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研究生新生報到資訊 

2022/2023 學年新生報到資訊 

 (研究生新生適用) 

一、確保已通過/有條件通過線上註冊 

 

□ 

1.1請確保你的線上註冊審核結果為「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有條件通過者，請於報到前自行補充完成所缺事項，並於報到當天向工作

人員說明。 

 1.2如無法如期完成線上註冊，請盡快與研究生院聯絡申請延遲註冊。已

獲批准延遲註冊者，將由研究生院指定新的註冊限期及報到時間，請按通

知的時間完成線上註冊及到校報到。 

二、預約體檢/入宿/報到 

 

□ 

2.1已通過/有條件通過線上註冊者，即可登入 WeMust Student 預約體檢、

入宿、報到等事項。建議新生於系統預約報到成功後，再根據已預約時間

確定來澳的交通行程。 

 2.2如未能於 8月 22~26日到校報到者，請聯絡研究生院申請延遲報到。

獲批准延遲報到者將被安排在指定日期辦理報到。 

三、及早規劃行程 (非澳門居民) 

□ 3.1完成預約報到後，請及早預訂來澳的交通安排，並密切留意各地的防

疫措施。來澳門前 14天內切勿前往任何中高風險地區。 

□ 3.2研究生宿舍最早可入住日期為 8 月 22日，如於該日期前到達澳門之宿

生，請自行安排在澳門的住宿。 

四、填寫來澳行程資料 (非澳門居民) 

□ 4.1當確認來澳的日程及交通安排後，請登入 WeMust Student>註冊>信息

收集頁面填寫相關資料。 

□ 4.2預約及進行核酸檢測。出入境澳門的人士需持有指定時間內的核酸檢

測陰性證明。因部份地區疫情反覆，澳門政府將因應各地區的情況對防疫

要求作收緊或放寬，具體請於入境前查閱澳門最新的入境檢疫措施。 

 

註: 學生可在各事項的方格□內打上「V」以作自我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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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行健康申報 

□ 5.1共同抗疫，齊心出力。請已通過線上註冊者，於到

校報到前每天登入 WeMust Student APP 填寫健康申

報。  

□ 5.2請於到校報到前，登入WeMust Student APP 更新疫

苗接種情況。 

注意: 根據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發出的通知，所有高等院

校的學生進入校園須出示完成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初種系列的

全程接種達 14天的證明，若未完成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初種

系列的全程接種（滅活或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初種系列的全程

接種為 2劑）達 14天，應至少每 7天接受一次新型冠狀病

毒核酸檢測。因未能提供證明而不獲准進入校園上課或考試

的學生，相關課堂或考試將作曠課或曠考論。請新生提前作

出準備。 

 

 

六、澳門健康碼教程 

入境澳門人士必須出示有效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澳門健康碼(綠碼)方可入境。

請於入境前檢查核酸檢測是否有效，並提前查閱澳門健康碼的教程。 

□ 6.1 

入境前請先查閱澳門最新的入境檢疫措施。 

 

大學亦有防疫資訊匯總，學生可查閱 

 

 

□ 6.2澳門健康碼: 

https://app.ssm.gov.mo/healthPHD/page/index.html 

查閱澳門健康碼操作簡介。 

 

 

 

 

 

□ 6.3如由珠海入境澳門，健康申報步驟: 

 離開珠海前，請掃瞄二維碼或通過微信小程序粵省

事，進入「通關憑證」，選擇「廣東澳門」，填寫相

關資料並產生通關二維碼後截圖保存。 

 截圖後在通關二維碼頁面選擇轉「澳門健康碼」(綠

碼才能入境澳門)。 

 抵達澳門口岸出示: 澳門健康碼+有效核酸檢測證明+

入境證件。 

微信小程序粵省事 

 

 

 

 
註: 學生可在各事項的方格□內打上「V」以作自我檢查。 

https://www.ssm.gov.mo/apps1/PreventCOVID-19/ch.aspx#clg17458
https://app.ssm.gov.mo/healthPHD/page/index.html
https://www.ssm.gov.mo/docs/17049/17049_ceda002cafe2454088a7cfd9de216a9f_000.pdf
https://www.must.edu.mo/student-affairs-office/epidemic-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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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澳門邊境站及市區交通 

7.1 新生可從澳門各個出入境邊境站入境澳門，主要的邊境站位置、交通方式等請

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travelessential/before-you-

travel/ports-of-entry。 

 

7.2 入境澳門後，學生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市區各地點(建議適當準備一些零

錢)。市內交通介紹可瀏覽以下資訊: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

hant/travelessential/before-you-travel/local-transportation?tab=taxis，學生亦可在來澳前先

在手機 APP 下載「澳門電召」及「巴士報站」APP。以便電召的士或查詢各巴士路線

資料。 

 

(註: 大學正門-北門 2之巴士站名稱為“T373 偉龍/科技大學” 站。 

近科大醫院-北門 1之巴士站名稱為“T358 偉龍/科大醫院” 站。 

近報到場地 O座-南門附近的巴士站名稱為“T391 霍英東馬路/科技大學” 站。) 

 

八、到校注意事項 

新生及同行人員於出發前應先自行檢測體溫，如有發熱（耳溫等於或高於 38˚C 

/ 額溫等於或高於 37.5 ˚C）或有急性呼吸道症狀(如急性咳嗽、咽痛或氣促)等不適

的人士不應到校報到且不應自行服藥後進入校園，應戴上口罩及時求醫。 

 

進入校園的所有人士必須全程配戴口罩，並於進入每一棟大樓時展示當天有

效的「澳門健康碼」綠碼並掃瞄場所碼，及接受體溫檢測。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travelessential/before-you-travel/ports-of-entry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travelessential/before-you-travel/ports-of-entry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travelessential/before-you-travel/local-transportation?tab=taxis
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travelessential/before-you-travel/local-transportation?tab=t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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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報到注意事項 

為減低人群聚集，進入報到場地的所有人士需配合當天現場指示，使用指定的路

線及出入口進出。校內請佩戴口罩，保持適當社交距離，勿聚集，注意個人衛生。 

 

□ 

9.1上載逗留許可: 非澳門居民新生於入境澳門後，請盡快登入 WeMust 

Student APP>迎新>上載逗留許可(入境申報表)。 

內地居民請登入 WeMust Student APP>我的>通行證資料上載通行證及簽注

逗留 D。 

□ 9.2體檢: 非澳門居民新生必須到科大醫院進行體檢，請按已預約的體檢

時間，帶齊證件及防疫接種證明等，到科大醫院進行入學體檢。 

 

□ 

9.3入宿: 研究生最早可辦理入宿日期為 2022年 8月 22日起，請按已預

約日期時間到指定地點辦理入宿手續，新生於報到前或後均可辦理入宿。 

 

入宿地點:  

獲批宿舍 辦理入宿手續地點 辦理時間 

校區宿舍 

(擎天匯) 

擎天匯第 12座大堂 09:00-13:00 及 14:30-

18:15 

澳門區宿舍 

(海擎天、擎天半島、

國興大廈) 

大學校園 O座 5樓

O501室 

*非辦公時間(夜間

18:15 後) 到達者請至

F座 F114 辦理) 

09:00-13:00 及 14:30-

18:15 

 

新生報到期間(8月 22-26日)大學將提供接駁車接載宿生由校園至校區宿

舍及澳門區宿舍，新生可到 O座 5 樓登記乘車。由於發車班次及座位有

限，每位新生最多只可登記攜同 1 位親友乘車。如當天接駁車座位已滿，

學生可自行乘坐電召的士或公共交通工具到校外宿舍。 

 

 

 

 

 

 

 

 

 

 

 

9.4報到: 研究生新生報到日期為 2022年 8月 22~26日，新生應按已預約

的報到時間，帶備所需文件到以下地點辦理報到手續，報到流程如下: 

 

澳門居民新生 

流程 事項 地點 

1 核實註冊文件 R109 

2 拍照 N101 

3 領取教材(如有) N座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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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澳門居民新生 

流程 事項 地點 

1 辦理入宿手續 (如有) 參閱 9.3 

2 上載逗留許可 (入境申報表) WeMust Student APP 

通行証登記 (內地生適用) 

3 填寫團體保險資料 

4 核實註冊文件 R109 

5 拍照 N101 

6 領取教材 (如有) N座三樓 

7 入學體檢 (須攜帶疫苗接種證明) 科大醫院 

 

報到須出示的文件 

 報到預約憑條 

 身份證件(身份證、通行證/護照)、入境申報表 

 學歷證書及成績單的原件 

 已簽署的《入學及註冊確認書》原件 

 已簽署的《獎助學金確認書》原件 (獎助學金學生適用) 

缺文件者將不能完成報到手續，詳情請查閱《註冊及報到須知》。 

 

註: 有關新生報到的安排以大學最新公佈為準。詳情可瀏覽: 研究生院>入學申請>新生

資訊。延遲報到者的辦理流程及地點會有所不同，請按研究生院最終通知為準。 

 

□ 9.5選科: 新生選科日期為 8月 22~29日，學生可登入選科系統選科。選

科完成後即可查看已選科目的上課時間表。 

□ 9.6新生於報到後，可登入 WeMust Student APP>迎新>新生導覽瀏覽各項

新生導覽活動。 

 

 

9.7開學: 研究生新生開學日期為 2022年 9月 1日，各課程的上課時間及

上課安排各有不同，請於選科後自行下載上課時間表，或留意所屬院所的

最新通知。 

 

 

 

 

 

 

 

 

 註: 學生可在各事項右邊的方格□內打上「V」以作自我檢查。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information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information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information
https://login.must.edu.mo/login?service=https%3A%2F%2Fcoes-stud.must.edu.mo%2Fcoes%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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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颱風及惡劣天氣安排 

澳門的颱風季節為每年 5月至 10月，其中 7月至 9月是颱風吹襲最多的月份。在

特定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風暴潮警告期間，澳門市內及對外交通、活動及設施開放時

間可能受影響，請密切留意有關天氣的最新消息。 

現時，澳門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因應風勢的強弱，分有一號、三號、八號、九號

和十號。一號或三號颱風警告信號或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新生報到及活動將如期進

行。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信號發出時，新生報到及活動將取消。大學將按情況以通

告、電郵或短信方式通知學生。 

 

查詢 

大學地址: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 (查看校園實景圖) 

辦公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 09:00~13:00, 14:30~18:20 

 

新生報到 – 研究生院 

O座教學大樓 5樓 

電郵: sgsad@must.edu.mo 

電話: (853) 8897 2262 

 

新生體檢 – 科大醫院 

H座科大醫院 

電郵: hospital_enquiry@must.edu.mo 

電話: (853) 8897 2688 

 

宿舍事宜 – 學生事務處 

電郵: studentdorm@must.edu.mo  

電話: (853) 8897 1907/ 8897 1904 

 

(本文件發出單位為研究生院，更新日期: 2022年 8月 4 日) 

https://720yun.com/t/cb4jedemeO2?scene_id=15572643
mailto:sgsad@must.edu.mo
mailto:hospital_enquiry@must.edu.mo
mailto:studentdorm@must.edu.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