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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对澳门城市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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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会，对澳门城市的形象、经济、体育、环保

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东亚会优化了整个澳门城市发展的规划，提升了澳门的国际地位，充分体现了澳门

有举办国际盛事的综合发展能力，澳门将更具条件成为优质的国际旅游及国际体育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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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4th East Asia Games on Macao c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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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Post-doctoral Station,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By employ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pproach and survey research approach, the author analyzed positive in-

fluence of the 4th East Asia Games on Macao city in terms of image, economy, spor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cao will be provided with better conditions for becoming a superior and healthy city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international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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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3 月，在关岛举行的第十一次东亚运动会总会

会议上，澳门成功取得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主办权，标志着澳

门体育发展迈向新里程[1]。本届东亚运动会是澳门有史以来

首次举办的大型综合运动会，它对澳门的形象、对外关系、

体育发展、基础建设、城市规则、环境美化都带来深远的影

响。 

随着 2005年 11月 6日第四届东亚运闭幕式上圣火徐徐

熄灭，澳门的形象正在东亚以至世界冉冉上升：总面积为

27 km2，人口约 48 万的小城，承办了成绩出色、组织卓越、

热情倾城的国际区域性综合运动会。只有业余选手的澳门，

在有 9 个国家、地区的 2 417 名运动员参赛的本届东亚运动

会上，破天荒取得了 11 枚金牌、16 枚银牌和 17 枚铜牌的

优异成绩，超越朝鲜、香港、蒙古、关岛 4 个国家和地区，

金牌数和总奖牌数均居第 5 位[2]。本届东亚运动会是历届东

亚运中最出色的一届，因此澳门赢得了声誉与尊重。 

 

1  形象影响 
1.1  提升澳门国际地位 

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是一次具有相当水平的国际区域性

综合运动会，2 714 名运动员参赛，刷新了一项世界纪录、8

人 1 队打破 8 项亚洲纪录、1 人平亚洲纪录，13 名运动员打

破 48 项大会纪录[3]。吸引了 1 247 名记者采访报导，中国中

央电视台和澳广视全天候播放，东亚运所有精彩场面传到 5

亿多个家庭，让世界看到了澳门健康、动感旅游城市的美好

形象[4]，开闭幕式文化活动的成功演出，展现了澳门中西汇

合的文化特色，增加了参与者及澳门市民的投入感，并令世

界认识了澳门，从而提升了澳门的国际地位。海外媒体指出，

东亚运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对这个东方小城刮目相看。 

受主办机构的委托，澳门旅游学院于第四届东亚运动会

举行期间进行调查，成功访问了 5 003 名澳门市民、5 035

名旅客、392 名东亚运参与者及传媒、6 名赞助商，当中有

94.6%受访者认为本届东亚运可以提升澳门的国际地位[5]。 

1.2  促进澳门城市建设 

根据世界各地的成功经验，一个城市如果能承办一次奥

运会，这个城市的发展将全方位推进 10 至 20 年。韩国釜山

政府称，通过承办 2002 年第 14 届亚运会的一系列体育比赛

和文化活动、社会活动，釜山开始由单纯的港口城市转变成

为文化旅游城市，釜山发展加快了 10 年[6]。 

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是澳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运动会。

澳门东亚运组委会把 17 个比赛项目合理分配在澳门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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氹仔、路环三个地区，以利于整个澳门城市发展的规划。为

配合东亚运动会的严格要求、澳门各体育场馆进行了大规模

的建设和维修，并在建设中，改善了周边的道路交通、环境

卫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澳门的城市建设。例如，扩建了基

建的范畴，澳门理工学院的艺术高等学校、体育暨运动高等

学校和图书馆、东亚楼及何东小学新校舍等基建项目已不单

是为东亚运动会举办而兴建，也丰富了澳门多个领域的发

展，这批基建不仅改善了本澳体育运动场的资源，也为文化、

教育、会展、经济等各方面提供了优质的场所。 

1.3  提升体育城市的知名度 

澳门的体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据 2005 年统计，澳门

共有 500 多个体育会、52 个单项体育总（协）会、1.5 万名

注册运动员。澳门的国际体育赛事比较活跃。每年的 6 月举

行国际龙舟赛、8 月举行世界女子排球大奖赛、11 月举行格

兰披治大赛车、12 月举行国际马拉松赛，这些赛事都具有

一定的国际影响，并且与旅游活动有机结合起来[7]。 

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在竞赛、接待、礼仪、文化活动、信

息科技、场地管理、保卫安检、医疗药检、身份确认、志愿

工作者、传媒服务、电视转播、票务、市场开发、语言服务、

国际事务等均按计划完成既定任务，获各地参与者的好评，

达到宣传澳门的正面效果。本届东亚运的电视收视户超过 5

亿，使澳门在国际上提高体育城市的知名度[8]。 

1.4  澳门综合发展能力经受了一次成功考验 

  在为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所设的欢迎晚宴上，澳门特区政

府行政长官何厚铧表示，澳门能成功主办第四届东亚运动

会，是对澳门综合发展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一国两制”

在澳门获取成功的一次重大体现[9]。 

从接待开幕、闭幕仪式的各国和地区的领导和嘉宾；到

安排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起居饮食、出赛场地、练习及观看比

赛的市民和旅客一应的食宿、交通、安全等事宜，都为澳门

带来前所未有的一次考验[10]。在第四届东亚运动会闭幕式

上，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李胜国表示，本届大会十分成功，

东道主中国澳门的组织工作令人满意。他说，澳门只有 48

万人口，但却将东亚运成功地举办成一届高水平的国际盛

会，大会不仅有一流的场馆设施，还为运动员提供了便利的

生活条件，韩国运动员在大会期间的食宿都很舒适，澳门市

民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1]。其它各国、地区代表团也普

通反映本届东亚运动会办得非常成功、圆满，充分体现了澳

门有举办国际盛事的雄厚综合发展能力。 

 

2  经济影响 
据澳门大学的研究报告《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经济影响初

级评估报告》显示，由于近年来澳门博彩业的快速发展，带

动了本地生产总值和税收的增加，筹备 6 年的第四届东亚运

动会的公共开支虽高约 39 亿元(澳元)，但其成本只占本地

生产总值的 0.92%[12]。若纯粹从公共财政收支角度考虑，有

关开支并不会对澳门公共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13]。相反，

由于第四届东亚运的成功功办，为澳门经济带来正面的影

响。 

2.1  提高国际经济交流的平台作用 

体育和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建立更和谐的经济交流

平台[14]。吴仪副总理在出席特区政府的欢迎晚宴上致词时

认为，澳门这次举办东亚运动会，做出了精心的准备。它不

是简单的赛事，而是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澳门与东亚各国和地

区交流的平台。它一方面可以促进澳门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

交流，也能够展示澳门回归六年的成果，同时也能进一步加

强澳门人的凝聚力，使它成为澳门、内地与东亚各国和地区

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9]。 

由于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举办的成功，以及 2006 年首届

葡语系运动会和 2007 年第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的举办，澳

门特区政府以大型活动印证澳门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稳定繁

荣，并通过打造与完善服务平台，促成澳门、内地与葡语国

家和国际华商之间的商贸合作，强化与东南亚、韩国和欧盟

国家的合作，从而深化澳门的国际贸易合作平台的作用，并

扩大在澳门的投资和商业活动。 

2.2  推动体育旅游的发展 

过去普遍游客来澳门的大多是为了博彩娱乐，留澳时间

平均不多于一晚。但东亚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为澳门的旅游

业带来了新的门路——体育旅游。 

据澳门旅游学院的“澳门市民、旅客、赛事参与者、传

媒及赞助商对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的意见”研究报告指出，在

受访旅客中的 36.6%表示他们最初来澳门的目的并非观看

东亚运，但却有观看或打算观看，可见他们对东亚运感兴趣 
[15]。由此可见，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为访澳的旅客多提供了

一项的选择，除了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进

行博彩娱乐和购物之外，使澳门的旅游事业能从多元的发展

中得益。在调查中还发现，这类型的旅客留澳时间平均为

3.46 晚[14]，参与大型活动的旅客留澳时间明显延长，这可

为旅业、饮食业、金融业、百货业、交通业等其它行业创造

更多的商机。 

2.3  促进会展业的发展 

澳门会展业过去受到软硬件的限制，阻碍了行业的发

展，展览场地活动的筹办人员都有较明显的缺乏。而第四届

东亚运动会为澳门创造了发展会展业所需的条件，使澳门的

会展业发展迈向国际化。在东亚运圆满结束后，澳门的硬件

设施得以逐步完善，透过东亚运组委会在筹办活动中的经

验，以及会展业在不同方面所吸收的经验，连同基建的资源

及运动会所培训出来的人才，未来数年间必然对澳门会展业

产生一定的影响，使该行业的生产基础初步形成，开拓会展

旅游，使澳门具有更大的竞争力[1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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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的成功举行，增加了澳门的国际

形象及国际对澳门举办大型活动的信心，这对澳门会展业的

发展大有收益。 

2.4  物流运输业的重大商机 

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的举行，为澳门的物流、运输商业带

来了重大的契机。运动会令到各地区的运动员及旅客能亲身

到澳门感受便捷的通关，并通过运动会了解澳门近年经济的

发展，同时透过电视转播，亦让世界各地观众能够有机会认

识澳门，起到向国际社会宣传澳门的作用，澳门物流业亦可

以从中发掘商机。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本澳交流平台角色的发

展，但要确立本澳平台的作用，首先就要让更多的人认识澳

门，东亚运这种区域性的运动会，正好起到这个作用。只有

让更多世界各地的人认识澳门，并籍此推动澳门经济的发

展，物流业自然会找到自己的商机[16]。 

 

3  体育影响 
3.1  推动大众体育的广泛开展 

在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筹备期间，东亚运澳门组委会在组

织活动的开展和协调基建的计划时，就十分关注市民大众的

康体设施建设。除了务求各项活动皆能使市民共同参与，增

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外，各体育馆建设更合理地分布在澳门半

岛、氹仔和路环新城三个地区，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康体场

地，着意提高其体育意识。曾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的屠铭德

就指出，澳门的场馆都集中在小区之中，是一种为居民、为

学生、为青年人考虑的表现[17]。通过这些便于使用的场馆，

市民更易于进行康体活动，使体育运动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

分，从而达到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效果。 

在 2004 年 2 月就建成的东亚运青少年主题活动中心开

展的各项有关活动中，通过现场观看精彩的各个体育项目的

比赛，或通过电视、电台转播比赛的评述和有关的介绍资料，

青少年能较清楚地了解各项运动的知识，从而提高参与体育

运动的乐趣。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的体育项目正好能发挥宣传

大众体育的作用，从而强化市民体育意识，特别提是高青少

年全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科学性。 

 第四届东亚运动成功举办后，随着体育场馆的增加，体

育运动宣传的开展，使得广大居民能分享澳门建设及东亚运

兴建场馆的成果，更加方便进行体育锻炼和娱乐休闲活动。

据统计，第四届东亚动会举行后的 2006 年 1 月至 7 月，平

均每月使用体育场馆为 416 667 人次，比 2004 年同期平均

使用体育场馆 329 596 人次，增长了 26.4%，有力地推动了

大众体育的广泛开展。 

3.2  大幅度提高竞技体育水平 

澳门体育代表团在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中，派出了 253

名运动员（男 166 名、女 87 名）参加了 16 个项目赛事，共

取得了 11 枚金牌、16 枚银牌、17 枚铜牌的史无前例的佳绩。

在 9 个参赛国家、地区中名列第 5 位，而过去 3 届东亚运动

会总共才获得 1 枚金牌、1 枚银牌、5 枚铜牌[18]，本届东亚

运获得的奖牌数在第一天就超过以往纪录。一天等于十二年

[19]。澳门体育代表队所获的成绩震撼了全澳市民的心灵，

大家都为各健儿所取得的成绩而骄傲。虽然奖牌并非印证竞

技水平的惟一标准，但东亚运的举行无疑促进了回归以来澳

门运动员和体育技术人员的培训，使澳门的体育事业踏上新

的台阶。他们在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以后，继续保持一定的竞

争力和向上势头，在 2005 年 11 月泰国举行的第一届亚洲室

内运动会中，澳门体育代表团基本上以东亚运的班底参与并

取得了 3 枚金牌、6 枚银牌、5 枚铜牌的成绩，在 37 个参赛

国家及地区中名列第 10 位，足见第四届东亚运的催化作用

[14]153。 

3.3  跻身先进体育设施地区 

从社会经济效益角度来考虑，东亚运带来了实质的体育

及休闲基建设施[13]。投资 35 亿 4 700 百多万澳门元新建成

13 个场馆及设施，以及 3 个改建及完善场馆，都是为配合

特区政府确定博彩旅游为龙头事业，以及会展业等经济发展

方向，并配合文化教育领域的实际需要。这些场馆不单是为

了这一届运动会，起码 20 年都可以应付澳门居民在体育、

文化、教育、会展等方面的需要[20]。如能有效运用这些场

馆设施，将可以大大减少日后举办同类活动的建设成本。 

在举办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前，澳门体育发展局辖下的体育场

地面积只有 119 638 m2，第四届东亚运动后，可供运动训练

和比赛的体育场地面积增加至 162 480 m2，一下子增加了

26%的体育场地面积，澳门从此跻身东亚地区体育设施最先

进地区之一。 

3.4  为未来办大型运动会创造条件 

澳门体育发展局代局长黄有力在第四届东亚运动会结

束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因东亚运而诞生

的 9 座全新的比赛场馆，澳门如何有能力举办这些高水平的

比赛？如果没有澳门运动员在本届运动会取得的 11 枚沉甸

甸的金牌，没有出色的组织工作，澳门拿甚么说服国际体坛，

把更多的比赛放到这里举行？澳门东亚运组委会董事局主

席肖威利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一届成功的东亚

运，让外界看到澳门的能力之时，也为它的将来创造了机会，

吸引了目光和了解信任，对于澳门这样一个以旅游娱乐为主

业的开放城市来说，实在是一个长久的利好[18]。 

 

4  环境影响 
4.1  提出“环保东亚运”理念 

在举办国际性大型运动会时，加强环境保护成为不可缺

少的内容，越来越被主办的国家、地区重视。 

2002 年 1 月成立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澳门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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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提出了“环保东亚运”理念，以先后成功举办国际大型绿

色运动会的 1988年汉城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为经验，

向公众和与会者宣扬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2001 年 2 月 1 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批

示，设立一个由工务、体育、民政部门及东亚运动会协调办

公室（第四届东亚运动会澳门组织委员会前身）代表组成的

2005 年东亚运动会体育场地的设施规划、设计及兴建工作

小组，进行相关工作，确保其与澳门城市发展规划互相适应。 

在建设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场馆的规划方面，出于环保考虑，

采用了如下四种处理方法：一是利用好现有的体育场馆，比

如澳门大学综合体育馆、鲍思高学校室内馆等；二是有限度

改建现有体育场馆，使其符合举办大型运动会的要求，如澳

门综艺馆、澳门运动场；三是兴建一系列新体育场馆，计有

澳门奥林匹克游泳馆、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澳门国际射

击中心、南湾水上活动中心等；四是在建设中，改善周边环

境[21]。 

4.2  实现“环保东亚运” 

由于充分考虑环保因素，实践“环保东亚运”的理念，第

四届东亚运动会 16 个新建、改建体育场馆都各有环保特点，

为成功举办“环保东亚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21]。

例如，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的周边建设大片绿化带，建

成大型绿化区，提升空气的质素，美化环境，增加居民的休

闲空间；澳门奥林匹克游泳馆的环保设备，包括可减低污水

排放的全自动臭氧式水处理系统、利用机房热量推动的先进

空调系统、天然采光屋顶；将澳门运动场的污水渠改建成暗

渠，并种植大量花草树木，扩大绿化区；南湾湖水上活动中

心进行水质改善工程，将湖底的污泥挖掉后，铺上 2～3 m

的沙粒，使湖水自然净化[22]；澳门理工学院体育馆和塔石

体育馆采用玻璃外墙装饰，加强天然采光。 

 

成功举办东亚运动会及随后的几个大型活动，赢得了国

际口碑，有助于吸引更多有实力的活动组织者来澳举行活

动，吸引更多高水平运动员来澳表演，不断催化更多大型活

动，特别是为未来举办大型运动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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