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編號 ( 由主辦單 位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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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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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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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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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強制填寫。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守本章程有關規定。

2021澳門經濟論文比賽報名表
(聯名參賽者請由其中1名澳門居民填妥下表並簽署，其它聯名者請填妥補充頁。)

□ 本科生　主修︰

□ 研究生　□ 碩士

　　　　　 □ 博士

學生證編號︰

院校名稱︰

報賽資料

學生組  □   公開組  □

論文題目：

個人資料

參賽者
澳門身份證

編號

其他證件

編號
學校名稱

學生證編號

( 公開組毋須填寫 )
電話 電郵

2021澳門經濟論文比賽
補充頁

參賽者簽署：

( 聯名參賽由澳門居民簽署 )

日期：

截止日期︰2022年10月31日 

活動主旨
鼓勵及推動社會各界研究澳門經濟問題，藉此發掘及培養本地經濟研

究人才。

比賽辦法及規定
1、參賽者須為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如聯名參賽，參賽者最

少 1 人須為澳門居民。
2、報賽組別：學生組─ 高等院校之澳門學生 ( 包括外地就讀 )；

        公開組─ 社會各界人士。
       3、以澳門經濟問題為研究方向，學生組和公開組有各自參賽要求，根據
重點研究範圍選定題目及內容。主要研究範圍請詳閱比賽章程。

4、論文字數：學生組─ 3,000 ─ 6,000 字；
公開組─ 5,000 ─ 10,000 字。

5、每人只能在選定的一個組別中提交最多兩份參賽論文。
6、參賽者須填妥參賽表格，附上參賽論文送交或電郵至本會。惟報名參

加學生組者，須同時提交學生證副本之電子檔。

獎勵
每個組別分別設一、二、三等獎及優異獎，頒予獎金及獎狀。

章程及參賽表格，請於本會秘書處索取或上網下載。
如有查詢，請聯絡秘書處。

地址：澳門東方斜巷 14 號東方中心 12 樓 A 座
電話：(853) 2835 6030 傳真：(853) 2835 5583
電郵：acemmacau@gmail.com
網址：https://www.macaueconomy.org

微信公眾號

澳門經濟學會 /meamacau

2022



一、背景和目的

在澳門基金會協辦和贊助下，本會連續十一年舉辦“澳門經濟論文比賽”，為澳門培養研
究人才，讓關注研究澳門經濟的人才脫穎而出。通過舉辦這項活動，讓全澳居民參與對澳門經
濟發展相關議題作深入的探討研究，為澳門經濟的長遠發展多做努力。

本會於2022年繼續主辦“澳門經濟論文比賽”。

二、重點研究參考範圍

參賽者可以下列任一研究範圍作為參賽作品的選題方向。
1、抗疫常態化下時期提振澳門經濟的研究與建議。

2、結合國家 “ 十四五”規劃與 2035 年遠景目標，澳門如何發揮其角色與作用的相關研究。 
3、對澳門“二五規劃”如何制定經濟範疇的方針政策，提出研究成果與建議。
4、澳門參與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相關研究。
5、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研究。
6、其它經濟民生課題研究。

三、參賽資格

1、參賽者須為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如聯名參賽，參賽者最少 1 人須為澳門居民。 
2、報賽組別：

學生組─高等院校之澳門學生 ( 包括外地就讀 )；
公開組─社會各界人士。

四、參加辦法
1、每人只能在選定的一個組別中提交最多兩份參賽論文。 
2、根據重點研究範圍選定題目及內容。

3、作者之個人識別身份只可在參賽表格內填寫，參賽作品必須除去作者名字。參賽論文之
標題、正文、引文或參考文獻，均不可具有明示或可以被識別出作者身份個人資料的任何相關內
容。

4、參賽者必須填妥本章程所附之參賽表格，連同作品之電子檔 (WORD 檔 ) 一併向本會提交。 

5、報名辦法：有關論文及參賽表格請送交或電郵至本會。報名參加學生組者，須同時提交
學生證副本之電子檔 (PDF、JPG 檔 )。

6、截止日期：2022年 10 月 31 日。
7、參賽者對以上各項如有未清楚之處，應向本會秘書處查詢。

五、參賽作品要求

1、體裁及規格：論文體裁。不限於但主要接受以中文撰寫。不指定但必須為學術上
認可之格式，題目及章節標題自擬。(可參考本會出版《澳門經濟》學報，網站: https://
www.macaueconomy.org/)

 2、字數（不計摘要、關鍵字、參考文獻）：

學生組 3,000�6,000 字；公開組 5,000�10,000 字。 
3、摘  要：300 字以內。
4、關鍵字：5 個詞組以內。

2022年澳門經濟論文比賽章程

六、參賽規則
1、文責自負。如參賽作品涉及�權及社會上的任何爭議，由參賽者負責。

2、文中如引用他人觀點或內容的，參賽者負責列明引用內容的出處及來源。

3、參賽作品原文須為未經公開發表者，且沒有參加過其它徵文比賽。惟對之前曾參加這項

比賽的作品，如經修訂並優化後，可以再次參賽。

4、不符合本章程規定的參賽論文，本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不另行通知。

5、參賽者必須承認評判之評審意見及本會之決定，不得提出異議。

6、凡獲奬之作品及內容，本會有權將之刊印在本會出�的書刊，不另發稿酬。

7、本會對本章程有修改權及最後解釋權。

8、凡參賽者，視為認同本規則並同意遵守之。

七、獎勵
公開組

一等獎 1 名 獎金 10,000 澳門元及獎狀

二等獎 2 名 獎金 5,000 澳門元及獎狀

三等獎 3 名 獎金 3,000 澳門元及獎狀

優異奬若干名 獎金 500 澳門元及獎狀 

學生組

一等獎 1 名 獎金 5,000 澳門元及獎狀

二等獎 2 名 獎金 3,000 澳門元及獎狀

三等獎 3 名 獎金 2,000 澳門元及獎狀

優異奬若干名 獎金 500 澳門元及獎狀

八、評審 
本會將邀請經濟學者及專家擔任比賽評審人員。

評審標準：將根據選題意義、創造成果、文獻掌握、觀點突出、邏輯嚴謹、文字規範、層次

條理等七個方面對作品評核計分。

九、賽果公佈及頒獎
賽果將於 2021 年底前刊載於本澳各大中文報章及本會�站。獲獎者將由本會專人通知。比

賽評審後將舉辦頒獎禮 ( 含研究成果分享會 )。為了使得學術成果與政府施政政策和社會工作互

動，以產生更實際的效用，頒獎禮當天，主辦方將計劃邀請政府、社團及相關學術機構的代表出

席，並與獲獎者分享研究成果和互動交流。

十、收件地點及聯絡處
澳門經濟學會秘書處

地址：澳門東方斜巷 14 號東方中心 12 樓 A 座

電話：853�28356030　　　 傳真：853�28355583

電郵：��e������@g��il��o�

�址：�����//���������e�ono�y�org/

F��ebook：澳門經濟學會 / �e������

微信：ACEM�1990



一、背景和目的
在澳門基金會協辦和贊助下，本會連續十年舉辦“澳門經濟論文比賽”，為澳門培養研究人

才，讓關注研究澳門經濟的人才脫穎而出。通過舉辦這項活動，讓全澳居民參與對澳門經濟發展

相關議題作深入的探討研究，為澳門經濟的長遠發展多做努力。

本會 2021 年繼續主辦“澳門經濟論文比賽”。

二、重點研究參考範圍 
參賽者可以下列任一研究範圍作為參賽作品的選題方向。

1、後疫情時期提振澳門經濟的研究與建議。

2、結合國家 “ 十四五”規劃與 2035 年遠景目標，澳門如何發揮其角色與作用的相關研究。

3、對澳門“二五規劃”如何制定經濟範疇的方針政策，提出研究成果與建議。

4、澳門參與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相關研究。

5、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研究。

6、其它經濟民生課題研究。

三、參賽資格
1、參賽者須為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如聯名參賽，參賽者最少 1 人須為澳門居民。

2、報賽組別：

學生組─高等院校之澳門學生 ( 包括外地就讀 )；

公開組─社會各界人士。

四、參加辦法
1、每人只能在選定的一個組別中提交最多兩份參賽論文。

2、根據重點研究範圍選定題目及內容。

3、作者之個人識別身份只可在參賽表格內填寫，參賽作品必須除去作者名字。參賽論文之

標題、正文、引文或參考文獻，均不可具有明示或可以被識別出作者身份個人資料的任何相關內

容。

4、參賽者必須填妥本章程所附之參賽表格，連同作品之電子檔 (WORD 檔 ) 一併向本會提交。

5、報名辦法：有關論文及參賽表格請送交或電郵至本會。報名參加學生組者，須同時提交

學生證副本之電子檔 (PDF、JPG 檔 )。

6、截止日期：2021 年 10 月 31 日。

7、參賽者對以上各項如有未清楚之處，應向本會秘書處查詢。

五、參賽作品要求
1、體裁及規格：論文體裁。不限於但主要接受以中文撰寫。不指定但必須為學術上認可之

格式，題目及章節標題自擬。( 可參考本會出�的�澳門經濟�學報，�址：�����//����������( 可參考本會出�的�澳門經濟�學報，�址：�����//����������可參考本會出�的�澳門經濟�學報，�址：�����//���������������//����������

e�ono�y�org/。)

2、字數（不計摘要、關鍵字、參考文獻）：

學生組 3,000�6,000 字；公開組 5,000�10,000 字。

3、摘要：300 字以內。

4、關鍵字：5 個詞組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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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獎 1 名 
二等獎 2 名 
三等獎 3 名 
優異奬若干名 

學生組

一等獎 1 名 
二等獎 2 名 
三等獎 3 名 
優異奬若干名 

獎金  10,000  澳門元及獎狀
獎金  5,000    澳門元及獎狀
獎金  3,000    澳門元及獎狀
獎金  500       澳門元及獎狀 

獎金 5,000 澳門元及獎狀
獎金 3,000 澳門元及獎狀
獎金 2,000 澳門元及獎狀
獎金   500      澳門元及獎狀

八、評審
本會將邀請經濟學者及專家擔任比賽評審人員。
評審標準：將根據選題意義、創造成果、文獻掌握、觀點突出、邏輯嚴謹、文字規範、層

次條理等七個方面對作品評核計分。

九、賽果公佈及頒獎

賽果將於 2022年底前刊載於本澳各大中文報章及本會�站。獲獎者將由本會專人通知。
比賽評審後將舉辦頒獎禮(含研究成果分享會)。為了使得學術成果與政府施政政策和社會工作
互動，以產生更實際的效用，頒獎禮當天，主辦方將計劃邀請政府、社團及相關學術機構的代
表出席，並與獲獎者分享研究成果和互動交流。

十、收件地點及聯絡處
澳門經濟學會秘書處
地址：澳門東方斜巷 14 號東方中心 12 樓 A 座
電話：853�28356030 傳真：853�28355583
電郵：��e������@g��il��o�

�址：�����//���������e�ono�y�org/
F��ebook：澳門經濟學會 /meamacau 
微信公眾號：ACEM�1990

六、參賽規則
1、文責自負。如參賽作品涉及版權及社會上的任何爭議，由參賽者負責。

2、文中如引用他人觀點或內容的，參賽者負責列明引用內容的出處及來源。
3、參賽作品原文須為未經公開發表者，且沒有參加過其它徵文比賽。惟對之前曾參加這項  
比賽的作品，如經修訂並優化後，可以再次參賽。
4、不符合本章程規定的參賽論文，本會有權取消其比賽資格，不另行通知。 
5、參賽者必須承認評判之評審意見及本會之決定，不得提出異議。
6、凡獲奬之作品及內容，本會有權將之刊印在本會出版的書刊，不另發稿酬。 

7、本會對本章程有修改權及最後解釋權。
8、凡參賽者，視為認同本規則並同意遵守之。

七、獎勵
公開組



2022澳門經濟論文比賽報名表
（聯名參賽者請由其中1名澳門居民填妥下表並簽署，其它聯名者請填妥補充頁。）

＊非強制填寫。

本人已閱讀並同意遵守本章程有關規定。
參賽者簽署：
（聯名參賽由澳門居民簽署）

日期：

2022澳門經濟論文比賽
補充頁

報賽資料

個人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