館藏資料(百萬件) 12.11 12.34 12.47 12.57 

外借的圖書館資料 

(百萬件) 
58.41 59.37 61.66 60.06 

推廣活動的數目 18 522 19 555 19 770 21 010 

推廣活動的參加人數 

（百萬人） 

17.00 17.94 19.02 19.55 

註：數字經調整至 接近的整數。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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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影 

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電影院入場人數 

（千人） 
20 212 20 652 20 310 22 466 

平均每人 

每張戲票售價1
 

（港元) 

52 53.7 58 59.6 

票房總收入2
 

(百萬港元) 
1 051 1 109 1 178 1 339 

1
 資料來源：香港影院商會有限公司 

2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c) 書報銷售 

按零售商類別劃分的零售業銷貨價值－ 

書報、文具及禮品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零售業銷貨價值 

(百萬港元) 
6 270 6 441 6 166 6 483 

註：上述數字所包括的零售業機構單位，是按其所從事的主要經濟活動劃

分。被劃分為從事其他行業的機構單位，如批發業，其零售銷售不包括在

上述數字中。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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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家居設備 

擁有電視機的住戶數目 

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擁有電視機 

的住戶數目 

（百萬） 

2.29 2.25 2.26 2.29 

擁有電視機的住戶 

所佔的百分比 

99% 98% 98% 98% 

資料來源：廣播事務管理局 

 

家中有個人電腦的住戶 

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家中有個人電腦 

的住戶 

(百萬) 

1.67 1.71 1.75 1.83 

家中有個人電腦的 

住戶所佔的百分比 

72% 75% 76% 79%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5 網絡連接、基建及接觸 

a) 公共流動電話用戶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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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按每1 000名居民計

算的公共流動電話 

用戶數目 

1 523 1 627 1 736 1 890 

註：數字是有關統計年度完結時的數字。 

資料來源：電訊管理局 

b) 互聯網用戶 

年份／詳情 2007 2008 2009 2010 

在統計前十二個月內曾使

用互聯網服務的十歲及以

上人士1（人數('000)） 

3 961.4 4 123.9 4 300.0 沒有資料

按每百名人口計算的固定

互聯網用戶數目2
 

35.8 36.4 38.1 40.4 

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
 註： 數字是有關統計年度完結時的數字，並根據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回覆

資料作估計，因此不包括非持牌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客戶的使用

。數子包括以撥號接駁的已登記客戶戶口（不包括互聯網網儲值

）、作撥號接駁用途的互聯網儲值卡、以私人租用線路接駁的已

記客戶戶口，以及寬頻互聯網接駁客戶戶口。 

的

者

卡

登

資料來源：電訊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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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網上報章 

截至 2011 年 10 月，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第 268 章)註冊

的網上報章共有 16份。 

d) 公共電台及電視機構 

香港電台是香港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 

2.6 經濟及金融 

a) 文化活動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百分比） 

年份 2008 2009 

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增加價值1 

佔本地生產總值2的百分比 

4.0% 4.1% 

1
 註： 增加價值是指文化及創意產業私營部分的直接經濟貢獻。 

2
 註： 本地生產總值指總增加價值。文化及創意業產的經濟貢獻以總增加

值計算的名義本地生產總值計算。這與常用的以當時市價計算的

地生產總值有少許不同。 

價

本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b) 文化產業僱用人數的百分比 

年份 2008 2009 

文化及創意業產僱用人數1
 

佔總就業人數2的百分比 

5.4% 5.4% 

1
 註：指文化及創意產業私營部分直接僱用的人數。 

2  
註：總就業人數的數字為「就業綜合估計數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69 



c) 公共開支：政府文化開支 

正如本報告第 2.1 段所述，除基本建設工程開支外，政府每

年用於文化藝術的開支超過 28億港元，並為 2010/11 年度起的五

個財政年度，額外預留 4.86 億港元，藉此加強支援本地藝團、培

育藝術行政人才、鼓勵學生參與文化活動、推廣公共藝術、推動

粵劇發展和承傳，以及強化香港藝術節的節目陣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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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別行政區政府 

《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 

履約報告 

 

一、摘要 

澳門是一座紥根於多元文化土壤上的獨特城市，長期以來飾

演著不同文化的交滙點和溝通橋樑的角色。不同種族的人們在這

小城內和諧共融地按他們傳統文化的模式生活，並在文化融合當

中沉澱出其獨有的文化特質。 

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向來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在文化範疇上施政的核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在過去的四年，就保護和促進文化表

現形式多樣性推行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和措施，在行動上及資源

上作出強而有力的配合，鼓勵和推動群體和個人的參與，使之有

充份的空間與自由度，透過多種不同形式來表現文化，確保其可

持續發展。 

文化多樣性不僅在於人類文化遺產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表

現形式來表達、弘揚和傳承，也在於借助各種方式和技術進行的

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多種方式來推行。故此，

澳門特區政府採用了多角度、多層次的方法，從文化事業的縱向

發展及橫向鞏固、從重點牽動乃至廣泛扶持，皆投放了相當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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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務求為不同的文化領域和項目，締造一片可讓其持續發展的

天地，好讓其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縱觀澳門特區政府近年在文化範疇上的工作，不論是所投放

的資源或是具體措施的執行力度，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縱使在

政策推行當中遇有困難與挑戰，諸如法例滯後對政策推行造成掣

肘、文化界之人資仍有不足等，但經過內部多方協調、資源調配、

集思廣益並取得公眾的諒解， 終問題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澳

門作為一座紥根於多元文化上的獨特之城，今後將繼續貫徹執行

特區政府在文化範疇上已制定策略與措施，以提高居民生活素

質，提升區內整體的文化水準為本，保育區內既有的主流及少數

文化傳統，保護文化遺產，並鼓勵創新，致力推動文創產業，讓

澳門的文化事業得以持續發展，為本地區，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文

化事業克盡本份、作出貢獻。 

二、政策措施 

澳門特區政府通過古今融通、中西合壁、雅俗共賞，國際性、

區域性以及本土化相結合的文化政策，來保護文化表現形式多樣

性，主要目標是要讓多元性的文化持續發展，並為澳門經濟發展

“適度多元”的戰略轉型作好準備。在澳門回歸後就已經有了這

個目標。 

上述政策的實施由社會文化司主管，並由轄下的文化局具體

落實，主要有兩個方面：一、以政府為主導方面，包括文物保護、

音樂節、藝術節、樂團與藝術教育、圖書館建設以及文化創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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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等方面。其中，一年一度的國際音樂節及藝術節進行審美

引領，各展館、場所以一流的藝術表演和藝術展示推動文化活動

多元的發展。二、以社團為載體，開展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澳

門目前擁有五千多個各種類型的社團，其中包括文化藝術社團、

專業社團、體育社團、鄉族社團、宗教社團、民族社團、土生葡

人社團等，由於澳門的學術自由、藝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得到充分

的保障，各種民間社團的積極性很高，各種內容和形式的文化交

流活動長年不斷，它們已成為文化活動的主體，對提升澳門對外

形象，促進文化、藝術、體育、學術活動整體水平的提高，發揮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為了實現上述的政策，政府撥出專項資金，

每年投入上億元的澳門幣。 

實施過程中傳統文化經常受到現代傳媒和科技發展的衝

擊，例如粵劇。特區政府加大扶持的力度，宣傳推廣的力度，舉

辦專題展覽、演出、研究、出版專題圖冊、由各民間保護機構（非

政府組織）組織非遺項目的傳承、培訓以及向公眾進行推廣介紹，

增加各界對該項目的瞭解和認知等等。政府特別注重向公眾展示

非遺項目的獨有性和其內包含的普世價值，讓公眾明瞭其存在的

意義，吸引更多人對其進行研究和學習。政府更就個別項目開設

培訓班，又鼓勵民間團體或個人就非遺項目的傳承想方設法，或

是開班授徒，吸引下一代學習掌握有關技術，或是以文字、聲音

或影像予以記錄，避免這些傳統文化日漸失傳。以及推出高水平、

高質量的作品來贏得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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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化政策和措施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過去四年的施政方針充分體現了對

文化建設的高度關注，主要政策和措施闡述如下： 

（一）文物保護政策 

文物保護政策是搶救第一、重在保護、人人參與、發掘利用。

為了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發展，特區政府致力於建立一套高

效工作系統，其中包括日常保護、管理監督、法律法規、思想教

育、學術研究、藝術審美、專題開發等七個層面。 

二零零五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列

入《世界遺產名錄》，城區內包含著中、西式的建築，包羅萬有、

琳琅滿目。澳門特區政府除了致力在硬件上加強對該等建築物的

保護外，更從軟件上著力為歷史城區保護創造有利的條件，當中

爲重要的莫過於修訂新的文物保護法，經過多年的研究並參考

國內外的相關成功經驗，新的文物保護法已進入立法的階段。新

法除了對文物建築及物質類的文化遺產予以全面的保護外，更對

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相當的庇蔭，正顯示出特區政府在文物保

護的全面性、參與保護工作的廣泛性和文保政策的前瞻性。 

（二）藝術活動 

堅持審美引領、鼓勵開放多元、強調當代精神、走入社群、

支持本土藝術發展、提倡具有人文關懷及創新精神的優質作品以

提高公民素質，是澳門開展藝術活動的基本政策。 

澳門特區政府每年皆按時舉辦澳門藝術節和澳門國際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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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辦好“兩節”已成為特區政府文化建設工作的一項重要內

容。兩節堅持審美引領，堅持古今、中外、雅俗並舉，堅持普及

與提高結合，為澳門這座小城平添濃厚的藝術氣息，亦為區內外

的藝術愛好人士提供欣賞享受高質素的藝術表演的機會。現在

“兩節”已成為澳門重要的文化品牌。 

澳門樂團和澳門中樂團是澳門音樂藝術的中流砥柱，特區政

府在過去幾年積極投放資源並悉心培殖，讓樂團得以不斷地優化

與提昇，今天兩團已發展成具有專業水準並在區內具有相當高知

名度的樂團。澳門演藝學院是澳門舞蹈、音樂及戲劇藝術人才的

培訓基地，過去數年的施政當中，尤其關注培育本地的藝術人才，

讓有興趣在這領域發展的年青人得以在一個理想的環境下接受培

訓，同時爲澳門特區未來的演藝事業發展做好預備。 

（三）圖書館建設與鼓勵讀書風氣 

政策是完善管理、合理佈局、優化服務、資源共享，是澳門

社會服務的基本政策。提昇居民生活素質及提高居民的文化水準

是特區政府施政的一個核心理念，鼓勵閱讀風氣，讓居民透過閱

讀增進知識、提煉智慧、淨化心靈，已成為社會共識。為了實現

這理念，特區政府着力建立管理的系統，從圖書館到博物館，建

立資源豐富和資源較小的，規模較大和規模較小的服務場所之間

的聯繫。服務的標準有兩個層次，一面滿足本地市民的要求，一

面向世界先進城市的服務水平看齊。根據社區市民的需要來挖掘

設施的潛在能力，發揮它多功能的特質，真正做到物盡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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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政策是引導、支援、協調、服務。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澳門文

化產業的發展方向，從澳門實際情況（包括考慮澳門特點、優勢

等情況）和發展需要出發的科學定位，對本地各文創產業的發展

起引導作用，以便更好地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發展方向結合起

來。由於澳門文創產業起步較遲，力量較弱，沒有形成產業的集

群化，而且市場還有待開拓，現正處於初創階段。根據世界各國

經濟，在這個階段需要政府予以大力支援，給予精神上、政策上

的支持，以及資源、人才培訓、場地空間、資金籌措、搭建平台

等方面的幫助。為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動協調各行政

部門之間關係，目的在於集中支持的力量，資源整合，避免人力

物力的浪費，解決跨部門之間的問題和困難。同時，協調本澳各

文創產業企業和個人之間的關係，以便於相互配合，共同搞好產

業的項目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在上述的工作進行中，政府扮演的

是一個服務的角色。為此，澳門特區政府於二零一零年在文化局

轄下增設了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並於同年成立具有廣泛代表性

的文化產業委員會，透過兩部門同時運作、雙軌並行，務實地全

力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

框架》初稿已初步釐定，內容主要分為五個方面，包括：產業推

廣、產業資助、創意人才培養、行政與法律輔助，以及產業研究

等，為澳門的文創定下短、中、長期策略及相應的措施。 

2.2 國際合作與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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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政府一向鼓勵區內機構、團體或個人與區外、國外

單位進行文化交流、合作，在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以

及與葡語系國家的廣泛聯繫上充分說明這一點。在過往幾年政府

機關及民間社團或個人，就文化範疇之不同層面、不同類型的區

域及國際合作，實在不勝枚舉；這正切合澳門這座紥根於多元文

化上的城市所具有的獨特品格。這些合作皆建基於特區政府的積

極鼓勵之上，以下試就重點之合作項目加以闡述。 

（一）粵港澳區域合作 

為了確保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特區政府與鄰近地區建立了

交流的管道，於二零零三年起建立的《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機

制，具體合作項目包括 1、演藝人才交流、節目合作；2)、文化

資訊交流合作；3) 文博合作；4) 圖書館合作交流；5) 非物質文

化遺產合作；6) 文化（創意）產業合作等六個範疇，有力地推動

了三地文化合作。 近又簽訂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及《粵澳

合作框架協議》，可以預見，在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和大力支持下，粵港澳三地的交流與融合必將提升至更高的層

次，拓展到更寬的領域，惠及更多的民眾，同時也必為區內的文

化交流合作帶來更多的機遇，從而大大提升三地保護文化表現形

式多樣性的水準。 

粵港澳三地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關係到三地民眾的文化權

益和福祉，關係到三地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提升文化軟

實力和增強區域競爭力，關係到大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社會科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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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協調發展和創新發展。該合作機制，也為三地的文化發展提

供了一個便捷、高效的平臺，積極促進了三地之間的資源整合、

人才交流、優勢互補，也推動了區域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發展。

澳門和廣東省、香港區域文化合作機制，促成了兩個項目“粵劇”

和“涼茶製作技藝”的聯合申報，並於二零零六年入選國家級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粵劇”已在二零零九年入選“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自二零零四年起，泛珠三角區域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

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九個省區和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有利實現東、中、

西部經濟優勢互補、協調發展；有利於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繁榮發

展；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增強區域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有利於

提高對外開放水準，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作和亞太區域

合作的發展。目前已實行科技資源的開放和共用，開展演藝資訊

交流、數位圖書館、數位博物館、文化科研交流、藝術人才交流、

文化旅遊、文化產業招商專案洽談、演出票務服務、有形和無形

文化遺產保護利用，進一步加強區域內各省區文化領域方面的合

作與交流。 

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組織了本地多家具發展潛力之文創品

牌及單位，以“澳門創意館”為名的整體行銷策略，推動“澳門

設計‧澳門創意”，先後參加了多次境內外文博會及展覽會推廣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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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包括“中國（深圳）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交易會”、“海

峽兩岸（廈門）文化創意產業博覽交易會”、“中國杭州文化創

意產業博覽交易會”、“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MIF）”、“中

國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交易會”、以及在江蘇南京舉行的

“活力澳門推廣週”和天津舉行的“天津‧澳門周”等等。 

（三）國際合作 

特區政府在文化範疇上的國際合作可謂多姿多彩，與東亞國

家、歐盟成員國及葡語系國家的合作尤其頻繁。不同層次、不同

方位的合作比比皆是，政府除了積極拉動官方機構的合作外，亦

大力鼓勵民間社團和個人在國際上尋找合作的機會。合作的模式

更是百花齊放，既有人員互訪和人才培訓，又有技術交流與展演

活動，既有共同創新合作發展，亦有優勢互補資源共用。諸如文

物保護方面，草擬新文物保護法的人員及主理文物修復的人員曾

多次外訪觀摩借鑑外地的成功經驗，務求將文物保護工作做得更

好。政府轄下的樂團聘有外藉樂師，亦經常與國際知名的樂團及

音樂家在區內或國外同台演出，為樂團不斷地提高技藝與素質帶

來機遇。與國外的圖書館的館際合作，圖書互換亦成為了常規性

的合作項目。政府又設有獎勵金鼓勵國際的專家學者就澳門的歷

史文化進行研究，還有與海外出版商聯合岀版中、外文圖書。資

助有意在藝術領域發展的人才到海外深造。特區政府亦經常到海

外或邀請外地的官方或民間機構進行展演活動，如透過與各國領

事的交流，積極建立與國際間的交流網絡，包括歐洲聯盟駐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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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澳門辦事處，法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亞洲不同藝術院

校、世界各地不同藝術團體等。在亞洲方面，透過鼓勵本地藝術

家及藝術團體參加亞洲各地舉辦的文化活動，如積極建立與韓

國、日本、台灣等地的交流網絡，並通過相互邀請、展示及演出

共同推動亞洲文化藝術發展。 

澳門特區政府主動參與國際文化活動，對外宣傳澳門文化，

建立國際交流網絡，同時借此擴闊本地參與者的文化視野，提升

文化表現多樣化水準。一方面積極聯絡及組織澳門文化推廣項

目，向國際介紹澳門文化特色，計劃於二零一二年開展澳門歷史

城區歐洲巡展便是一例。另一方面，積極引進具素質的文化項目，

藉以介紹國際間的文化面向，讓更多澳門市民分享，藉以提升澳

門整體文化素質。 

2.3 將文化納入可持續發展政策 

特區政府深諳要讓文化事業得以持續發展，必須對優秀文化

予以大力扶持，鼓勵創新、加強保育、推動發展、確保傳承，讓

其生生不息地發展。為此，特區政府不時關心各文化項目的狀況，

予以適時的協助，為其締造理想的環境。 

（一）人才培訓 

特區政府向來視人才為事業發展的基本要素，在文化事業方

面亦同樣地重視培育人才。除了讓民衆能透過官方或民間社團提

供的業餘訓練，不同的文化項目得到啟蒙和實踐，亦為個別項目

提供專業的培訓，使有志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才得以有系統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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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藝學院便是有志在音樂、舞蹈及戲劇藝術方面發展的人士

的苗圃。除此之外，特區政府亦關注文化事業各個環節之所需，

為澳門配備各類型不同崗位的人才，諸如樂團、藝團管理、文化

藝術專業管理及營運、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圖書館管理、文物修

復、創意產業管理及會展等，為文化表現形式多樣化發展創造條

件。 

（二）文化創意產業  

澳門特區政府按照國家十二·五規劃，銳意將澳門的經濟產

業適度多元化，文化創意產業更成爲重點扶持發展的項目。文化

創意產業，顧名思義是將文化創意產業化讓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

相結合，以文創取得經濟成果的同時，又以經濟成果來支持更多

的文創，以祈達至生生不息，無盡無窮。政府為了促成文創產業

的發展，在過去兩年及未來數年計劃投放巨大的資源，為本地區

孕育文創，並將其發展為具經濟效益的產業。年前率先在文化局

轄下增設了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並成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文化

產業委員會，透過兩部門同時運作的雙軌並行，務實地全力推動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框架》

初稿已初步釐定，內容主要分為五個方面，包括：產業推廣、產

業資助、創意人才培養、行政與法律輔助，以及產業研究等，為

本地區的文創定下短、中、長期策略及相應的措施。除此以外，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又於橫琴島闢地設立文化創意產業園

區，系統地發展文創產業。近來更積極組織本地業界參與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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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保護受到威脅的文化表現形式 

澳門特區政府的政策重點是搶救第一、重在保護、人人參

與、發掘利用。對於那些受到威脅的文化表現形式。制訂受威脅

的文化表現形式的清單、確定傳承人、提出保護計劃、對受威脅

的項目有關的場地、工具、實物、手工藝品予以保護，對相關項

目提供必要人力、物力支援，到目前為止受到保護的項目已經有

六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分別為粵劇、涼茶製作技藝、木雕－澳門神像雕刻、南

音說唱、澳門道教科儀音樂以及魚行醉龍節。為了宣揚非遺的價

值和意義，提高公眾的保護意識，特區政府還經常邀請國內具代

表性非遺項目到澳門展演，自二零零六年以來，已先後有河北、

廣東、浙江、安徽、江蘇、山東等省的非遺項目參與展演，產生

了很好的影響。此外，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特別是瀕危項目

的傳承，成功吸引了一些年輕人參加，如澳門鮮魚行的小醉龍隊；

澳門道教協會的道樂團及器樂培訓班；澳門木雕神像等項目都開

始有年輕人加入。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別注意保護以下受到威脅的文化表

現形式，主要是：一、保護少數族群的文化傳統；二、保護珍貴

古籍。澳門是一個多元文化城市，在這片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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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同種族的人們和諧融合地生活，並沉澱出一些本土獨有的

文化。然而，由於大多數居民皆是華人，少數族群的傳統文化將

無可避免地日趨淡化，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對此情況甚為關注，

並在保護少數族群的文化傳統方面加以重點扶助，讓其繼續流

傳。此外，特區政府對於一些瀕臨失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珍

貴古籍亦予以充份的關心與照顧，部分措施更開宗明義地列入文

化範疇的施政重點之中，可見特區政府對保護受到威脅的文化表

現形式的重視程度。 

（一）保護少數族群的文化傳統 

由於澳門是個多元文化社會，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人們共同

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各種原來互不相干的文化就在這片土地上沉

澱發酵而形成了一些這片土地上獨有的事物，如澳門土生葡人，

整個特區現在有一萬人左右的“土生葡人”，在澳門超過五十萬

的人口中，其為少數族群。儘管是少數族群，但在澳門社會和文

化方面仍然擔當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在這族群中曾廣泛地應用

一種他們獨有的語言—土生葡語，裏面混合了葡萄牙語、馬來語、

粵語、英語等詞匯，過去一直是土生葡人的共同方言，但現在已

基本為粵語和正宗葡語所取代，許多新一代的土生葡人甚至都不

知道有這種方言的存在。澳門政府為著鼓勵這種方言得以繼續流

傳，於二零零八年曾向澳門唯一的一隊土生葡人樂隊授予文化功

績勳章，以表揚他們以土生葡語創作了很多本土獨有的歌曲，並

協助該樂團出版唱片和聯繫國內外尋找演出機會，宣傳這種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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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展示澳門文化獨特的一面。 

（二）保護珍貴古籍 

為著保存本地文獻資料，提高澳門市民對珍貴文化遺產和古

籍的保護意識和關注，推廣古籍的學術價值，為研究學者提供更

多治學門徑，於二零零六至二零零八年完成藏書樓內 485 冊古籍

的索引編訂工作，及 8132 冊古籍架位的核實、清點、整理工作。

又舉辦了“澳門中央圖書館珍藏古籍展覽”以及“翁方綱纂四庫

提要稿”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之相關的展覽及講座。此外，

更將歷年來澳門珍貴文獻資料、古籍，拍攝和製作成縮微影像資

料，以供讀者查閱及保存之用。通過對館藏古籍再版、拍攝縮微

菲林等工作，有效地保存珍貴文獻。同時，相關的古籍展覽和講

座等活動均收到一定的效果，對於宏揚澳門珍貴文獻，以及向各

地專家學者提供專門的研究管道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三、公民社會的認知和參與 

在澳門，除了散佈在不同區域的具文化特色的建築物，為居

民及遊人提供一個具文化氣息的景緻外，藝文活動更是此起彼

落，終年不斷。澳門藝術節、國際音樂節、藝術表演、藝術品展

覽、民間工藝展銷等，不停地在城內的不同角落中輪換進行。在

這環境裡，民衆就在不自覺中加深了對文化的認知和參予。從數

據上可以得知藝文活動的入場人次逐年上升，正顯示出澳門文化

事業的持續進步，反映出市民已更為善用持續強化的各種文化服

務設施，從而使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與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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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映。 

3.1 提升廣大市民文化素質，為公民社會的認知和參與建立

廣泛的群眾基礎 

提昇居民生活素質及提高居民的文化水準是特區政府施政

的一個核心理念，鼓勵閱讀風氣，讓居民透過閱讀增進知識、提

煉智慧、淨化心靈，已成為社會共識。特區政府在不斷提倡鼓勵

閱讀的同時，不忘加大資源投入，一面豐富圖書館的館藏，完善

服務設施，一面開闢更多圖書館，為公眾提供理想的閱讀環境和

方便的閱讀服務。於 2010 年已落實籌辦「全民網上閱讀平台」服

務，透過與各大網上數據庫供應商洽談和進行技術改造，讓本地

市民免費閱覽網上圖書、期刊及學術論文的全文內容。為使市民

更積極地使用圖書館的網上服務平台，更開辦了面向公衆的電腦

基本知識培訓班及教授中文輸入法，讓市民可及早能駕馭和享用

當代的閱讀模式。又與本地的民間社團開展「社區圖書館伙伴」

合作計劃，目的是向澳門的社區坊衆提供圖書借還，報章和雜誌

閱覽等服務，藉以推動坊間的閱讀風氣，推廣終身學習，鼓勵市

民大衆善用餘暇豐富個人的精神生活。正是由於市民素質的不斷

提高，澳門社會對《公約》的認知和參與才成為一種較為自覺的

行為。 

3.2 大力鼓勵公民參與，在文化實踐中推動《公約》精神的

落實 

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鼓勵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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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每年平均資助的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就

有三百多項，受惠人數達數萬人。在公眾廣泛參與文化活動形式

多樣化的實踐中，親身體驗到文化活動多樣性的好處，從而提升

市民對《公約》精神的認知，而這種認知的深化又反轉來推動文

化表現形式多樣化的保護工作，為澳門營造了濃厚的文化氛圍，

展現了多種多樣的文化風采，滿足了不同層、不同方面的文化需

求，很好地推動了《公約》精神的落實。 

隨著居民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特區政府亦持續鼓勵和擴大居

民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參與度。在文化政策方面，政府內附設了多

個為不同範疇出謀獻策的諮詢機構、委員會，當中不乏來自社會

各界的代表。在制定新的文物保護法時，政府亦向全澳居民作公

開諮詢，一方面藉以廣納居民的意見，同時亦鼓勵居民的參與和

引起公衆的討論，從中可見居民相當湧躍、效果顯著。這亦正正

表現出本澳居民已不再局限於享受藝文活動這文化事業的下游環

節，而是全方位地參與本地文化事業的發展。 

四、實施公約取得的成果和挑戰 

行政長官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發佈 1/2008 號行政長官公

告：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在巴黎通過的

《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

十日向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總幹事交存批准書；又鑒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交存批准書的同日以照會作出通知，《公約》

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同時，根據《公約》第二十九條的規定，

 86 



公約自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起在國際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

效，包括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 3/1999 號法律第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

國送交保管實體關於《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通知書英

文文本的適用部分及相應的中、葡文譯本；公約的中文正式文本

及以該公約各正式文本為依據的葡文譯本。四年來，特區政府繼

往開來、持續地推動及發展本地的文化事業，鼓勵居民更大的參

與，提升居民對不同文化項目的認知，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主要

是： 

4.1 制定《文化遺產保護法》 

經過五年的反復修訂，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已完成草擬

工作並正式進入立法程序。新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充分吸納了

世界先進的文保理念，充分參考了國內外的相關法律，充分聽取

了公眾的意見和建議，將文化遺產的重要地位、價值、意義以及

保護原則和特別的保護措施等，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從而為

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法律基礎。 

二零零五年《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列

入《世界遺產名錄》，城區內包含著中、西式的建築，包羅萬有、

琳琅滿目。澳門特區政府除了致力在硬件上加強對該等建築物的

保護外，更從軟件上著力為歷史城區保護創造有利的條件，當中

爲重要的莫過於修訂新的文物保護法，經過多年的研究並參考

國內外的相關成功經驗，新的文物保護法已進入立法的階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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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除了對文物建築及物質類的文化遺產予以全面的保護外，更對

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相當的庇蔭，正顯示出特區政府在文物保

護的全面性、參與保護工作的廣泛性和文保政策的前瞻性。 

4.2 建構了行之有效的文物保護的工作系統 

保護是為了保護文物的價值，開發要以保護為前題；利用、

發掘、整合要形成一種新的更新層面的一種保護；讓開發成為更

深層次的保護。因此，建立文物保護的高效工作系統，包括日常

保護層、管理監督層、法律法規層、思想教育層、學術研究層、

藝術審美層以及專題開發層。 

4.3 打造藝術品牌 

澳門國際音樂節和澳門國際藝術節，是澳門人經多年努力打

造的兩個國際文化品牌，不但早已成為澳門文化生活重要組成部

分，而且是小城與世界藝術交流的重要舞台。“兩節”堅持高品

位、多元化和本土性的追求，以不同的藝術風格和形式，濃郁的

鄉土色彩，感染了成千上萬觀眾，開闊了人們的藝術視野，推動

了本澳藝術發展，提升了小城的世界知名度。 

4.4 建設專業化、高水平藝術團體 

“澳門樂團”及“澳門中樂團”一邊進一步鞏固體制改革

成果，完善體制改革成果，完善澳門樂團“音樂季”的演出制度，

深化澳門中樂團“民族音樂交響化”的實驗；一邊貫徹“普及與

提高相結合”的方針，面向市民在“提高”的指導下推動音樂藝

術普及；進一步加強業務學習和技巧訓練，全面提升藝術修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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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水平，有效地推進樂團建設的全面發展，代表澳門，走向內

地，並逐漸走向世界。 

4.5 培養本地藝術人才 

經過多年的發展，澳門演藝學院轄下舞蹈學校和音樂學校走

上了專業化，而戲劇學校亦在轉型之中，舞蹈學校，在全國的比

賽當中，得到多個金獎，音樂學校的學生進入國內外著名高等學

校進行深造。與此同時，受到威脅樣式和品種得到了保護，如土

生葡人話劇團，已經自編自演了多個話劇。 

4.6 形成以民間社團為載體的文化活動多樣化形式的保護

機制 

特區政府通過扶持、資助社團舉辦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形

成了對文化形式多樣化的社團保護機制，以活動推動保護，以廣

泛性的深入社區的，豐富多采的社團活動來展示文化活動的多樣

性，讓廣大民眾共享由多種形式展現的文化成果，從而實現活動

中的保護。 

文化領域著從特區政府“傳承創新、共建和諧”的施政理念

出發，將文化工作放在整個特區建設的全局加以謀劃，形成了新

的有利有序的工作格局。加大了對文化社團扶持的力度，舉辦多

種多樣的文藝活動，優化了澳門的文化生態，豐富了市民的生活

內涵。 

特區政府在推進本地區文化事業的同時，當中亦預有不少困

難與挑戰。澳門是一個地方不大、人口不多的小城，在資源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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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皆遇到相當的限制，有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在過去的四年每當遇上發展的瓶

頸，皆能憑藉本身的毅力和祖國的扶持，跨越一個又一個障礙。

在緊接的未來，將繼續做好常規性工作，集中力量完成重點項目，

全面帶動和推進文化建設。為配合「文化遺產保護法」的立法工

作，繼續採取多形式多渠道的宣傳，推廣此法並令其深入人心。

大力推行精品策略，以優秀的藝術創作和藝術節目，提升兩團兩

節的水準。辦好演藝學院，發掘和培養更多的本地藝術人才。在

推進文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通過多種方式和多種渠道，推

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落實區域性及國際性的合作協議，鞏固文

化合作的成果。文博工作將進一步優化服務設施和方式，完善管

理工作，為廣大市民提供高質高效的文化服務。讓“公約”在澳

門成功地得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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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數據和信息 

Appendix: additional data and information 

1. 人口結構(根據統計年鑑二零一零) 

Polul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ata extracted from 

“Year Book of Statístics 2010”) 

人口指標 Demographic Indicators 

指標 

Indicator 

單位

Unit 
2000 2005 2008 2009 2010

人口估計(期末） 

Population 

estimate(end-year) 

(千人）

(‘000)
437.9 488.1 549.2 542.2 552.3

外地僱員(期末) 

Non-resident 

workers(end-year) 

男女 MF 27221 39411 92161 74905 75813

獲准居留人士 

Individuals authorized to 

reside in Macao 

男女 MF 1127 11395 7917 9489 4455

持 “單程證”的中國大陸

移民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with “One-way” 

男女 MF 2919 3335 2280 3121 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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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歲組統計之年底人口估計 End-year population estimate by 

gender group (千人’000) 

歲組 

Age group 

性別 

Gender 
2000 2005 2008 2009 2010 

總數 

Total 
男女 MF 437.9 488.1 549.2 542.2 552.3 

0-4 男女 MF 23.8 17.0 19.7 21.4 23.2 

5-9 男女 MF 33.6 23.7 19.5 18.3 17.3 

10-14 男女 MF 40.9 35.7 31.3 29.4 26.9 

15-19 男女 MF 35.1 44.7 42.4 39.8 38.2 

20-24 男女 MF 29.2 37.8 54.5 51.4 48.9 

25-29 男女 MF 34.2 32.6 44.5 43.9 47.0 

30-34 男女 MF 36.3 38.3 43.2 40.1 41.7 

35-39 男女 MF 42.5 40.8 49.2 46.4 46.5 

40-44 男女 MF 45.7 50.6 48.7 46.8 48.3 

45-49 男女 MF 35.6 49.9 55.4 55.2 55.5 

50-54 男女 MF 23.7 37.8 49.1 50.4 51.8 

55-59 男女 MF 12.7 25.5 31.9 34.4 37.6 

60-64 男女 MF 9.8 13.4 20.4 22.9 25.2 

65-69 男女 MF 9.6 10.6 10.7 11.9 13.5 

70-74 男女 MF 9.5 10.2 9.3 9.3 9.3 

≧75 男女 MF 15.8 19.5 19.5 20.5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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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門現時只有三間戲院. 

At present Macao only has 3 cinemas. 

 

3. 圖書資料 Book data 

 2008 2009 2010 
2011(截至 10月) 

2011(until October) 
總計 Total 

已出版書目數量 

Published 

titles 

498 本 492 本 556 本 570 本 2,116 本 

出版商數量(按

ISBN 中心申請

過資料) 

Publishers(acc

ording to 

applications 

at the ISBN 

centre) 

86 家 100 家 110 家 121 家 121 家 

書店數量 

Bookstores 

約 16 間 

(estimate) 

約 16 間 

(estimate) 

約 16 間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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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訊 Statistics 

 

2008 2009 2010 

2011 至第二季 

2011(until the 

second quarter) 

 固網電話用戶（千） 

Landline Subscribers 

(in thousands) 

175.9 171.4 168.4 - 

 流動電話用戶（千） 

Mobile Phone Users 

(in thousands) 

932.6 1037.4 1122.3 - 

 傳呼機用戶（千） 

Pager Users 

(in thousands) 

3.0 3.1 3.2 - 

 互聯網用戶（千） 

Internet Users 

(in thousands) 

128.5 143.4 170.5 - 

 寄出郵件（千） 

Postal Services Users 

(in thousands) 

30346.2 30694.9 31367.6 159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