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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         09:00－－－－10:00  

 
 

 

 

 

 

09:00－09:05 與會者進場 
  
  

09:05 主禮嘉賓就座 
         中央駐澳聯絡辦公室文化教育部 劉曉航部長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麥偉棟廳長 

         澳門基金會 李崇汾委員 

         澳門大學 趙偉校長 

         澳門歐洲研究學會 麥健智主席 

         清華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 熊澄宇主任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郝雨凡代主任 

  

  

09:15－09:35 致開幕辭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郝雨凡代主任 

  

  

 嘉賓致辭 
         澳門歐洲研究學會 麥健智主席 

  

  

09:35－09:40 向合辦及支持單位贈送紀念品 
         澳門歐洲研究學會 麥健智主席 

         清華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 熊澄宇主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局 麥偉棟廳長 

  

  

09:40－09:45 與會者合照留念 
  
  

09:45－10:00 茶點 
  

2010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 II 號演講廳號演講廳號演講廳號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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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城市發展戰略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城市發展戰略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城市發展戰略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城市發展戰略 
 

主   持   人： 林廣志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學術總監 

點   評   人： 金元浦 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 

1. 范 紅 清華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國際部主任、教授 

2. 王衍用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旅遊管理系教授 

3. 葛 岩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與藝術研究院認知與決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4. 鍾渠盛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副教授 

5. 王 鵬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交流討論－ 

   

12:00－14:00 －午餐－ 

 

 

 

 

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行業發展路向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行業發展路向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行業發展路向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行業發展路向 

 
主   持   人： 肖永亮 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點   評   人： 楊允中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 

1. 王雪蓮 清華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發展部主任、研究員 

2. 楊開荊 澳門動漫文化產業協會副會長 

3. 朱焯信 澳門全藝社會員大會會長 

4. 顏南源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講師 

5. 邱代倫 1506 創意城董事長 

   

 －交流討論 

   

16:00－16:15 －茶點－ 

 

 

 

 

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政府在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政府在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政府在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政府在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作用 
 

主   持   人： 張東明 文津國際投資(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長 

點   評   人： 張曉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1. 齊勇鋒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 

2. 李澄暲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副教授 

3. 徐 新 澳門文化局研究員、澳門博物館研究員 

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10:00－－－－12:00 

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14:00－－－－16:00 

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16:15－－－－18:00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學術研討會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Macau” 

 

 3 

   

4. 李凱洛 比藍國際公司總裁、比藍國際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5. 陳漢才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副教授 

   

 －交流討論－ 

   

18:00－19:30 －晚餐－ 

 

 

 

 

 

 

 

 

 

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會議主題：：：：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與聯動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與聯動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與聯動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的合作與聯動 
 

地          點：           澳門大學圖書館 II號演講廳 

主   持   人：  林如鵬 暨南大學副校長 

點   評   人： 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 常 征 廣州市委宣傳部文化創意產業辦公室副主任 

2. 黃亦平 台灣平成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 

3. 劉 鐵 珠海市文體旅遊局文化產業辦公室主任 

4. 許焯權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5. 蔡梓瑜 澳門西望洋創作協會秘書長、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兼任導師 

   

   

 －交流討論－ 

  

11:15－11:30 －茶點－ 

  

 

 

 

 

 

 

 

 

11:30－11:45 總結發言 

       熊澄宇 清華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1:45 會議結束 

  

12:00－14:30 －午餐－ 

大會總結大會總結大會總結大會總結    11:30-11:45 

2010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專題發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0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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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名單及提交與會者名單及提交與會者名單及提交與會者名單及提交論論論論文文文文 

(按姓氏筆劃排序按姓氏筆劃排序按姓氏筆劃排序按姓氏筆劃排序)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論文論文論文論文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王 鵬 《澳門博彩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互動研究》 

王衍用 《論混血美人的華麗轉身—對澳門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的思考》 

王雪蓮 《澳門文化的多元性與旅遊文化傳播的單一性》 

朱焯信 《透過推動澳門當代藝術發展建立澳門藝術品牌》 

呂大樂 《創意、創意產業、創意城市：概念的反思》 

李凱洛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出路和對策》 

李澄暲 《澳門設計產業政策的社會經濟意義探索》 

何 威 《澳門文化產業發展的路徑選擇》 

肖永亮 《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市場策略》 

林如鵬 《關於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 

邱代倫 《佛山 1506 創意城的策劃與運營》 

金元浦 《經營城市：大競爭時代的文化博弈》 

范    紅 《澳門─“A City of Fun”談澳門城市品牌定位與文化產業特色問題》 

徐    新 《從電影“星海”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 

常    征 《穗港澳文化創意產業區域合作研究》 

張東明 《文化創意產業案例分析》 

張曉明 《政府在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我國文化政策模式研究》 

許焯權 《創意群集與都市更新：香港灣仔茂蘿街創意聚集區研究》 

陳小瑾 《關於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 

陳漢才 《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思考─談澳門設計教育資源投放的重要性》 

彭中天 《淺析藝術與金融的對接之道及新型的藝術品產權交易模式》 

黃亦平 《從庶民文化觀點看台灣和澳門的創意城市行銷》 

楊允中 《發展文化產業與調整發展思維》 

楊開荊 《澳門動漫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葛 岩 《關於地區形象的認知與建構》 

熊澄宇 《澳門文化產業發展的路徑選擇》 

齊勇鋒 《澳門文化產業發展思路與實現途徑研究》 

劉 鐵 《珠海與澳門文化創意產業區域合作研究》 

蔡梓瑜 《探討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的趨勢以及對澳門的啓發》 

蔡嘉琳 《探討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的趨勢以及對澳門的啓發》 

鍾渠盛 《澳門開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困惑與有關的“創意思維”》 

顏南源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Creativity to lead Macao Economy” 

顧澗清 《穗港澳文化創意產業區域合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