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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學科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學生對公共經濟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財

政制度的基本認識。 內容包括公共收入、 公共開支、 公共預算

等財政活動。 

 

參考資料﹕ 
 

1) (公共經濟)，韓康等著，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北京。 

 

2) (財政學)(Public Finance)，許義忠，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09年，台灣。 

 

3) (公共經濟學原理)，顧建光、王樹文、王琪、楊林，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7年，上海。 

 

4) (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王恒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北京。 

 

5) (澳門稅法基礎),李莉娜,華輝印刷有限公司,2005,澳門。 

 

6) (公共經濟講義－公共信貸〉(Sumários de Economia Pública-  

Crédito Público)， António Malheiro de Magalhães，1995年，澳

門 



 

7) 講義 

 

8) 研討功課 

 

9) 補充資料 

 

課程大綱﹕ 

 
第一部份: 入門 

1) 政府主要的經濟職責(補充資料 A)  

2) 公共經濟的意義 

3) 國家財政活動 

 

第二部份﹕ 公共收入 

1) 公共收入的意義 

2) 公共收入之類別 

3) 財產收入 

4) 規費 

5) 稅收 

6) 公債 

 

第三部份﹕公共開支 

1) 公共開支之演進 

2) 公共開支之類別 

3) 公共開支之經濟效果 

 

第四部份﹕公共預算 

1) 公共預算概念 

2) 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程序 

 



3) 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案 

(第27/2020號法律 - 12月31日) 

4) 澳門財政制度之法律規定: 

第15/2017號法律（8月28日） 

第122/84/M號法令(12月15日) 

第14/98/M號法令(4月27日) 

第11/1999號法律(12月20日) 

第6/2006號行政法規(4月24日) 

第12/2007號行政法規(5月28日) 

第66/2006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11月20日) 

第347/2006號行政長官批示(12月4日) 

第121/2011號行政長官批示(5月23日) 

第77/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5月17日) 

基本法 

公共經濟 --- 補充資料  

 (A) 政府主要的經濟職責  

 (B) 公債的負擔、種類和管理 

 (C) 第 19/2003 號行政法規 --- 中小型企業信用保證計劃 

+ 第 5/2003 號法律---批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承擔債務 

 (D) 第 9/2003行政法規 --- 中小企業援助計劃 

 (E) 第 12/2013行政法規 --- 青年創業援助計畫 

 基本法  

第 50條 3、4款;  52條 2款;  53條;  54條 3款; 60條; 64

條 4款; 71條 2、3 款；104條; 105條; 106條 

 

 



澳門預算制度及法規 

1. 第 77/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5月 17日) --- 2022年日程表 

2. 預算案制定流程  

3. 第 27/2020號法律(12月 31日) --- 2021年度預算案 

4. 第 15/2017號法律（8月 28日）--- 預算綱要法 

5. 第 121/2011 號行政長官批示(5 月 23 日) --- 核准＜澳門特

別行政區財政預算的組成、內容及編制規則＞及＜澳門特別

行政區總帳目的組成、內容及編制規則＞ 

6. 第 66/2006 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11 月 20 日) --- 核准公

共收入及開支經濟分類的指示，以及公共開支職能分類的指

示 

7. 第 6/2006號行政法規(4月 24日) --- 公共財政管理制度 

8. 第 347/2006 號行政長官批示(12 月 4 日) --- 訂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公共行政部門的預算修改及補充預算的相關步驟 

9. 第 3/2015 號法律附件二(第 11/2000 號法律第四十一條及四

十二條) --- 立法會組織法 

10. 第 122/84/M號法令(12月 15日) --- 訂定購置物業及獲取服

務之工程費支出規則 

11. 第 14/98/M 號法令(4月 27日) --- 財政局代表 

12. 第 11/1999號法律(12月 20日) --- 審計署設立 

13. 第 12/2007 號行政法規(5月 28日) -- 審計署部門組織運作 

14. 第 8/2011 號法律(8 月 29 日) -- 財政儲備法律制度 + 第

361/2011 號行政長官批示(11 月 21 日) -- 訂定因執行第

8/2011號法律《財政儲備法律制度》所需的補充規範。 

 



學生身心障礙支援服務 

學生身心障礙支援服務澳門大學致力為身心障礙人士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若您在肢

體、視力、聽力、語言、學習或心理上的障礙，導致您在學習或日常活動中受到嚴重的

限制，我們鼓勵您與老師溝通，讓他/她知道你的狀況，並作出適當的安排。此外，我

們也鼓勵您與學生輔導及發展處之學生身心障礙支援服務聯繫，該服務將為有需要的學

生提供相應的資源和設施，讓所有學生都能在大學裏享有同等的教育機會、大學生活及

服務。如閣下對此服務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學生事務部---學生輔導及發展處（電郵：

scd.disability@umac.mo；電話：88224901；瀏覽網頁

http://www.umac.mo/sao/scd/sds/aboutus/cn/scd_mission.php） 

 

STUDENT DISABILITIES SUPPORT SERVICE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n equal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 

to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f you are a student with a physical, visual, hearing, 

speech, learning or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s) which substantially limit your 

learning and/o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you are encouraged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instructors about your impairment(s) and the accommodations you need in your 

studies. You are also encouraged to contact the Student 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 

of the Student Counselling and Development Section (SCD) in Student Affairs Office, 

which provides appropriate resources and accommodations to allow each student 

with a disability to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life activities 

and serv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service, please 

contact SCD at scd.disability@umac.mo, or 8822 4901 or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umac.mo/sao/scd/sds/aboutus/en/scd_mission.php. 

 

Serviço de Apoio aos Estudantes Portadores de Deficiência  

A Universidade de Macau (UM) compromete-se a oferecer oportunidades iguais de 

educação para as pessoas portadoras de deficiência. Caso o aluno tenha 

deficiência física, visual, auditiva, mental, ou dificuldades de fala ou de 

aprendizagem, que afectem consideravelmente a sua aprendizagem ou actividades 

quotidianas, convém comunicar estas dificuldades aos professores para pedir apoio 

necessário. É  também aconselhável contactar o Serviço de Apoio à Deficiência dos 

Alunos da Secção para Aconselhamento e Desenvolvimento dos Estudantes 

(SADE), à qual compete oferecer recursos e condições para que os alunos 

portadores de deficiência tenham oportunidades iguais na educação, actividades e 

serviços universitários na UM. Para mais informações sobre este serviço, é favor 

contactar a SADE via email: scd.disability@umac.mo, telefone 8822 4901 ou visitar 

a página electrónica http://www.umac.mo/sao/scd/sds/aboutus/en/scd_miss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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