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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虽然这一期正式来说是关于2021年的，但也是2016年上任的行政委员会

其六年任期的最后一年。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将结合两者做出一个年度总结。  

董事会及其理事机构对基金会的历史及一路以来的经历非常的
了解，在此不多做赘述，但是有几点需要强调的：欧维治基金会（FJA）的
创立相呼应了澳门科学文化中心 (CCCM, 在里斯本)及澳門國際研究所 
(IIM，在澳门)的成立，其背后带有一股强大的政治意愿及庞大的财务资
源。澳門國際研究所(IIM)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目前为我们欧维治基金会在
澳门主要的合作伙伴，也逐渐在澳门获得当地政府单位的尊重及支持。  

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 原旨在成为我们在东方尤其澳门丰富且
完整的回忆，在葡萄牙接管澳门结束之后，转交给了科学，技术和高等教
育部(MCTES)管理。作为依赖公共机构的组织，很自然的受到国家行政预
算的约束，并且预算逐年紧缩（因为欧债危机造成的预算及人员的消减）
也增加了对欧维治基金会（FJA）支持的需求，这让欧维治基金会（FJA）
成为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最大的赞助者，不仅是财务方面,也包含跟
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 (MCTES)一起的其他直接及间接的帮助。  

在这六年之间我们被迫学习适应新的现实（世界金融危机后，欧债
危机后，由于各种原因限制后造成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没有能力去
实施他们的（预算及人员）且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 (MCTES)也没有解
决的能力，别忘了还有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各种限制。  

欧维治基金会（FJA）也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关系必须调整工作方式
（根据各部门调配）在这段长时间的线上工作模式里也总是在一起紧密的工
作着。为了能够更新及年轻化我们的组织结构，我们组织也做了调整，并且
也透过加入更多澳门葡萄牙人到不同的部门里来达到加强跟澳门的关联。  

欧维治基金 （FJA） 没有固定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其金融投资，这是
一个非常不稳定及敏感的情况，迫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财务管理和监控，鉴
于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可测的时期，这些做法可能不总是足够的。 
即便如此，欧维治基金 （FJA）没有债务，并且一直在通过双边和多边伙伴
合作关系扩展我们的活动范围。 此外，在过去六年中，欧维治基金 （FJA）  
对基金会的花费进行了全面审查，包括所有现有及必要的合同在内。  

- 已解决或处理的重要事项： 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 拿回了
其位于里斯本 Junqueira路 30 号的建筑物，自 1999 年以来此建筑一直移交给其
他机构将近 20 年（最近期为外交部和里斯本大学），目前此中心正在重整中 

- 就像我们多年来说明的情况一样，由于政府资助非常有限的情况
下，欧维治基金 （FJA）近年来每年资助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 约
100.000欧，近期（自新的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主席于2020年初上
任后）多用于资讯，博物馆，安全，保护设施及文件为主，在清空 
Junqueira 路 30 号的出租楼层后，（图书馆、文献中心和行政服务）将会
把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的材料都带到中心去  

- 欧维治基金 （FJA）的网站在一名实习生的帮助下进行了全面的
审查，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充实，目前有很多信息，包括关于澳门和中国一
些有趣的信息、我们主要合作伙伴的活动新闻和来自过去数据的历史记录 

- 持续与马夫拉市政府保持非常强而有力的合作关系，包含应该在
今年迎来的第6届菲利普·德·索萨（Filipe de Sousa）音乐节，及中国传
统乐器展（澳门科学文化中心的收藏）本都应于2021年发生但鉴于一些问
题而延期到了2022年.  

- 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 (MCTES)主导下并由其部长亲自参与
下，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于2020年提交了其2020年至2030年的策
略规划。此规划跟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来访时及之后2019年6月科学部长的
到访到最后2020年2月新澳门科学文化中心主席卡门.门德斯教授(Carmen 
Mendes)的上任皆有直接的关联。这大大的增加了中心的责任，但却没有足
够的人员及组织法规来完全遵循，这种情况也导致需要欧维治基金(FJA)更多
的支持, 不只在已经提到的组织结构方面，而在双向或与一些合作伙伴合作
的活动中，提高中心的知名度，例如澳门国际研究所（IIM），新丝路协进
会（ANRS），马夫拉市政府（CMM），卢萨通讯社等（LUSA）等…）  

- 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网站，将允许葡萄牙和中国各大学机构之间
建立直接的关系，包括其机构和他们的学生，允许有意愿的双方之间建
立更简单及直接的关系，目前已联系了 182 所大学机构（ 52 个来自葡萄
牙，130 个来自中国）。  这项目得到了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 
(MCTES) MCTES部门秘书长索布里尼奥·特谢拉  教授（ Sobrinho 
Teixeira）的支持，并由我们驻北京的大使跟进追踪，也被中国驻里斯本
大使所认识； 此话题会再另一个单独的章节中来另做讨论。  

- 我们的出版活动也恢复了，我们向伊莎贝尔·阿尔萨达教授
（Isabel Alçada）及安娜·玛丽亚·马加良斯（Ana Maria Magalhães）
订购了一本关于葡萄牙黑船的故事，结合历史故事摘要，插图及来自古代
美术博物馆和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的馆内作品照片（特别是真实
葡萄牙黑船照片复印件），这版我们一共打印了10.000本并发送给葡萄牙
所有的中学及高中以及澳门的机构。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学校
都邀请了作者们前往，我们的驻北京大使也打算利用专门给葡萄牙作者的
作品葡译中基金中的一笔资金来将此书翻译成中文。欧维治基金(FJA)的这
一行动，除了有它的历史及文化成分外，还有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让人们
对我们曾在东方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但目前还鲜为人知  

- 欧维治基金 （FJA）持续的且继续增加对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
学及澳门葡文学校的奖学金提供.  

这一切的成就都是靠行政委员会及其负责人员的辛勤付出 

何塞·爱德华多·加西亚·莱安德罗 (José Eduardo Garcia Leandro) 
欧维治基金 （FJ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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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16-2O21年 
加西亚·莱安德罗(GARCIA LEANDRO)将军的任期期间 

一些任期期间的难忘照片

2016年马夫拉音乐节-指挥家菲利普·德·索萨（Filipe de Sousa）致敬音乐会

2017年-与董事会于阿尔坎萨开会，同行的有从澳门来到葡萄牙参访的董事会成员苏.
安布罗斯（Ambrose So）

2019年-澳门仁慈堂成立450周年

2017年-于里斯本大学社会政治学院举办的新丝路论坛

2018年-参观澳门立法院

2020年-欧维治基金会与澳门科学文化中心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部长见证下签署协议

2018年于澳门科学文化中心举办的第21届中国音乐跨文化论坛 2019年-于古尔本基基金会庆祝澳门行政当局从葡萄牙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RPC）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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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维治基金会系列

《神秘船》-葡萄牙黑船历史 线上新书发表会- 
2O21年9月23日于澳门科学文化中心

| 文化活动 |

安娜·玛丽亚·马加良斯（Ana Maria Magalhães）及伊莎贝尔·阿尔萨达（Isabel Alçada）在
2014年出版了《不可能的任务》之后，再次出版了一本关于葡萄牙黑船历史名为《神秘
船》的书并于澳门科学文化中心礼堂发表了她们的新书,发表会上包括欧维治基金会的主
席加西亚·莱安德罗将军（Jorge Álvares）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主席 卡门·阿马多·
门德斯教授（Carmen Amado Mendes），若昂·保罗·德奥利维拉和科斯塔教授（João 
Paulo de Oliveira）及曼努埃拉席尔瓦（Manuela Silva）都参与其中  

跟2014年一样，此版并不对外发售并且欧维治基金会将提供给所有学校的每个图书馆一
份, 此举为宣传中澳历史、文化和传说及学校组织小组作业活动的重要工具 

此书于欧维治基金会（FJA）线上图书馆开放查阅： https://jorgealvares.com/biblioteca-
digital/

作者安娜·玛丽亚·马加良斯（Ana Maria Magalhães）和伊莎贝尔·阿尔萨达（Isabel Alçada)，欧维治基金会的主席加西亚·莱安德罗将军（Jorge Álvares）

曼努埃拉席尔瓦（Manuela Silva)，全国图书馆网主任 乔·保罗·德·奥利维拉·科斯塔教授（João Paulo de Oliveira Costa）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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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夫拉音乐节 “指挥家菲利普·德·索萨”(FILIPE DE SOUSA)
马夫拉 (Mafra) 市政府及欧维治基金会共同合作举办的马夫拉音乐节“菲利普·德·索萨”是对基金会顾问和功勋委员会成员的致敬,在第五届总
共演奏了八场演奏会，分别在马夫拉 (Mafra) 市里四个厅里及埃里塞拉 (Ericeira) 的杰米.沃尔夫.席尔瓦 (Jaime Lobo e Silva) 礼堂里。此音乐
节于2021年5月15至6月26日举行 

 演奏节目成员包括: 

–  指挥: 阿曼多·莫塔  (Armando Mota) 

–  钢琴：阿德里亚诺.乔丹 (Adriano Jordão) 佩德罗·伯梅斯特（Pedro Burmester）杰弗里·麦克西姆（Jeffery Macsim）安东尼奥·路易斯·席尔
瓦（António Luís Silva）爱德华多·乔丹（Eduardo Jordão）若昂·埃利亚斯·苏亚雷斯（João Elias Soares）蒂亚戈·努涅斯（Tiago Nunes）马
可·克拉沃拉·布劳林（Marco Clavorà Braulin）古尔辛·奥奈（Gulsin Onay） 

–  小提琴：安娜.佩雷拉（Ana Pereira）大提琴：艾琳·利马（Irene Lima）乌德琴：哈吉.尤尼斯（Haj Younes）吉他：佩德罗·乔亚（Pedro Jóia） 

第五届中国国乐国际论坛
欧维治基金会从在澳门科学文化中心举行第一届关于中国音乐及中国乐器的论坛起就一直是其主要的赞助商。 

后一届于2019年的5月6号及7号举行，从那之后文化策展人埃尼奥.德.索萨（Enio de Souza）在欧洲中国国乐研究基金会（CHIME成
立于荷兰）的支持下一直在筹备第五届论坛，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之下一直受到延迟，目前预计于2022年5月9号及10号举办。其主
要目的是为了宣传和提高学术界对中国音乐及乐器的认识，即民族音乐学家和音乐学家及音乐系的学生。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在大学，音
乐厅及音乐学院里都没有设有任何关于这类乐器音乐的教学

这场研讨会由欧维治基金会赞助及受到科学技术基金会 
以及澳门科学文化中心的支持

 新丝绸路协进会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澳门协会（ASMAC）在2021年12月6
日至7日，举办了“葡中科研合作研讨会” 

会议6号于澳门科学文化中心举行并线上转播，在7号则从澳门线上举行

中国传统乐器展
归功于埃尼奥.德.索萨（Enio de Souza ）与欧洲中国国乐研究基金会 (CHIMIE) 主席良好的关系，于2017年，位于荷兰的欧洲中国国乐研
究基金会(CHIMIE)-决定将其部分藏品捐赠给澳门科学文化中心的博物馆，捐赠的藏品中，除了与中国木偶戏有关的各种物品、影子及操纵
木偶、家具外，还有170件乐器。此捐赠行动于2020年落实，并小心的送达到了澳门科学文化中心（CCCM）此捐赠让澳门科学文化中心
增加了不少收藏品（中国民族乐团向澳门科学文化中心捐赠了42件乐器） 

这批收藏品原计划在马夫拉宫（Palácio Nacional de Mafra）展示但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缘故，在2020及2021年皆无法出展，在音乐专
家，策展人埃尼奥.德.索萨（Enio de Souza）的专业知识及巨大的奉献精神极力推动下，展览预计于2022年6月在欧维治基金会及马夫拉市
政府的合作下展出这批中国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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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届交流餐会”
在欧维治基金会支持下新丝绸路协进会于2021年10月29日埃萨德奎罗斯圆环协会
(Círculo Eça de Queiroz) 举办了一场交流餐会，餐会上特别请到来自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BAII)的恩里克 ·马丁内斯加兰教授（Enrique Martinez-Galán）演讲，餐
会在和谐的氛围下顺利的进行并且受邀的演讲者针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BAII)
的使命及做法给出了一场精彩的演说 ,在此次的演说里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BAII) 的过去，现在，未来及其银行对多个国家的支持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

自 2011 年起，根据当年澳门大学及欧维治基金会在澳门签署的一项备忘录，每学期末将颁发两项学术奖项奖金及一份奖学金: 

-    2,000 欧元（两千欧元）的奖金，授予在澳大下列学院之一学士学位毕业时获得 高成绩的学生：商业管理学院、教育科学学
院、社会与人文学院理学院、科技学院、中华医学研究院， 终分数不得低于3.7分（评分分数为0-4.0分）; 

教育活动

澳门大学2020/2021学年学术奖项奖金及奖学金

| 教育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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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奖项及奖学金在澳门大学举办了一个小型颁奖典礼，欧维治基金会派出顾问委员会委员玛丽亚·艾迪达·席尔瓦（Maria Edite da 
Silva）女士代表出席颁奖

2019年创建的欧维治基金会澳门葡文学校奖学金分别颁发给在6年级及9年级自然科学科目 优秀学生（2000澳币）及11年级在生物及
地理科目 优秀学生（3000澳币），科技教育或信息通讯技术 佳学生奖分别授予在6年级科技教育科目 优秀学生（2000澳币）和9
年级及12年级信息通讯技术科目 优秀学生(分别为2000澳币及3000澳币）总共14000澳门币.

自然科学或生物及地理 

Atif Rafael P. Mohammad      2.000 澳门币 

Ana Carolina B. Paulo Marques         2.000 澳门币 

Mariana Antunes Ferreira                     3.000 澳门币

信息通讯技术 

Tiago Miguel S. S. D. Neves     2.000 澳门币 

Ana Carolina B. P. Marques             2.000 澳门币 

Luísa Filipa Cravo D. Vilão               3.000 澳门币

欧维治基金会澳门葡文学校奖学金 

葡萄牙亚洲研究杂志 大西洋国 
– 第 25 期 

葡萄牙亚洲研究杂志大西洋国来自里斯本大学社会政治学院(ISCSP) 东方研究所,由专业研究人员撰稿,涵盖
社会和政治科学领域。该刊物自2021年创刊以来皆由欧维治全额赞助，第25期赞助期刊的文章包括: 

《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作为一带一路”主要融资机构：展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作者：
法比奥·吉尔赫姆·科伦坡（Fábio Guilherme Colombo）《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崛起：和平的权力过渡可能
吗? 》作者： 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马纳吉尔·卡布拉尔（Francisco Manuel Managil Cabral）《中国战略文
化与海域权：地理与历史渊源” 》 作者：劳罗·博尔赫斯·科雷亚·德·阿劳霍（Lauro Borges Correia de 
Araújo）《白桦小说《女人的偏远国度》中身份的脆弱与他者的想象》 作者：塔尼亚·加尼托 (Tânia 
Ganito) 《历史在重建葡萄牙 - 中国 - 葡语非洲三角关系中的作用》 学术文章作者: 安娜.克里斯蒂娜.阿尔维
斯（Ana Cristina Alves）《土生葡萄牙人的特殊身份，何去何从? 》 编辑：卡洛斯·皮泰拉 (Carlos Piteira), 
塞丽娜·维加·德·奥利维拉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玛丽莎·加斯帕 (Marisa Gaspar), 维克多·塞拉·德·阿尔梅

达 (Vítor Serra de Almeida), 马里奥·马托斯·多斯桑托斯 (Mário Matos dos Santos),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 (Manuel Rodrigues), 华金.佩雷
拉 (Joaquim Pereira), 玛丽亚·若昂·瓦伦特 (Maria João Valente)

| 科学活动 |

-    1500欧元（一千五百欧元）的奖金，授予在澳大法学院学士学位毕业成绩分数 高的学生， 终分数不得低于15分（评分分数
为0-20分） 
-    1500 欧元（一千五百欧元）的奖学金，授予社会与人文科学学院葡萄牙语系的一名学生，用于让该学生应学校推荐规划至葡
萄牙学习葡语 
在2020/2021学年获奖者: 
-    Sio Ieng 法学院 奖金 1500欧; 
-    Huang Siqi 商业管理学院 奖金 2000欧; 
-    Lu Yiyi 文学院葡语系 奖金1500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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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昔日澳门博客庆祝其成立 13 周年。 它创建于 2008 年，为 大的文
献收藏网，欧维治基金会一直保持对昔日澳门博客的一贯支持 
这个关于澳门历史的博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免费浏览得到并且支持多种语言。时光
荏苒，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瞬间从记忆中消失，但每一刻所记录的文字和影像却是不
朽的。 这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后代延续澳门的历史 

每天都都能在昔日澳门博客找到关于澳门历史的新讯息  ：http://macauantigo.blogspot.com

玛丽亚·海伦娜·多卡尔莫教授（Maria Helena do Carmo）在2021年9月出版并受到欧维治基金会支持.“ 作者提供了
一次踏上美妙的澳门之旅的机会，在这里突出了殖民地与广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圣雅纳略子爵（Visconde 
de S. Januário）总督私人秘书，及年轻的作家兼科学家佩德罗·加斯托·梅斯尼尔（Pedro Gastão Mesnier）的角色
尤为突出；它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也揭示了当时澳门的国际化生活，一个繁华和新兴城市里
舞会、派对、阴谋、争议、浪漫和政治关系。” 新书发表会在2021年10月29日于澳门之家基金会举行

昔日澳门博客

支持

 美国澳门之家于 2021 年 12 月 12 日庆祝其银禧纪念日，本应在 2020 年举办，但由于新冠
病毒大流行而推迟到了2021年 

庆祝活动在加州弗里蒙特的珍珠湾餐厅举行，以中式菜单、音乐和舞蹈为特色。 超过200多
名会员参加了这场晚会。 欧维治基金会除了祝贺其银禧纪念日外，也支持其他活动能够成功
的举办。

美国澳门之家

| 文化活动及其他 |

欧维治基金会出版计划
这是一个始于 2004 年的延续项目，欧维治基金会（FJA） 以 欧维治系列（Jorge Álvares Collection）为主题推出了六幅作品，其中
如 《澳门-两个世界之间》（2004）《19 世纪在澳门的葡萄牙贵族》 （2006年）,杜阿尔特·德·热苏斯 (Duarte de Jesus) 大使的 《中
国面孔》（2007 年）及2009 年 安东尼奥·阿雷斯塔（António Aresta）的《澳门文化史》，以及后来在2014 年，由伊莎贝尔·阿尔萨
达（Isabel Alçada）和安娜·玛丽亚·马加良斯（Ana Maria Magalhães）针对年轻人撰写并分发到各所学校及学校图书馆，包含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学校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2021年9月伊莎贝尔·阿尔萨达（Isabel Alçada）和安娜·玛丽亚·马加良斯（Ana Maria Magalhães）再出版了一本关于葡萄牙黑船历史名
为《神秘船》的书，跟之前的作品一样我们预计也将在年轻人之间引起不错的反响，期望能更加激起他们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兴致。透过
教育部的学校公共图书馆网站举行了一场公开的线上新书发布会。相信新的行政委员会也会持续这类的活动有鉴于它对文化的重要性，尤
其是面向年轻群组传播葡萄牙在东方将近五十年以来的历史

| 出版活动 |

于2021年12月6日，评委会决定将奖项颁发给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生（Zhao Zilin）。她在关于
葡萄牙和中国关系，“语言学和文化中的葡语研究及其在亚洲的影响”类别的作品获得第一届欧
维治基金会奖  

申请时间为2021年5月至10月之间，评审团队包括欧维治基金会代表评委费尔南达·伊尔赫（Fernanda 
Ilhéu），主审卡洛斯·安德烈（Carlos André）及特蕾莎·索尔特·西德（Teresa Salter Cid）教授

2O21年第一届欧维治基金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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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以一段回顾大学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和发展的视

频拉开序幕，在场嘉宾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

司司长致扬宇（Ao Ieong U）澳大校董会前主席谢志

伟 （ Ts e  C h i  W a i ） ， 现 任 澳 大 校 董 会 主 席 林 金

城 （ L a m  K a m  S e n g ） 澳 大 前 任 院 长  姚 偉 彬 （ I u  

V a i  P a n ） 及 赵 伟 （ W e i  Z h a o ） ， 现 任 澳 大 院 长

宋 永 華 （ Yo n g h u a  S o n g ） ， 澳 大 校 友 会 代 表  區

秉光 （Ao Peng Kong）澳大学生会总会长 苏嘉灏（Billy 

Su）宋院长在致辞中表示，2021年是建校40周年，也是

中国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开始。  

2O21年1月17日澳门大学4O周年庆祝开始 

2O21年 …. 回顾

经济家，玛丽亚·特蕾莎·杜·阿马拉尔·达席尔瓦·桑切斯（Maria Teresa do Amaral da 
Silva Sanches）女士从2021年2月1日起受欧维治基金会邀请加入到基金会的组织体
系之内成为基金会总干事并成为由基金会主席带领的行政委员会的一员 

玛丽亚·特蕾莎·杜·阿马拉尔·达席尔瓦·桑切斯（Maria Teresa do Amaral da Silva 
Sanches）女士曾任职于财政部，并担任过多个公职，其中包括 16年3月 至 21年1
月 的 总统府顾问、世界贸易组织 (WTO) 副代表及首席澳门驻欧盟商务在布鲁塞尔
的代表团

玛丽亚·特蕾莎·桑切斯-欧维治基金会(FJA)总干事

瑞.库尼亚（Rui Cunha） 基金会及商业学校校友会（AAAEC）佩德罗·诺拉斯科（Pedro 
Nolasco）于 7 月 22 日在基金会礼堂及透过数位方式，再次举办了一场“历史之夜”系列
主题，并邀请了欧维治基金会主席加西亚·莱安德罗将军 (Garcia Leandro) 主讲“1974-
1979年的澳门”为主题的讲座。在这次的活动上（通过zoom），加西亚·莱安德罗将军
回顾了在当代葡萄牙历史上的这一段重要时期、当时的政治稳定度、国家改革和经济发
展,在第一人称叙述中，他谈到了在康乃馨革命后的 4 年中，在一片遥远的领土上及非
常困难的治理环境中的经历  

“澳门当时处于脆弱且混乱的情况之下，政治、社会和经济困难重重，沉浸在复杂且模糊不
清的利益游戏里，有时环境气氛也十分紧张 ” 加西亚·莱安德罗将军(Garcia Leandro)

“历史之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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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21年 …. 回顾

在10月3号 纳拉那·科索罗教授（Narana Coissoró）一位欧维治基金会顾问委员会的名誉成员
在朋友与家人的陪伴下于果阿之家（Casa de Goa）庆祝他的90岁大寿。在餐会上，他被总统
授予了公共教育大十字勋章，由葡萄牙独立历史学会主席代表何塞·里贝罗和卡斯特罗（José 
Ribeiro e Castro）颁奖，当时豪尔赫·兰格尔教授(Dr. Jorge Rangel，欧维治基金会的董事会
兼顾问委员会主席也在场。欧维治基金会祝贺纳拉那·科索罗（Narana Coissoró）这个双重喜
庆的日子。

纳拉那·科索罗教授-90岁大寿

2021年12月  -  澳门大学副校长（全球事务）、欧维治基金会顾问委员会成员芮 ·马丁斯
（Rui Mart ins）荣获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贺一诚（Ho Iat Seng）颁发的教
育功勋勋章  

“我没想到会获奖，但是面对我们的工作成果，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给了我们更多继续
的动力，不仅我，还有实验室里经过多年训练的高素质团队成员们，尤其能在澳门大学
庆祝40周年这一年获奖显得更加特别  “  芮 ·马丁斯（Rui Mart ins）解释到。这是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第二次授予芮 ·马丁斯（Rui Mart ins）。第一个是由当时的行政长官埃德
蒙多 ·何  （Dr. Edmundo HO）授予功绩奖状。

芮·马丁斯-澳门大学

董事会于2021年11月30日举行了基金会新主席的选拔，新主席目前预定在基金会2021年的活动
报告及其账目审查通过后于2022 年 3 月底上任 

被提名的玛丽亚·塞莱斯特·哈加东女士（Maria Celeste Hagatong） 被一致推选为 2022 年至 
2027 年期间的欧维治基金会主席 

新选上的主席感谢推选并表示”非常荣幸能接替加西亚·莱安德罗将军 （Garcia Leandro）一个伟
大的基金会主席，接着表示到，将这次的工作视为人生中 大的挑战之一并且秉持一直以来在
面对职业生涯挑战的态度-将用极大的热情及巨大的奉献精神来面对，当然也希望能够得到所有
人的支持。作为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董事会无法想象这个挑战对我的意义有多重要 “

董事会-2O21年11月30日

欧维治基金会网站
我们为了欧维治基金会网站的现代化及资讯丰富性做出巨大努力，这些努力增加了我们的浏览量，您
可以透过此链接访问：https://jorgealvares.com/

葡萄牙语大学联会 (AULP) 于2021年11月26日庆祝它们的35年周年 

想回顾一些过去的事件及传统，可以上葡萄牙语大学联  

会网站，在周年横幅观赏周年庆祝影片: 

http://aulp.org/

A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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