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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據國際會議協會（ICCA）發佈、
以分析全球會議市場狀況為主的《2019
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在全
球國家排名中，葡萄牙名列第 10 位，
共舉辦 342 項獲認證的會議，巴西排
名第 20 位，共舉辦 209 項獲認證的會
議；在全球城市排名中，里斯本及波爾
圖更名列第 2 位及第 39 位，分別舉辦
190 及 63 項獲認證的會議，聖保羅亦
名列第 47位，共舉辦 56項獲認證的會
議；而澳門全球排名第 48 位，共舉辦
54 項獲認證的會議。鑑於 ICCA 認證是
否為國際會議項目的標準是會議需要在
全球各地輪值舉辦，即當年有關項目在
某地舉辦後，第二年必須轉至其他地方
舉行，因此，澳門作為中葡商貿合作服
務平台和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城市，若
每年能夠承接或輪值舉辦部分在葡萄牙
和巴西舉辦的國際會議項目，相信澳門
會展業的發展將可注入新的動能。

	 為此，經檢視葡語國家近年舉
辦 ICCA 認證活動的狀況後，本文重點
研究 ICCA 排名較前的葡萄牙及巴西，
從其活動項目數量、活動主題及主要舉
辦城市進行分析，發現葡萄牙及巴西的
ICCA 項目資源豐富，舉辦活動的地點
主要集中在里斯本、波爾圖、聖保羅等
城市。有鑑於此，澳門可以有意識、有
目的、有規劃地將上述城市作為開展中
葡經貿會展合作的重點對象，在原有建
築、法律、旅遊等主題合作的基礎上，
拓展至科技、科學及醫學等領域的合
作，同時，憑藉與葡語國家及其城市天
然的緊密聯繫，積極考慮研究透過競投
葡語國家會議輪值舉辦地的舉措，主動
招攬面向全球舉辦的國際會議 ICCA 項
目輪流或循環來澳舉辦，甚至在成熟後
引薦至粵港澳大灣區舉辦，一方面有助
於提高澳門ICCA國際會議城市的排名，
另一方面也有利於豐富澳門“中葡經貿
合作會展中心”的內涵，有效發揮大灣
區中心城市核心引擎的帶動作用，達至
項目互換、客源互引，進一步推動中葡
平台建設。

重要聲明

	› 本報告的原始數據來源於第三方機構已公開的資訊，澳門貿易投資
促進局不保證該等資訊是否準確、充足、及時或可靠，對該等資訊
產生的一切事宜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報告僅供一般參考，不視為
本局任何推薦或建議。

	› 本局可在任何時間行使權力，在無須通知的情況下決定增加、修訂
或刪除報告資訊。本報告未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許可，不得刊
登、上載、分發、出版或出售，以及本局對上述的不法事宜，保留
法律追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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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考《2019 年度國際協會
會議市場報告》的內容

	 ICCA 是全球會議業界的權威組織
之一，擁有全球約 100 個國家及地區、逾
1,100 個政府組織、會展相關公司、會展中
心加入成為會員。每年針對全球各國家及
地區 / 城市的國際協會會議場次進行統計，
評比要求嚴格，列入統計的會議必須由國
際性協會/組織定期舉辦(不含公司會議)，
且輪流在 3個或以上國家 /地區召開以及參
會人數不少於 50 人。ICCA 年度報告既是
全球會議市場的權威性指標，也是會議籌
組機構揀選會議目的地的重要參考資料。

	 據國際會議協會 (ICCA) 於 2020 年 5
月發佈的《2019 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
報告》顯示，澳門多項評比的排位均有所
上升，其中澳門於全球城市排名躍升至第
48 位，較 2018 年上升 23 位；而亞太區域
城市排名為第12位，較2018年上升5位；
ICCA 同時認可了 54 項在澳門舉行之國際
協會會議活動，同比上升 38%。

《2019 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全
球國家排名

排名 國家 2019 年
認可項目數目

1 美國 934
2 德國 714
3 法國 595
4 西班牙 578
5 英國 567
6 意大利 550
7 中國 539
8 日本 527
9 荷蘭 356
10 葡萄牙 342
11 加拿大 336
12 澳大利亞 272
13 韓國 248
14 比利時 237
14 瑞典 237
16 奧地利 231
17 瑞士 221
18 阿根廷 214
19 波蘭 213
20 巴西 209

	 另外，經檢視《2019 年國際協會會
議市場年度報告》，了解到葡萄牙及巴西
在全球國家排名分別位居第10及第 20位，
里斯本、波爾圖、聖保羅在全球會議城市
排名中名列第 2位、39 位和 47 位。

《2019 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全
球城市排名

排名 城市 2019 年
認可項目數目

1 巴黎 237
2 里斯本 190
3 柏林 176
4 巴塞羅那 156
5 馬德里 154
6 維也納 149
7 新加坡 148
8 倫敦 143
9 布拉格 138
10 東京 131
11 布宜諾斯艾利斯 127
12 哥本哈根 125
13 曼谷 124
14 阿姆斯特丹 120
15 首爾 114
16 都柏林 109
17 雅典 107
18 羅馬 102
19 台北 101
20 悉尼 93
︙ ︙ ︙
39 波爾圖 63
︙ ︙ ︙
47 聖保羅 56
48 澳門 54

	 可見，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
貿合作服務平台，與葡語國家具有廣泛的
聯繫網絡和良好的互動合作關係，語言和
法律體系相通，對葡語國家尤其是葡萄牙
及巴西所舉辦的 ICCA 項目，具備參與競投
的得天獨厚的優勢和條件，以下本文將對
葡語國家近五年有關 ICCA 國際會議認證項
目統計展開分析，進一步了解其合作潛力
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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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葡萄牙、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
動的排名及活動場次
	 透過 ICCA 數據庫匯總了 2015 年
至 2019 年有關葡萄牙及巴西的 ICCA 國
際會議排名，葡萄牙在 ICCA 全球排名已
由 2015 年的 12 位上升至 2019 年的第 10
位，活動場次亦由 2015 年的 295 項上升至
2019 年的 342 項。首先，葡萄牙的 ICCA
國際會議發展迅速主要得益於其優越的地
理位置，交通便倢，擁有通往歐洲、非洲、
亞洲、北美、南美各地的航班，尤其與歐
洲多個會議業發達國家有直航對接，大大
便利了 ICCA 國際會議在區內輪值舉行，加
上葡萄牙政府十分重視旅遊業發展，著意
透過舉辦國際會議活動吸引更多商務客源；
其次，巴西作為全球舉辦國際會議最多的
南美國家，儘管最近五年排名一直位居全
球20強，惟舉辦 ICCA會議項數持續滑落，
排名由 2015 年的第 11 位下跌至 2019 年
的第 20 位，同期活動場次由 324 項下跌至
209項，相信社會環境的持續穩定對於會展
組織者選擇舉辦目的地不僅有著密切的關
係，而且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二、分析近五年葡語國家舉辦
ICCA 國際會議的狀況

	 經檢視近五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
度報告，了解到 2015 至 2019 年期間，安
哥拉、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
聖多美和普林西及東帝汶都有舉辦 ICCA 認
證會議，不過項目數量相對較少，大部份
國家未被列入排名，當中葡萄牙、巴西的
ICCA 活動數量較多，近年均維持在 200 至
300 餘項，對於活動項數僅為 54 項的澳門
而言，項目資源可謂相對豐富。因此，重
點選擇葡萄牙、巴西作研究為切入點，從
其活動項數、排名變化、活動主題及其主
要舉辦城市作出進一步分析。

近五年葡語國家舉辦 ICCA 國際會議的活動
項數

國家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安哥拉 4 2 0 1 0
巴西 324 263 259 242 209
佛得角 4 2 1 1 4
幾內亞比
紹

0 1 0 1 0

莫桑比克 11 5 4 7 8
葡萄牙 295 318 317 323 342
聖多美和
普林西比

0 0 1 0 0

東帝汶 0 2 0 0 0
資料來源 :	排名統計是整理 ICCA 年度報
告，會議場次統計是查詢 ICCA 統計資料
庫

近五年葡萄牙、巴西的 ICCA 排名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 :	ICCA 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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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當中統計差異主要是因為部分會議出現跨學科的情況，即一場會議橫跨了兩個或三個學科，以致按學科主題
的統計項數會大於會議實際項數。

2.	葡萄牙、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
動的主題分佈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葡萄牙舉辦
獲 ICCA 認證的活動項目共 1,595 項，按照
ICCA主題學科作領域分類，可劃分為2,064
項 1，第一為醫學類 (363 項 )，第二為科技
類 (303 項 )、第三為科學類 (257 項 )，前
三大類合共佔比 45%。

2015 年至 2019 年在葡萄牙舉行 ICCA 會議
主題分佈

資料來源：ICCA 統計資料庫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巴西舉辦獲
ICCA 認證的活動項目共 1,297 項會議，按
照 ICCA 主題學科作領域分類，可劃分為
1,301 項，第一為醫學 (281 項 )，第二為科
學 (197 項 )、第三為科技 (177 項 )，前三
大類合共佔比 50%。

2015 年至 2019 年在巴西舉行 ICCA 會議主
題分佈

資料來源：ICCA 統計資料庫



6

近五年葡語國家
有關 ICCA 認證國際會議的研究分析

	 從葡萄牙、巴西近五年 ICCA 活動主
題分佈的統計資料，可見醫學、科技及科
學三大主題佔比重最高，回顧澳門近五年
舉辦的共 195 項獲 ICCA 認證項目，按照
ICCA 主題學科的領域分類，可劃分為 252
項，其中科技 (43 項 )、醫學 (23 項 ) 及文
化創意 (21 項 ) 共佔比 35%，由此足見澳
門與葡萄牙及巴西一樣，在主題分佈上均
以科技及醫學類會議為主，說明澳門完全
具備舉辦此類會議的經驗和能力。與此同
時，澳門若積極主動地與葡萄牙、巴西有
關會議舉辦方進行訊息交流，必將有助於
雙方相互分享競投經驗，相互引薦具潛力
的項目，增加各自競投有關會議活動的成
功率。

3.	葡萄牙、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
動的主要城市

	 考慮到葡萄牙與巴西城市較多，葡
萄牙舉辦 ICCA 國際會議活動的城市共 61
個，巴西舉辦 ICCA 國際會議活動的城市共
115 個，因此本文根據 ICCA 統計資料庫梳
理出兩國前三大活動舉辦城市，以便更好
地篩選具潛力的主要城市優先開展合作。

	 從葡萄牙舉辦活動的城市分佈來看，
里斯本、波爾圖及卡斯凱什是舉辦 ICCA 國
際認會議活動數量最多的三座城市，其中
里斯本和波爾圖佔該國舉辦相關活動總量
的 7成，均以醫學及科技主題活動為主。

葡萄牙舉辦 ICCA 活動的主要城市
ICCA
項目數 里斯本 波爾圖	 卡斯凱什

2015 153 60 20
2016 155 75 19
2017 158 62 27
2018 155 74 20
2019 190 63 20

	 從巴西舉辦活動的城市分佈來看，
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及伊瓜蘇是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動數量最多的三個城市，
其中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兩個城市佔該國
舉辦相關活動總量的 4 成，亦均以醫學及
科技主題活動為主。

巴西舉辦 ICCA 活動的主要城市
ICCA
項目數 聖保羅 里約熱內盧 伊瓜蘇

2015 84 73 5
2016 67 51 15
2017 59 54 15
2018 59 53 17
2019 56 33 15

	 綜上分析，葡萄牙及巴西舉辦 ICCA
認證國際會議活動的主要城市如里斯本、
波爾圖、聖保羅等，均可成為澳門與上述
兩國以 ICCA 項目為切入點開展中葡會展經
貿合作的重點“攻克”對象。

三、歸納近五年葡語國家活動組
織者在澳門舉辦 ICCA 會議的特
徵

	 回顧過往的合作基礎，經檢視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間在澳門舉行的 195 項國
際會議活動中，活動組織單位來自葡語國
家的項目共有 6 項 (2019 年 1 項，2018 年
1項，2017年 4項 )，相關會議涉及建築、
法律、旅遊、藝術及語言等不同範疇，主
辦方來自葡語國家專業協會，合作方為澳
門專業社團及學校等，相關活動的輪值舉
辦地均優先選擇面向葡語系國家的相關城
市舉行，而作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
澳門在競爭當中具有較大優勢，可爭取成
為繼葡萄牙之後的最佳項目選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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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名稱 相關組織單位 主題 過往兩屆舉辦地

2019 年 10 月 24 日
至 27 日

第 7屆葡語建築
師國際會議

•	 葡語國家建築師
委員會

•	 澳門建築師協會
建築 第 6屆莫桑比克開普敦

第 5屆巴西里約熱內盧

2018 年 4月 23 日
至 24 日

第 26 屆葡語通訊
論壇

•	 國際葡語通訊協
會 (AICEP)

•	 澳門郵電局
語言 第 25屆巴西巴西利亞

第 24屆安哥拉羅安達

2017 年 12 月 11 日
至 12 日

第 5屆葡語國家
法律大會

•	 葡萄牙語法律學
會

•	 澳門城市大學
法律 第 4屆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第 3屆莫桑比克開普敦

2017 年 11 月 23 日
至 27 日

第 43 屆葡萄牙旅
行社協會年會

•	 葡萄牙旅行社協
會

•	 澳門旅遊局
旅遊 第 42屆葡萄牙阿威羅

第 41屆葡萄牙阿爾加維

2017 年 9月 6	日
至 8日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Arts

•	 Artec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澳門聖若瑟大學

藝術 第 7屆葡萄牙歐比多斯
第 6屆葡萄牙阿爾加維

2017 年 7月 23 日
至 29 日

第 12 屆盧斯塔尼
亞人國際協會會
議

•	 盧斯塔尼亞人國
際協會

•	 澳門理工學院
語言 第 11屆佛得角明德盧

第 10屆葡萄牙阿爾加維

四、結語

	 2019 年國際會議協會（ICCA）公佈
的國際會議統計數目約 13 萬場次，是目前
有數據統計以來最高的一次，澳門在是次
ICCA 國際會議城市排名中更成功與葡萄牙
的里斯本、波爾圖和巴西的聖保羅一同擠身
全球 50 強，這不僅彰顯了澳門在全球會議
舉辦領域的實力，而且更加預示著澳門與
葡語國家在會展經貿合作中空間十分廣闊。
目前，因應全球會展業 2020 年深受新冠疫
情衝擊，相關國際會議舉辦的安排和未來
選址正在醞釀較大的變革，例如有可能舉
辦混合式會議活動（hybrid	meeting）、
偏向選擇衛生安全風險較低的地點等，相
信未來澳門可憑藉中葡平台和會展軟硬配
套相對完備等優勢，主動競投面向葡語國
家及全球的 ICCA 認可的國際會議活動，致
力為全球會展組織者多提供一個舉辦地的
選項。

	› 2:	2019年ICCA國際會議全球排名，香港排名22位、澳門排名48位、深圳排名第117位及廣州排名176位，其他
大灣區城市未有相關排名。

	 事實上，相關工作亦有助於加快推
進“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	建設，本文
透過分析近五年葡語國家獲 ICCA 認證的國
際會議狀況，了解到葡萄牙及巴西的 ICCA
項目資源豐富，其舉辦活動的主要城市里
斯本、波爾圖、聖保羅等，更可作為澳門
開展中葡經貿會展合作的重點對象，在原
有建築、法律、旅遊等主題合作的基礎上，
進一步拓展科技、科學及醫學等領域的合
作，透過競投面向葡語國家和全球輪值舉
辦的國際會議 ICCA 項目來澳舉行，既可提
高澳門在 ICCA 國際會議城市的排名，亦有
利於豐富澳門建設“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
心”的內涵，而當項目成功在澳門舉辦之
後，同樣澳門也可將活動在下一站的舉辦
地引薦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透過項目資
訊交換和資源共享等市場運作模式，共同
擴大會展經貿合作，爭取以“外引內聯”
的方式把項目輻射至粵港澳大灣區，突出
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的聯繫功能，努力發揮
大灣區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帶動作用，力
爭達至項目互換、客源互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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