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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聚教研實力

為特區和國家貢獻力量

同心抗疫 師生為本
隨著人們對疫情的逐漸瞭解，在增加防範意識的同時，也可能會產生

過度焦慮、失眠、甚至抑鬱的負面情緒，同樣會影響身體健康。大學

由疫情初始積極響應政府各項指引，以學生及教師爲本，充分部署並

開展校園内外的抗疫工作，同時持續為有需要的師生提供線上心理諮

詢與輔導服務。

此外，澳科大基金會本著社會責任擔當，於 2020 年 7 月專項撥款

1000 萬圓抗疫基金給予澳門科技大學，用以援助因疫情影響而需要幫

助的在讀學生及全職教職員工，和師生一起共渡時艱。

社會服務方面，澳科大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於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進行

了 2020 年第 1 季澳門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此季澳門消費者信心調

查同時進行了消費者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的信心調查。隨後，於 2020

年 6月 ~7月進行了 2020 年第 2 季澳門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在上

季新增消費者對抗擊疫情看法的問題選項基礎上繼續進行了調查。「消

費者信心指數」是綜合反映並量化消費者個人對當前經濟形勢強弱看

法的指標，包括消費者對目前及未來的宏觀經濟、就業狀況、物價水

平、生活水準、購買住宅及投資股票等方面的主觀感受。它常被用作

預測經濟走勢和消費趨勢的一個先行指標。

新冠肺炎 AI影像輔助診斷系統（CT診斷）介面

澳科大研究新冠肺炎治療藥物取得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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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對祖國內地和澳門

社會帶來了巨大衝擊，給人民的生命安全帶來了巨大威脅。

疫情爆發以來，大學迅速響應並開展了一系列工作，於 2020 年 2 月

9 日成立了“澳門科技大學 - 科大醫院科學防治新冠肺炎工作小組”，

並設立 “澳門科技大學 - 科大醫院科學防治新冠肺炎資訊平台”。該平

台向社會公眾傳播國家和澳門特區政府的防控措施、大眾科學防護知

識、自我保健方法、學者訪談、師生校友同心抗疫、國際動態，以及

疾病診斷和藥物研究進展等重要資訊。

 2020 年 2 月 
2 月 9 日成立了“澳門科技大學 - 科大醫院科學防治新冠肺炎工作小

組”，並設立 “澳門科技大學 - 科大醫院科學防治新冠肺炎資訊平台”。

中國工程院院士、澳科大校長兼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劉良

講座教授和姚小軍教授合作，發現了數個能顯著抑制新冠病毒重要靶

點的中藥活性成分，該等活性成分可阻止病毒的複製。

 2020 年 3 月 
澳科大醫學院張康教授團隊研發的「面向新冠肺炎的全診療流程的智

慧篩查、診斷與預測系統」，在抗疫前線醫院陸續落地實施。

 2020 年 4 月 

4月 30日，關於如何對抗 COVID-19的中俄醫科大學聯盟國際視頻

會議在線舉行。澳科大校長劉良院士受邀出席。劉校長在會議中向俄

方及白俄羅斯醫學專家分享了中醫藥抗 COVID-19的經驗，從科學防

治角度，詳細介紹了中醫藥抗 COVID-19的科學基礎及中西醫結合治

療的優勢。

 2020 年 7 月 

澳科大與香港理工大學以及多所內地院校攜手進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

究，並取得重大突破。這項名為「以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受體結合域為

靶點的重組疫苗誘導保護性免疫力」的研究於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

然》上發表。

 2020 年 8 月 

大學研究團隊研發出一款新型「可滅活新冠病毒之空氣過濾及淨化系

統」（Filtration Unit for Coronavirus inactivation，FUCI 系統）

產品，可有效殺滅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的病毒、細菌。產品委託香港大

學的 P3病毒實驗室進行了科學驗證，證實 FUCI系統可以有效滅活新

型冠狀病毒，滅活率為 99.46%。研究結果顯示，FUCI系統不僅能有

效殺滅 99.46%新冠病毒，更可殺滅各類流感病毒。

在緊急抗疫的特殊時期，澳科大採取邊研究、邊開發、邊申請項目的

工作策略，在特區政府啟動相關抗疫研究資助之前，大學的相關研究

團隊已在新冠肺炎診斷和藥物篩選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澳門特區

政府科學技術發展基金公佈首批澳門特區政府資助的抗疫研究科技攻

關項目，共 26 項，其中澳科大佔 15 項，是澳門抗擊新冠疫情科技攻

關的主陣地。該等獲資助的項目涵蓋新冠肺炎預防、病理機制、精準

診斷、新藥研發、康復治療等研究領域。



大學校訓
 「意誠格物」，出自《大學》中：「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格物」是指研究事物原理，瞭解社會與自然的發展規律。「意誠」是

指認真做事。

 「意誠格物」就是訓勉學生在大學期間專心致志，刻苦踏實地努力學

習，盡力提升自己的知識、能力和素質。

澳門科技大學建校於 2000年，發展迅速，是目前澳門規模最大的綜

合型大學，在校學生逾一萬三千人，其中在校研究生近四千八百人。

研究生畢業校友人數逾兩萬三千人。

大學以教研為本，結合了“質量”和“創新”兩大元素，提供體驗式學習，

培養基礎理論紮實、實踐及創新能力強、符合科技與經濟全球化發展

所需的高質素人才。

M   Multicultural  �元文�

 U   Universally Connected  �軌世界

 S    Socially Responsible  �責社會

 T    Transformative  ��為本

建校 20年，大學一直秉持 「意誠格物」之校訓，並以增進文化交流、

致力人才培育、促進經濟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為辦學宗旨。

上海軟科��
2015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46，澳門地區第 1位。

2016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32，澳門地區第 1位。

2017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28，澳門地區第 1位。

2018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21，澳門地區第 1位。

2019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20，連續五年保持澳門地區第 1位。 

世界一流學科排名 2020：  旅遊休閒管理 51-75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151-200

泰晤士世界大學��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佈的 2020 & 2021 年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澳門科技大學位

列第 251-300 名之間，躋身世界大學前 300 名，連續兩年澳門地區

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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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印象科大

2019

�門 海�兩岸�港� 亞� �球

上海軟科 2019
泰晤士高���

世界大學�� 2020 & 2021 
泰晤士高���
亞�大學�� 2020

泰晤士高���
世界大學�� 2020 & 2021 

上海軟科 2019

泰晤士亞�大學��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佈的 2020 年亞洲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中國內地共有 81

所大學進入排名，港澳地區共有 8所大學入榜，澳門科技大學首次參

與，排名亞洲大學第 32位，其中在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的入榜高校

中，澳科大排名第 13位，澳門地區排名第 1。

泰晤士世界年輕大學��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佈的 2020年世界年輕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Young University Rankings），此排行榜列出了

建校歷史在 50年或 50年以內的世界最佳大學。2020年《泰晤士高

等教育》世界年輕大學排行榜包括全球來自於 66個國家和地區的 400

餘所大學上榜。其中，中國內地共有 6所大學上榜，港澳地區共有 6

所大學入榜，澳門科技大學首次參與，以世界年輕大學排名第 38，位

居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第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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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澳科大在澳門率先通過了國際權威機構英國高等教育質量

保證局院校素質核證（QAA），獲得專家組的讚揚及肯定。表明大學

的高等教育素質保證制度、措施和成效已經達到國際水平。

商學院會計碩士獲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認證，畢業生考

取該會計師資格可免考 9門（國際最高豁免級別）。

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國際旅遊管理碩士學位課程獲得聯合國旅遊組織

（UNWTO）的旅遊教育質量（TedQual）認證。

大學現有兩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以及多個研究院所與研究中心。

兩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質量研�國家重點實驗室:由國家科技部批准成立，於

2011年 1月 25日正式成立，亦是北京大學天然藥物與仿生藥

物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伙伴實驗室。實驗室在基於中藥“三多”特

點的質量控制新技術及其理論基礎研究、人參等貴重中藥材質

量評價與開發利用研究、風濕病及腦神經退化疾病診療的新技

術及其新藥研發、抗癌創新中藥研發與質量標準研究，四個重點

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顯著的研究進展和豐碩的研究成果。

月球�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是中國天文與行星科學領域唯

一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實驗室目前下設八個研究團隊：行星磁場與澳門科學衛星、天體生物

學、系外行星與行星大氣、行星地質學、天體化學、行星空間物理、

行星表面環境與太陽系小天體、行星內部物理與化學。

�設立 7所實驗室及研�中心

2020年，大學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創新中藥研發、人文社科等領域，

新設立 7所相關實驗室及研究中心，為國家和大灣區的可持續發展注

入新動能。

下一代互�網技���中心

人工智�和��工�實驗室

�門��中��産��技���中心

智��器人技���中心

�門�學研�中心

�門拉�研�中心

中國�史研�院�門�史研�中心

近年大學在國際 SCI 和 SSCI

英文期刊發表研究論文數量近

1000篇，其中超過 50%在第

一區間 (Q1)學術期刊發表，

包括《科學》（Science）和

《自然》（Nature）等世界

頂尖科學期刊，獲得授權的

國際專利近 300項。

2020年 4月 25日，澳科大醫學院張康教授作為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

在國際頂級期刊《細胞 (Cell)》 發文，《細胞 (Cell)》是一份同行

評審科學期刊，主要發表生命科學領域中的最新研究發現，是世界最

權威及擁有高影響力的學術期刊之一。

4個國家��部人文社科重點研��伴基�及�合實驗室

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大學與內地四所高校共同建立人文社科重點研究

夥伴基地及聯合實驗室，是國家人文社科領域的重大建設項目，為培

養優秀研究人才提供實踐機會和研究平台，包括：

與復旦大學合作之“�門傳�研�中心”

與中國海洋大學合作之“�門海洋發展研�中心”

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合作之“�門知識產�研�中心”

與廣州中醫藥大學合作之“中��防治�瘤轉��學研��合實驗室”

大學擁有博士、碩士、學士三級學位授予權，設有 11個學院學部及

10 �個研�院所，共開設 25 個�士學位課�及 37個碩士學位課�，

授課語言以英語為主。

大學擁有學識淵博、造詣精湛、經驗豐富的教研團隊。現有講座教授、教授、特聘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達數百人。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

士、美國醫學科學院院士、世界高被引科學家等頂尖學者。大部分教研人員擁有博士學位，同時具

有在世界知名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工作或學習經驗。

美國科睿唯安公佈 2019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學家名單中，澳科大有四位教授

上榜。他們分別是連續 2次入選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王俊特聘教

授，他同時入選 3個 ESI學科領域，全球僅 11位的高被引科學家取得此成績；

入選全球跨學科領域 (全球 2,491人 )的醫學院張康教授；第 4次入選的資

訊科技學院周孟初教授；還有連續 2年入選的資訊科技學院周勇特聘教授。

國際認證 學術研究 學科體系

教研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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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員人�

600+ 國� International: 

62%

本� Local: 

38% 

11  25
3710＋

學院學部 �士學位課�

研�院所 碩士學位課�

中藥實驗室

天體樣品分析實驗室

國家教育部揭牌儀式

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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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倡導兼容並蓄、和諧精業、尊師愛生，培育學生綜合素質和促進

學生全面發展，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各種活動，培養學生的組織能力和

社會認知能力，同時拓寬知識領域。

在澳門特區政府“開拓進取，謀劃長遠”、“助力創新，激發活力”發展

方針下，大學極力推動藝術與設計學科創新創業發展，促進各級藝術

與設計人才的培養。

大學在教育課程、學術研究、人才培訓、學生交流等領域，已與歐洲、美洲、澳洲及中國內

地、臺灣、香港等地區近 100多所教研機構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合作關係。除此之外，大學

亦是亞太大學聯合會 (AUAP)及國際大學聯合會 (IAU)成員。

大學鼓勵學生在暑假期間參加國外大學的各種暑期項目，以開拓視野和提升語言能力。

為便利本校應屆畢業生尋找更多工作機會與就業平台，增進他們與用

人單位的交流和溝通，大學在 2019年、2020年舉辦了四場招聘會，

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 2020年部分招聘會以網絡招聘方式進

行，近五百家企業參加，提供逾 4000個空缺職位。

大學在致力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外，還利用自身的學科優勢為社會服

務。大學在學術研究、政策建議、社會服務等領域產出具創新性、實

用性和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成果涵蓋社會、經濟、民生等多個領域。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自 2017年以來連續 3年出版《澳門旅遊休閒發展報

告》，積極推進澳門旅遊休閒領域的學術研究。此外，社會和文化研究

所於 2018年發佈《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報告（2017-2018）》、 

2020年發佈《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報告（2018-2019）》，

促進了澳門作爲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交流平臺的建設，助力國家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大學校友遍佈全球，不乏於世界各大名校繼續升學或供職於世界 500

強企業以及自主創業的傑出校友。同時，亦有許多校友逐漸成為粵港

澳地區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目前，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

合總會已在澳門、香港、台灣、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寧、珠

海等多地建立了校友會，未來逐步陸續在校友主要分佈城市和區域建

立校友會，為廣大校友提供交流的平台。

人才培養 

國際交流

就業發展

服務社會

校友平台

世界冠軍獲獎照片

澳門旅遊休閒發展報告（2018-2019）,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報告 (2018-2019)

《澳門二十年》

《灣區兒女》

澳科大香港校友會於 2019年 5月 12日成立

澳科大深圳校友會於 2015年 5月 24日成立

澳科大上海校友會於 2019年 8月 18日成立

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 ,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中央電視台為慶祝澳門回歸 20周年推出的高清紀錄片《澳門二十

年》，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重點項目，是唯一官方紀錄片。作為澳門

唯一的協拍單位，澳科大多名師生共同參與了拍攝工作。此外，由人

文藝術學院電影學院支持參與的電視劇《灣區兒女》於 2020年 6月

21日在中央一台首播，澳科大碩博生分別擔任總製片人及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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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學院研究生獲得“兆

易創新盃”第十四屆中國研究

生電子設計競賽全國一等獎。

人文藝術學院設計學 2018 級博

士劉平雲作為設計團隊的核心主

創及項目總執行，團隊作品“冰墩

墩”被評選為 2022年北京冬奧會

吉祥物方案。
近年來，澳科大研究生在 SCI和 SCIE的期刊發表的研究論文不斷增

加，當中包括《天文物理期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天

然藥物雜誌》(Journal of Natural Medicines)，《歐洲藥物化學》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等。



招生課� 

   報讀碩士學位課程者須具備學士學位，應屆或往屆畢業生均可報讀 

   報讀�士學位課程者須具備碩士學位 (本科直博者除外 )，應屆或往屆畢業生均可報讀

   個別課程另須符合其他報讀要求（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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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旅��理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酒店管理

修讀酒店管理、商學、管理學或
相關專業；或具旅遊管理、酒店
管理及相關行業至少1年以上工
作經驗

旅遊管理

專業
•酒店管理
•會展管理
•旅遊產業可持續發展
•文化遺產管理
•博彩管理

修讀旅遊管理或相關專業
國際旅遊管理

專業
•酒店管理  •會展與節慶管理
•旅遊規劃與管理  •博彩管理

專業不限

�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工商管理
專業不限，須具2年或以上工作
經驗

工商管理
專業不限，須具5年或以上管理
類工作經驗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EMBA）
專業不限，須具5年或以上管理
類工作經驗

管理學

專業
•資訊系統
•經濟學
•企業管理學
•財務學
•款待服務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國際關係
•物流管理
•管理學
•市場學
•組織行為學
•公共行政管理
•公共服務運作
•商業量化
•策略管理
•會計學
•銀行與金融學

修讀管理相關專業

管理 專業不限

公共行政管理 專業不限

會計 修讀會計、財務或相關專業

金融 專業不限

公益與社會組織管理 專業不限

商業分析學 專業不限

應用經濟學 專業不限

供應鏈管理學 專業不限

人文��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傳播學
專業
•新媒體傳播
•整合行銷傳播

專業不限 傳播學 專業不限

電影管理 專業不限

電影管理
專業不限，須具2年或以上管理
經驗或影視行業工作經驗

電影製作 專業不限

設計學
專業
•傳播設計
•文化遺產保護

修讀藝術設計相關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設計學
專業
•藝術設計理論與實踐
•文化遺產保護

修讀藝術學或相關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藝術設計理論與實踐專業）

美術學
專業
•繪畫創作實踐與理論
•美術史研究

繪畫創作實踐與理論
修讀藝術學或相關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美術史研究
修讀藝術學或人文社會相關專業

美術學
專業
•繪畫理論與實踐
•美術史與美術理論

繪畫理論與實踐
修讀藝術學或相關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美術史與美術理論
修讀藝術學或人文社會相關專業

建築學1

專業
•建築遺產保護
•濱水都市建築與設計

修讀建築學或相關專業（如設計
學之空間設計、環境設計; 工學
之土木工程等）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建築學1

專業
•都市設計與更新改造
•建築可持續設計

修讀建築學或相關專業（如設計
學之空間設計、環境設計; 工學
之土木工程等）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互動媒體藝術
專業
•遊戲設計
•遊戲管理

專業不限，修讀資訊科技、藝術
設計學或相關專業者優先考慮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數字媒體 專業不限

法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法學
專業
•民商法
•刑法學
•憲法與行政法
•法理學
•比較法

修讀法學專業

法學
專業
•民商法
•刑法
•經濟法
•國際法
•法律史
•法學理論
•訴訟法學
•憲法與行政法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修讀法學、法律或相關專業

法律2 專業不限，但法學專業除外

國際經濟與商法2 修讀法學、管理或相關專業

刑事司法 專業不限

國際仲裁 專業不限

金融犯罪與監管
修讀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或
相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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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國際漢語教育3
漢語以及最少一門非漢語的語言能力達到相應
水平

國際漢語教育3

修讀漢語或相關專業
•母語為漢語者須具備漢語普通話等級證書或同
等語言水平，及英語CET六級或雅思5.5或以上; 

•母語為非漢語者需提交新漢語水平測試HSK六
級證書或同等語言能力證明

外國語
專業
•英語
•西班牙語
•葡萄牙語

修讀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或相關專業，
或具相關語言能力證明
•語言等級證明可包括英語的專業八級、新托
福80分、老托福550分或雅思成績6.0以上，
西班牙語DELE等級考試的B2，葡萄牙語的
CAPLE考試的B2或CELPE-BRAS等級考試的中
級，或其他同等語言水平測試。

•母語為非漢語者需提交新漢語水平測試四級
或以上證書或同等語言能力證明

創意寫作
修讀創意寫作、語言文學、中外文化或相關專業
•英語能力須具備大學英語CET六級或以上水平，
或同等語言能力證明

�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公共衛生學 修讀公共衛生學或相關專業

公共衛生學
專業
•社區及家庭醫學           •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學
•人口健康及健康促進     •衛生防護學
•醫療系統                      •老年健康學
•心理醫學及社會健康學    •男士健康學
•婦女健康學                  •職業醫學
•環境衛生與安全           •國際衛生及旅遊醫學
•災難醫學

修讀公共衛生學或相關
專業

護理學 修讀護理學專業

�學院

�士學位課� 報讀�求

藥學 修讀中、西藥學或相關專業

可�續發展研�所

�士學位課� 報讀�求

城市與區域經濟 修讀經濟學或相關專業

社會和文�研�所

�士學位課� 報讀�求

國際關係
專業
•國際關係與全球治理
•中國與葡語國家關係
•中外文化交流

修讀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外國
語言學或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專業

歷史學
修讀歷史學、文學、哲學、社會學、人類
學、經濟學或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專業

�門環境研�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環境科學與管理
修讀環境科學、環境管理、環境工程、生態
學、機械工程、化學工程、地球科學等相關
專業

中��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中醫學
修讀中、西醫學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中醫學
專業
•中醫基礎
•中醫臨床
•針灸

修讀中、西醫學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中藥學
修讀中、西藥學或相關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中藥學
修讀中、西藥學或相關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中西醫結合
修讀中、西醫學專業
 （色盲、色弱者不可報讀）

�訊科技學院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理學（資訊科技）
專業
•計算機與資訊系統
•通訊工程

修讀資訊科技或相關專業
 （色盲者不可報讀）

理學
專業
•計算機技術及其應用
•電子資訊科技

修讀資訊科技或相關專業
 （色盲者不可報讀）

應用數學與數據
科學

修讀數學、物理、計算機、工程、統計、經
濟、生物和醫學或相關專業

先進網絡
修讀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軟件工程、控制科學與
工程、資訊與通信工程、電子科學與技術、統計
學、數學或相近學科之各類專業

人工智能
修讀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軟件工程、控制科學與
工程、資訊與通信工程、電子科學與技術、統計
學、數學、醫學或相近學科之各類專業



1. 中醫學碩士、中藥學碩士、法律碩士、刑事司法碩士為中文授課 ;

2. 外國語碩士為中文及英文 /葡萄牙語 /西班牙語授課 ;

3. 其他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為中 / 英文授課。

各課程的上課時間或課程安排，請瀏覽相關院所網頁介紹及各課程學

習計劃詳情。如有疑問，請向相關學院 /研究所查詢。

�門��工�研�所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智能技術

修讀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數學、統計學、資訊
科學、管理科學與工程、機械工程、控制科學
與工程、環境科學、土木工程、電氣工程、物
理學、力學、材料科學、航空航天或相關專業

智能科學與系統

修讀物理學、數學、力學、統計學、機械工
程、土木工程、控制科學與工程、電氣工程、
材料科學、信息科學、電腦科學與技術、航空
航天、管理科學與工程、環境科學及相近學科
各類專業

備註 :

1.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相關法律規定，為取得建築師、工程師或城市規劃師等專業職銜，必須符合相關法律的學

歷要求，並經由澳門建築、工程及城市規劃專業委員會的登記進行資格認可和考試。

2.  國際經濟與商法碩士及法律碩士學位課程，不以培養澳門執業律師為目標。

3.  國際漢語教育博士及國際漢語教育碩士學位課程未包含澳門中小學老師專業資格培訓內容。

4.  碩士學位課程的正常修讀期為 2 年（中醫藥學院碩士學位課程為 2.5 年），最長修讀期為 3 年 ; 博士學位課程的

正常修讀期為3 年，最長修讀期為6 年。各課程的簡介及學習計劃詳情，請查閱大學網站學院 / 研究所之介紹。

5.  倘課程 / 專業修讀人數不足，大學可決定取消開辦該課程 / 專業。

6.  博士學位課程之博士生導師名單可於相關學院 / 研究所網頁內查看。

太�科學研�所（月球�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碩士學位課� 報讀�求 �士學位課� 報讀�求

地球與行星科學

修讀物理學、數學、化學、地質學、天文
學、行星科學、大氣科學、空間物理、天體
生物學、地球生物學、資訊科學或相近學科
之各類專業（含工科）

地球與行星科學

修讀物理學、數學、化學、地質學、天文學、
行星科學、大氣科學、空間物理、天體生物
學、地球生物學、資訊科學或相近學科之各類
專業（含工科）

空間大數據分析學
修讀計算機、地球科學、行星科學、大數據
科學、數學、物理學、天文學或相近學科之
各類專業

備註 : 上述日程以大學最新公佈為準。

   日期    事項

2020年 10月 9日至 11月 19日 內地推免生報名 ／ 碩士保薦生報名

2020年 10月 9日至 2021年 3月 4日下午六�正 普通考生報名

2020年 11月下旬至 12月 公佈內地推免生錄取結果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4月 入學考試

2021年 3~6月 分批次公佈錄取結果

2021年 8月中下旬 新生註冊

2021年 9月 開學

重�日�

授課語言 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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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免入學

�別 �格    報�日期    �試 面試 �註

報讀碩士 符合��推免生�格的優秀應屆
本科畢業生，詳情請瀏覽大學網
頁 : 入讀科大 >碩士及博士學位
>申請方式

2020年 10月 9日

至 11月 19日

�免�試 ��面試
(1) 免報�費

(2) 不佔用��推免生�額

本科直� �免�試 ��面試
(1) 免報�費

(2) 佔用��推免生�額

3.普�入學

�別 �格    報�日期 �試 面試 �註

報讀碩士
(1) 應屆或往屆本科畢業生
(2) 符合相關課程報讀要求 2020 年 10 月 9 日

至 2021年 3月 4日

� � � 參 加 �

試�詳����

《�學考試�引》

��面試
  (1) �繳交報�費

  (2) 參加本校自主考試
報讀�士

(1) 應屆或往屆碩士畢業生
(2) 符合相關課程報讀要求

��面試

�註 :��推免�學申�人�把已由就讀院校�章之《推免�學申�表》原件�寄至本大學研�生院�否則��不�合推免�格�理�

2. ��入學

�別 �格    報�日期    �試 面試 �註

報讀碩士

由本大學各學院推薦、或與本
大學已簽署合作協議的院校所
推薦之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
詳情請瀏覽大學網頁 : 入讀科大
>碩士及博士學位 >申請方式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11月 19日

�免�試 ��面試
(1) 免報�費

(2) 申�人須自行向所屬

      院校申����格

�註 : ���學申�人另�自行到所就讀學院 /合作院校相關部門申����格�並把已由就讀院校�章之《���讀研�生課�申�表》上載至�上報����否則��不�合���格�理�

�註 :  • 報�須提交之文件�表�參�「報�文件」的部��
           • 所��學方式��合相關�學�求�詳��參�本大學�頁 : �讀科大 > 碩士��士學位 > 申�方式�
            • �論�何種方式報��學�除高��理人員工��理碩士學位課���其�所�課�������於 2021 年 8 月註冊�學�並於 2021 年 9 月開課�

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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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序
（1）申�人須於�定的報�截止日期��登�本大學�上報��� :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完成所�報

��序�包括 :填寫報����上載報�文件��繳交報�費用（�

合�格的���學�推免�學申�人�免報�費）�

（2）申�人須於�上報���上載所�的報�文件��申�人�交其中

�何必�之報�文件����未���首輪初��

（3）報���會於報���截止日期（2021年 3月 4日）當天下午六�

正（�京��）關閉�

（4）申�人於�上報���註冊開戶��必須��效的��證件登記�

�申�人�別��不同國家 /��的��證件�於報���相關

申�人應考�其用於登記開戶之��證件於就讀期間是否可長期�

效��注意 : ��居民必須���居民��證登記開戶��錯��

照或�行證�碼登記�其報����不��可�並�初�不���

理�已繳的報�費�不���或轉讓�

（5）中��學院碩士學位課�申�人�部��士學位課�申�人於報�

���填寫��擇的論文���師�並上載�定格式的《研�計

劃》�因��相關申�人應於報��先詳細了�所報讀院所的�師

��並�早準�《研�計劃》��師�單可於相關學院 /研�所�

頁��看�其中�報讀理學�士�先��絡�士�人工智��士�

中�學�士�中�學�士�中西�結合�士��學�士���學�

士�設計學�士�傳�學�士��影�理�士�建�學�士�中�

學碩士�中�學碩士學位課�之申�人��於報��先自行�繫�

�擇的論文���師�

報�須知

2.�證及�留
（1）根��門�別行政�法�規定�於�門�讀高�院校課�的��學

生必須確�可��合法證件��證�境�門�並須於�學�到�門

出�境事��辦理�門「�留的�別許可」手續��本�居民必須

自行了�所��之��證件是否�合�本�學生在�門�留之�關

�門法律規定�詳��瀏��門治���局出�境事���頁�

（2）�本�居民�於在讀期間因留����所變更��影響學��學生

須自行負責�

3.��報讀 /入學�格
�出現�下�何一種�況�本大學����申�人的����學�格:

（1）未�完成報��序�或所提交的報��註冊文件���不真實或

       �假 ;

（2）�法於 2021年 9月����或�學�未��得所�學�學位者;

（3）�學�未�提供相關學�學位的�定�證文件（��生�用）;

（4）�學�未��得合法的�境證件或�證（��居民應�「�留 D」

�注註冊�學）;

（5）因考試作����學��德或�損大學���經大學�定���學

�格的其��況�

�註 : 所�費用一經繳交（包括重�繳費）��不��或轉讓�

 申請方式   報�費用  付�方式

推免入學 免報名費 --

��入學 免報名費 --

普�入學 本�生    :  �門幣 500 元正
�本�生 :  港幣 500 元正

�瀏�大學�頁 :�讀科大 >學費�其�繳費 >
                           報�費付�方式

報名費 

備註 :

1. 所有報名程序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完成，否則將不能進入初審及院所遴選程序。

2. 有關入學考試等詳情，請參閱本大學網頁 : 入讀科大 >碩士及博士學位 >入學考試。

報����先詳細�讀本招生手冊�其��學申�文件�詳��參�本大學�頁 : �讀科大 >碩士��士學位�
所�申�人須��本大學網上報���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提交�上申��報���的關閉�間為報�截止日
當天的下午六�正�本校並未��何�構合作�行招生�所�申�人應自行在本校�上報���開戶報��

提交網上申請
1. 填寫報���

2. 上載報�文件

3. 繳交報�費用 

初審及遴選
1. 研�生院對申�人報��格�行初�

2. 初����轉課�所屬院所�行��
   （並不是所有通過初審者都可獲得遴選）

入學考試
��院所��之申�人�可參加�學考

試�考試�根�考試成績�科研�景�

擇����

報��序 



�士申請人 :

序� 報�文件    相關�求

1 身份證明文件

・�門居民���居民��港居民�上載��證正�面 

・臺灣居民�上載��證正�面����照個人��頁 

・海�戶�申�人�上載�照個人��頁

2 碩士學位證書 1、2
・應屆��生�未�發��證書��上載由就讀學校�章的「在學證明信」代����院校在讀生可

提交學信�打�的《��部學�在線驗證報告》（�門科技大學在讀學生�須上載在學證明）

3
碩士學歷認證文件
 （內地申請人適用）

・��院校��者��提供學信�打�的《��部學�證書�子註冊��表》

・�港��門或海�院校��者��提供��部留學服�中心出具的《國（境）�學�學位�證書》

・仍在讀者可於�學註冊�補交 ; 本校��生�免提交

4 碩士總成績單 1

・�成績單必須�就讀學校�章方為�效��成績單包�成績��對照����同�上載相關頁面

・本校應屆碩士��生�只�上載由�上�科��下載的�子成績單 （須包�學生���所�學期科

目成績）

5 學士學位證書 /畢業證書 1、2 ・�為專升本學��須同�填寫專科學����上載專科��證書

6 學士總成績單 1
・�成績單必須�就讀學校�章方為�效��成績單包�成績��對照����同�上載相關頁面

・�為專升本學��須同�上載專科�成績單 

7 博士研究計劃
・2000~3000字（中�文�寫�可）

・�容�求可於研�生院�站下載

8 推薦信

・至少兩封 

・推�人應（曾）為申�人授課�師或工作主��或�申�人�識的社會專�人士 

・可�擇於�上報���中��推�人填寫在線推�表

9 個人彩色證件照

・尺寸 :��證或�照樣式尺寸��析度不可�於 200dpi 

・�色 :�色��求

・�求 :免冠�正面半�大頭照�於��六個月�拍�

10 工作證明信
・報讀工��理�士��影�理�士學位課�者�用

・必須提交由工作單位�章之工作證明信�不�受員工卡��用證明��

11
作品集、論文、
獲獎證書等資料

・報讀設計學���學�建�學�士課�者�用

・�求 : 不可大於 10MB的 PDF檔 3

其�可�擇性上載的輔助文件包括 : �語�力證明��開考試證明��格證書或其�輔助文件�

�註:
1.  學�文件之語言必須為中文或�文�其�語言之文件（包括���文）��提供正規翻譯�司出具的中文或�文翻譯�本�
2. 所��置學�（學士學位�碩士學位）須為中國��部或�門��政府�可之學����考生一旦被����於�學註冊�另�提交�置學��證文件���由學信�發出之《��部學�證書�子註冊
��表》�或由��部留學服�中心出具的《國（境）�學�學位�證書》�

3. 每一個上載的報�文件�子檔�不可大於 2MB（作品�不可大於 10MB）�上載的檔�只�受 PDF格式（個人照只�受 JPG格式）��一�文件��於一頁���部��合併成一個 PDF檔��再上載�
4. 研�生院���求申�人出�上�文件的原件核��或�求申�人提供�何其�輔助文件� 

碩士申請人 :

序� 報�文件    相關�求

1 身份證明文件

・�門居民���居民��港居民�上載��證正�面 

・臺灣居民�上載��證正�面����照個人��頁 

・海�戶�申�人�上載�照個人��頁

2 學士學位證書 /畢業證書 1、2

・應屆��生�未�發��證書��上載由就讀學校�章的「在學證明信」代����院校在讀生可

提交學信�打�的《��部學�在線驗證報告》（�門科技大學在讀學生�須上載在學證明）

・�為專升本學��須同�填寫專科學����上載專科��證書

3
學歷認證文件 
 （內地申請人適用）

・��院校��者��提供學信�打�的《��部學�證書�子註冊��表》

・�港��門或海�院校��者��提供��部留學服�中心出具的《國（境）�學�學位�證書》

・仍在讀者可於�學註冊�補交

・本校��生�免提交

4 學士總成績單 1

・�成績單必須�就讀學校�章方為�效��成績單包�成績��對照����同�上載相關頁面

・本校應屆本科��生�只�上載由�上�科��下載的�子成績單（須包�學生���所�學期科目

成績）

・�為專升本學��須同�上載專科�成績單 

5 推薦信

・至少一封（��生�上載已由就讀院校�章之《���讀研�生課�申�表》） 

・推�人應（曾）為申�人授課�師或工作主��或�申�人�識的社會專�人士 

・可�擇於�上報���中��推�人填寫在線推�表

6 個人彩色證件照

・尺寸:��證或�照樣式尺寸��析度不可�於 200dpi

・�色:�色��求

・�求:免冠�正面半�大頭照�於��六個月�拍�

7 工作證明信
・報讀工��理�高��理人員工��理碩士課�者�用

・必須提交由工作單位�章之工作證明信�不�受員工卡��用證明��

8 作品集
・報讀設計學���學�建�學碩士課�者�用

・�求:不可大於 10MB的 PDF檔 3

其�可�擇性上載的輔助文件包括 : �語�力證明��開考試證明��格證書或其�輔助文件�中��學院碩士申�人另�提交一�研�計劃�

�註:
1. 學�文件之語言必須為中文或�文�其�語言之文件（包括���文）��提供正規翻譯�司出具的中文或�文翻譯�本�
2. 所��置學�（本科學� /學士學位）須為中國��部或�門��政府�可之學����考生一旦被����於�學註冊��提交�置學��證文件���由學信�發出之《��部學�證書�子註冊�
�表》�或由��部留學服�中心出具的《國（境）�學�學位�證書》�

3. 每一個上載的報�文件�子檔�不可大於 2MB（作品�不可大於 10MB）�上載的檔�只�受 PDF格式（個人照只�受 JPG格式）��一�文件��於一頁���部��合併成一個 PDF檔��再上載�
4. 研�生院���求申�人出�上�文件的原件核��或�求申�人提供�何其�輔助文件� 

報�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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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話    ��

�學院
www.must.edu.mo/msb 

一�課��詢 :
 （853）8897 2162  （�士）/ 8897 1723 （ 碩士） 
高��理人員工��理碩士課��詢:
 （853）8897 2033 

msb_inquiry@must.edu.mo
 
emba@must.edu.mo

�店�旅��理學院
www.must.edu.mo/fhtm 

 （853）8897 2381/ 8897 2382 FHTM_inquiry@must.edu.mo

人文��學院
www.must.edu.mo/fa 

傳�學碩士 /�士: （853）8897 2945 
設計學碩士 /�士: （853）8897 2345 
��學碩士 /�士: （853）8897 1917
�影�理碩士 /�士��影製作碩士: （853）8897 2973 
互動����碩士��字���士: （853）8897 2313 
建�學碩士 /�士:  （853）8897 3313 

fa_inquiry@must.edu.mo
g_design@must.edu.mo
g_arts@must.edu.mo
af@must.edu.mo
af@must.edu.mo
g_act@must.edu.mo

法學院
www.must.edu.mo/fl 

 （853）8897 1995  （�士）
 （853）8897 2358  （碩士）

fl_md@must.edu.mo

國�學院
www.must.edu.mo/uic 

 （853）8897 2976 uic_enquiry@must.edu.mo

�訊科技學院
www.must.edu.mo/fi 

理學碩士 /�士: （853）8897 2240
人工智��士 /先��絡�士:（853）8897 1779

fi@must.edu.mo
iingi_enquiry@must.edu.mo

中��學院
www.must.edu.mo/fc 

 （853）8897 2647 fc_md@must.edu.mo

�學院
www.must.edu.mo/fmd 

 （853）8897 2415 fmd_inquiry@must.edu.mo

�學院
www.must.edu.mo/sp 

 （853）8897 2181 sp@must.edu.mo

研�院所 �話    ��

社會和文�研�所
www.must.edu.mo/iscr 

 （853）8897 2124 iscr@must.edu.mo

太�科學研�所
www.must.edu.mo/ssi 

 （853）8897 2065 ssipub@must.edu.mo

�門��工�研�所
www.must.edu.mo/mise 

 （853）8897 1758 mise_enquiry@must.edu.mo

�門環境研�院
www.must.edu.mo/meri 

 （853）8897 1758 meri_enquiry@must.edu.mo

可�續發展研�所
www.must.edu.mo/tisd 

 （853）8897 1972 isd@must.edu.mo

※大學�留�訂�闡�上��容的�利�所�������佈為準���糾��大學擁��終仲裁�利�※

�關學費的詳���參�本大學�站 >�讀科大 >學費�其�繳費 >研�生學費收費�

為鼓���研�生學���行科研�大學設��學�助學金�被��

之研�生�生��會�發�額�學金（100%學費減免）�半額�學金

（50%學費減免）�參�學�研�助學金（包括 100%學費減免��

免�險費�發放住宿津貼�生活津貼）��申�人�讀����會�

得�構�學金�

大學為部��本�學生提供校�宿舍�申�人�����可於�上報

���申�宿舍�由於研�生的宿位�限�宿舍是�交學費�宿費的

順序�行�����終不���宿舍�相關�生�自行於�學��理

在�門的住宿���

�關本大學校�宿舍費用詳���參�大學�頁 : �讀科大 >學費�

其�繳費 >學生宿舍收費�

課�查詢

學�費用

�助學金

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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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每年學費金額或��整������佈為準�



研�生院

�址:�門氹仔��馬路�門科技大學 O座 O507室

�話:(853) 8897 2262 

��:sgsad@must.edu.mo

會計�

�址:�門氹仔��馬路�門科技大學 N座 109a室

�話:(853) 8897 2298

��:accountsnew@must.edu.mo

查詢

www.must.edu.mo

澳門科技大學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ww.mustseasons.com

季節科大廚藝餐廳
The Seasons MUST Training 

Restaurant

www.uh.org.mo

科大醫院
University Hospital

www.tis.edu.mo

澳門國際學校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cao

10/2020

�學�訊 官方�信

www.must.edu.mo

辦��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09:00 ~ 13:00�14:30 ~ 18:20  

                星期六�日��門�眾假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