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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學年入學規則及須知 
（報讀「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學生適用） 

 

 

1. 課程概況 

學院 學士學位課程 修讀年期 授課語言 

健康科學學院 內外全科醫學 六年 英文/中文 

 

2. 報讀之注意事項 

2.1 色盲或色弱之學生不能入讀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2.2 報讀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之學生必須於高中階段為理科學生，須具備一定的化學水平，並具備生物學的基

礎知識。因此申請人必須於報名期內向大學提供高一、高二及高三成績單，成績單內必須有化學成績，如兼有生

物學成績更佳；內地生須同時提供包含理科綜合或化學成績之高考成績單；逾期沒有提交者，大學將不考慮申請

人報讀此課程的志願，只會就申請人的其他志願作出錄取決定。 

2.3 報名期間，四個志願中只有第一志願可以填報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2.4 獲錄取此課程之學生必須按錄取通知書所載之課程註冊入讀。 

2.5 此課程為學年制。授課語言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課程的大綱及學習計劃請查閱大學網站內有關學院之課程介

紹。 

 

3. 報名日期 

入學途徑 報名日期 適用範圍 

筆試入學 即日起至 2019年 1月 28日 詳見下述 4.1及 4.2；內地生不適用 

直接入學 2019年 1月 29日至 7月 15日 

 港台生 

 國際生 

 符合下述 4.1及 4.3資格的本地生 

 現正就讀於澳門其他高等院校學士學位課程之內地生 

 

4. 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之報讀資格 

4.1 報讀課程之特定要求 

4.1.1 色覺正常，沒有色盲或色弱之情況。 

4.1.2 具備良好的中、英文書寫及溝通能力。 

4.1.3 提供之高一、高二及高三*成績單必須包含化學成績，兼有生物學成績更佳。 

* 應屆畢業生的高三成績單可提供包含最近一學期的成績。 

4.1.4 提供之內地高考成績單必須包括理科綜合或化學，兼備生物成績更佳。（內地生適用） 

4.1.5 須按學院要求參加面試。面試之具體安排及詳情可向學院查詢。 

 

4.2 「筆試入學」之報讀資格 

4.2.1 符合上述 4.1之特定要求；且 

4.2.2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並取得畢業資格；或 現正就讀中六或相等程度（如澳門科技大學大學先修班課

程）；或 在 2019年 9月 1日已年滿 23歲或以上。 

 

除獲准本大學豁免入學考試*者外，筆試入學的申請人必須參加中文、英文及數學正卷之（聯考）入學筆試。有關

「入學考試安排」及「聯考成績公佈及覆核」之詳情，請瀏覽大學網站>入讀科大>學士學位>基本資訊>入學指南

>入學規則及須知（請參考澳門、香港、台灣及國際生之版本）第 4.1.2及 4.1.4節。 

 

  

https://www.must.edu.mo/fh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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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豁免入學考試」： 

(1)  筆試入學方式報讀之申請人如符合以下資格，可申請豁免入學考試： 

豁免考試科目 申請資格 

中文科 高中最後三年沒有修讀「中國語文」課程。 

英文科 

持有以下其中一項成績： 

 雅思考試 (IELTS)： 

雅思學術模式考試總分達 6.5（自考試日起兩年內有效）。 

 托福考試 (TOEFL)： 

網上考試成績達 93分，筆試成績達 583分（2017年 7月之前）；或 

自 2017年 10月起的新版托福紙筆考試成績達 70分（自考試日起兩年內有效）。 

 大學預科國際會考證書 (IB)： 

(1) 高級程度英語 (B部題目) 獲得 4分成績； 

(2) 標準程度英語 (B部題目) 獲得 5分成績； 

(3) 高級程度 / 標準程度英語 (A1或 A2部題目) 獲得 4分成績； 

(4) 高級程度 / 標準程度英語 A (語言文學) 獲得 4分成績； 

(5) 高級程度 / 標準程度英語 A (文學) 獲得 4分成績； 

(6) 高級程度英語 (文本與表現) 獲得 4分成績；或 

(7) 高級程度英語 (文學與表現) (A1部題目) 獲得 4分成績。 

 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 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考試 (GCSE / GCEO)： 

(1) 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 普通教育文憑普通程度考試(GCSE/ GCEO)英語獲得C級

成績； 

(2)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IGCSE) 英語(第一語言) 獲得 C級成績；或 

(3) 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考試 (IGCSE) 英語(第二語言) 獲得 B級成績。 

 劍橋國際精通級英語認證考試 / 劍橋國際高級英語認證考試 (CPE/ CAE)： 

(1) 劍橋國際精通級英語認證考試總分達 180或 C1級；或 

(2) 劍橋國際高級英語認證考試總分達 180或 C級。 

 SAT推理考試 (SAT Reasoning Test)： 

(1) 2016 年 3月前採用舊制 SAT 推理考試：同一考卷內的批判性閱讀和寫作部分的子

分數合共獲得 550分；或 

(2) 2016年 3月起採用新制 SAT推理考試：同一考卷內的寫作和語文部分獲得 31分，

閱讀部分獲得 30分。 

數學科 高中最後三年內曾獲「數學奧林匹克比賽」高中組二等獎或以上。 

 

(2) 申請辦法：申請豁免入學考試之學生，除了完成網上報名手續外，還需於報名期內親臨教務處提交以下

申請文件： 

 填妥之「豁免入學考試申請表」（大學網站>入讀科大>學士學位>基本資訊>表格下載）； 

 符合豁免入學考試資格之相關學歷證明文件正、副本； 

 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正、副本。 

 

(3) 申請結果一般不遲於考試前一星期透過電郵通知申請人。除獲批准豁免考試的科目外，申請人必須按時

參加其餘科目的入學考試。 

 

 

 

http://www.must.edu.mo/registry/curren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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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直接入學」之報讀資格 

4.3.1 符合上述 4.1之特定要求；且 

4.3.2 符合以下任何一項資格： 

公開考試/ 

學歷 
報讀資格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在 HKDSE中取得以下成績： 

- 英國語文和數學取得 4級，中國語文和通識教育取得 3級， 

- 化學取得 4級，或組合科學（化學部份）取得 4級。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HKALE）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在 HKALE中取得以下成績： 

- 1科高級程度（A level），英國語文和化學取得 B級，中文語文

取得 C級。 

台灣學科能力測試 

（GSAT）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在 GSAT中取得以下成績： 

- 英文及數學達到“前標”， 國文、社會及自然達到“均標” 。  

普通教育文憑 

（GCE）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在 GCE中取得以下成績： 

- 2科高級程度（A level）達 A級或以上；或 

- 3科高級程度（A level）及 2科高級補充程度（AS level）達 B

級或以上。 

- 化學成績取得 B級。 

馬來西亞華文獨中統考

（UEC）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合格完成 UEG並取得以下成績： 

- 英國語文取得 A 級，數學及化學取得 B 級，其他三科取得 C

級或以上成績。 

馬來西亞高級教育文憑考試

（STPM）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合格完成 STPM並取得以下成績： 

- 英國語文取得 A級，數學及化學取得 B級。 

大學預科國際會考證書 

（IB） 

 合格完成「大學預科國際會考證書」課程，並取得證書資格。 

 總分數為 40分。 

 報考化學科高級程度課程考試，成績優異。 

現行 SAT測驗 

（Redesigned SAT）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在 Redesigned SAT中取得 1300分。 

SAT學科測驗 

（SAT Subject Test）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在 SAT Subject Test中取得以下成績： 

- 數學取得 650分，閱讀及文法共取得 650分。 

美國進階先修課程 

（AP, Advanced Placement）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 

 在 AP中取得以下成績： 

- 英國語文及化學取得 4級，數學取得 3級。 

副學士或以上學歷 已取得副學士或以上之學位。 

其他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獲得認可高等院校學士學位課程之入

學資格。 

或 

 合格完成中六或相等程度；及現正就讀或曾就讀於其他認可高等院

校之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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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要日誌 

5.1 筆試入學 

日期 事項 

即日起至 1月 28日 網上報名 

即日起至 1月 28日 申請豁免入學考試 

3月 20日至 31日 下載聯考/入學考試之准考證 

3月 30日至 31日 參加聯考（語言科及數學科） 

4月 7日 參加美術類入學考試（同時報讀藝術學－藝術設計學士學位者適用） 

4月中旬至 5月上旬 等候通知及參加學院安排之面試 

5月第二個星期 網上公佈聯考成績* 

聯考成績公佈時一併公佈 申請覆核聯考成績 

5月中旬 
網上開始公佈錄取結果及發放錄取文件 

繳交學費及網上辦理入學確認手續 

註冊前三個月內（即 5月至 7月） 本地生完成入學體格檢查 

8月上旬 開始網上預約時間（辦理註冊/辦理住宿） 

8月 15日至 16日 本地生註冊 

8月 28日至 30日 非本地生辦理註冊、登記入住宿舍、體檢等手續 

9月 4日 開學 

  *美術類考試成績將與聯考成績綜合考慮並以錄取結果公佈。 

 

5.2 直接入學 

日期 事項 

1月 29日至 7月 15日 網上報名 

完成報名手續後 等候通知及參加學院安排之面試 

4月上旬、6月上旬及 8月上旬 網上公佈錄取結果及發放錄取文件 

錄取結果公佈後 3天內 繳交學費及網上辦理入學確認手續 

註冊前三個月內（即 5月至 7月） 本地生完成入學體格檢查 

8月上旬 開始網上預約時間（辦理註冊/辦理住宿） 

8月 15日至 16日 本地生註冊 

8月 28日至 30日 非本地生辦理註冊、登記入住宿舍、體檢等手續 

9月 4日 開學 

 

6. 其他資訊 

6.1 有關「報名費」、「報名程序」、「錄取程序」及「入學程序」之詳情，請瀏覽大學網站>入讀科大>學士學位>基本

資訊>入學指南>入學規則及須知（請參考澳門、香港、台灣及國際生之版本）第 3節、第 5節至第 7節。 

6.2 有關「終止申請及學籍」、「撤銷開辦課程」及「通訊方式」之詳情，請瀏覽大學網站>入讀科大>學士學位>基本

資訊>入學指南>入學規則及須知（請參考澳門、香港、台灣及國際生之版本）第 11節至第 7節。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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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詢 

7.1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查詢項目 部門 電郵 電話 

課程 健康科學學院 fh@must.edu.mo 8897 2415 

招生 招生處 admission@must.edu.mo 8897 2221 

入學 教務處 ar.newstu@must.edu.mo 8897 2228 

繳費 會計處 accountsnew@must.edu.mo 8897 2298 

網報系統故障 資訊處 itsc@must.edu.mo 8897 2080 

7.2 網上報名系統已開設帳戶者，查詢時請同時提供申請人姓名及網上報名系統之使用者名稱（格式為 B19XXXXX）

/ 申請編號（格式為 1909APXX-XXXXX），以便跟進。 

 

 

1. 本須知以大學最新公佈為準。本大學保留修訂及闡釋本須知的一切權利，如有糾紛，大學

擁有最終之仲裁權利。 

2. 此文件以中文和英文編制，如有歧義，以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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