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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说明
1. 本须知仅适用于内地应届高考之申请人。

【若是现就读澳门高校或持国际课程成绩之内地申请人，须以其他入学途径报读，

详情请查阅专用之「入学规则及须知」】

2. 本须知提及金额之币值标准：持非澳门居民身份证学生均以港币缴付。

3. 本手册内提及的日程乃按正常及可预计之情况而定，如发生其他因素导致日程有所

修改，则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

4. 本须知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本大学保留修订及阐释本须知的一切权利，如有纠纷，

大学拥有最终之仲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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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以下资格，申请人可循「直接入学（应届高考生）」方式报读：

 持有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

 普通高中三年级毕业或同等学历以上。

 参加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

1.1报读资格

报读艺术学－艺术设计或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之申请人，必须持有2023年省级美术类

专业统考成绩。

报读艺术学－艺术设计或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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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及普通生均可报读影视制作及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

报读影视制作及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

报读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之申请人，应届高考总分须达省划本科第一批次 / 特殊类型
招生录取控制线 /相应重点大学分数线以上。

报读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报读部分课程另有色觉及理科成绩之要求，详见填报志愿之注意事项。

色觉及理科成绩之要求

1. 报读资格、报名途径及日期 1

 所有报名申请直接以线上方式进行。申请人须于指定报名期内通过本大学「网上报名系

统」（简称OAS）自行开设账户及登入办理报名申请手续（详见报名程序）。

 申请人请留意：本大学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及录取工作。所有报名录取信

息均由申请人直接登入OAS查阅。

1.2报名方式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申请人必须持有效的内地居民身份证报名及入读。如被发现持无效证件入学，大学有权注

销申请人的报读申请及入学资格。

 如持有多于一个国家/地区之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人只可选择其中一个身份及一种入学途

径报名及入读；且申请人必须符合相应身份/途径之报读资格。

 同一学年，只可进行一次报名。请勿开设多于一个报名账户；如被发现以不同证件/不同

入学途径报读，大学有权注销申请人的报读申请及入学资格。

1.3开设报读账户之注意事项

1

1.4报名日期

报名日期（2023年） 招生对象

1月20日至3月15日 报读艺术类学士学位课程者 / 报读各类学士学位课程之特长生

5月3日至6月30日 所有报读学士学位课程者，包括特长生

 逾期没有完成指定报名手续者，将被视作放弃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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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学士学位课程 专业/范畴 修读
年期

授课
语言

创新工程学院 理学

计算机科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4 中及英

商学院

工商管理

会计学

金融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

供应链管理学

资讯系统学

商业分析学

国际贸易学

商务管理学

4 英

应用经济学 4 英

法学院 法学 4 中及英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 5 中

中药学 4 中及英

酒店与旅游
管理学院

国际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会展管理

博彩业管理

文化旅游管理

智慧旅游管理

服务质素和零售管理

4 中及英

酒店管理 4 英

2. 开办之学士学位课程 2

2.1课程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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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课程 专业/范畴 修读
年期

授课
语言

人文艺术
学院

艺术学－艺术设计

景观设计

室内设计

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4 中及英

新闻传播学
数据新闻学

传播学

公共关系与广告学

4 中及英

数字媒体艺术
游戏设计

动画设计
4 中及英

影视制作 4 中及英

表演艺术
影视表演

舞台表演
4 中及英

医学院

内外全科医学 6 英

药学 5 中及英

食品与营养科学 4 中及英

国际学院 外国语

英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4 中及英/
葡/西

博雅学院

商 4 中及英

款待服务管理 4 中及英

2

返回目录



1) 色觉要求：色盲或色弱不能入读中医学、中药学、艺术学－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

术、影视制作、表演艺术、内外全科医学、食品与营养科学及药学学士学位课程。

色盲者不能入读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2) 理科成绩要求：报读中药学、药学、内外全科医学或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的申请人必须于高中阶段为理科学生，且必须具备高考理科综合/高考化学科/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化学科成绩。因此，申请人须按「高考成绩之申报」于6月30日或之

前登入OAS向大学提供包含相关科目的高考成绩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

逾期/无法提供相关科目成绩证明者将不获考虑有关志愿，大学只会就申请人的其他

志愿作出录取决定。

3) 教学大纲及学习计划：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采用学年制，其他课程采用学分

制；皆为全日制授课。有关各课程的教学大纲及学习计划，请查阅大学网站内学院

及课程之相关介绍。

4) 报名填报志愿时，申请人需要填报四个志愿（包括学院、课程及专业之选项）。其

中选择报读外国语或理学学士学位课程的申请人必须于「专业」栏位选择具体之专

业选项：

 外国语学士学位课程所选之专业选项，将作为录取决定之参考。录取此课程的

学生，将于获录取同时获分配专业，学生必须按录取通知书所载的录取课程及

专业注册入读。

 理学学士学位课程所选之专业选项，将作为录取学生于注册入读时供学院分配

专业之参考。

 其他课程的专业分配一般会于学生注册入读后由学院参考学生修读共同基础课

程之成绩作出最终分配决定。（即报读时暂不需要选择具体专业）

 报名填报志愿时，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只可作为第一志愿。艺术学－艺

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及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只可作为第一或第

二志愿。

 可供报读课程或有所更新，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

2.2填报志愿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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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考成绩申报/核实及专业面试 3

2.1报读资格3.1高考成绩之申报/核实

 无论申请人于哪一段报名期开户报名，均可于6月30日晚上11时59分前登入OAS填报高

考成绩。

 申请人开设OAS报读账户后，如暂未获知高考成绩，可以先完成其他报名手续（包括填

报志愿/个人及学历资料、填报高考地点/年份/科类、提交网上报名申请及缴交报名费），

其后于6月30日或之前再次登入OAS高考资料页补填成绩及编号资料。

 6月30日后，不接受任何补填/更改高考资料。申請人必须按时谨慎填报。

3.1.2填报之注意事项

除申报文化科高考成绩外，艺术生或志愿包含下述课程的申请人须同时申报：

3.1.3特别申报要求

3.1.1填报时间

 填报前，必須登入OAS高考资料页细阅页面上的注意事项及填写说明。

 成绩填报之分数不可含各类政策优惠之加分。

 申请人于OAS填报的高考资料/成绩，将提供予所属招生办公室进行核实，并以所属招生

办公室核实的成绩为准。因此，必须确保所填报资料/成绩正确无误及完整。

 大学将根据需要因应入读情况要求申请人提交其他证明文件。

 不报、不实申报或不符合资格之申请人将被注销报读申请、录取及入學资格，所有已缴

的费用不获退还、转让或保留，并须承担由此引起的责任。

 艺术学－艺术设计或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之申请人须同时申报省级美术类专业统

考成绩。

 影视制作或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之申请人，如具备指定的省级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

（编导、摄影或表演等）应同时申报对应类别的统考成绩。

 中药学、药学、内外全科医学及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学位课程之申请人须申报高考理科

综合/高考化学科成绩，或申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化学科成绩及上载相关成绩单。

 有关艺术生：

 艺术生在填报成绩时须分别填写高考文化科总分和省级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

 艺术生最多可申报两类省级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请根据所选志愿之课程要求自

行选择对录取有利的统考成绩进行如实申报。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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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专业面试

3

 适用于报读表演艺术、影视制作或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的申请人。大学作出初步

筛选后；获得面试资格者，将获相关学院通知有关专业试之具体安排。有关专业试的详

情及面试须知，可查阅大学网站之专业试专页。

 不获面试资格或缺席获安排面试者，大学将不考虑申请人有关志愿，只会就申请人的其

他志愿作出录取决定。

 报读影视制作学士学位课程的申请人如具备应届省级编导或摄影类专业统考成绩，则无

须参加专业面试，大学将综合参考统考成绩和艺术类文化科高考成绩作出录取决定。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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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网上报名系统，简称OAS），选择申请学

士学位课程（内地应届高考生）之链接。

 进入「开设账户」页面，登记*基本个人资料，开设报读账户（开户前，应先了解开设报

读账户之注意事项）。

*请留意必须选择正确之报读学位、证件类别及入学途俓**（一旦成功开户，这些栏位将
无法修改）。

**账户之开设必须于指定报名期内进行。若不是报名期间，「开设账户」页面的「入学
途径」将不会显示「直接入学（应届高考生）」之选项。

 成功开设账户后，即时会收到用作登入OAS的账户（即「使用者名称」，格式为

B23XXXXX）及密码。

 进行网上报读申请前，须自我检查符合所选入学途径的报读资格。

 不符合者将被校方注销申请资格，且所有已缴的费用不获退还、转让或保留。

4.1报名手续及流程

34. 报名程序及重要日期 4

申请人必须于指定报名期内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完成相关手续：

1. 检查报读资格

2. 开户及登入网上报名系统

 查阅「网上报名指引及须知」（可点击此处，或登入OAS页面右上方点击相关链接）。

 细阅本文「入学规则及须知（内地应届高考生适用）」。

3. 阅读「网上报名指引及须知」

 登入OAS后，根据页面的指引，填报及提供相关资料。

 在填写拟申请入读课程的四个志愿时必须留意页面的提示（及留意填报志愿之注意事

项）；申请人必须按个人意愿的优先次序选报志愿、选择志愿调配及报读大学先修班课

程的意愿。

4. 填报/上载报名资料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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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填报/上载后，必须于「重要事项及声明」页面完成网上报名申请之提交手续。未完

成网上提交的报名资料将不获处理。

 完成上述「重要事项及声明」页面之提交手续后，OAS左上方可查阅「你已提交申请！」

之红字确认信息，或可于「网上报名系统 > 收件箱」页面查看「你已提交网报申请！」

之确认信息。

 更改填报/上载的资料：

 报名期间可自行登入OAS更改个人资料。报名截止后则不能再作更改。

 报名截止后如有特殊情况必须更正个人资料，请向教务处提出「更改个人资料」申请
（注意：填报的志愿/调配之选项等不接受任何更改）。。

5. 提交网上报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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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必须于指定报名期内缴交港币600元报名费（约澳门币619元）。所有入学申请，

将于提交网上报名申请及缴妥报名费用后，始行生效。逾期尚未缴费视为放弃报名，其

入学申请将不获处理。

 付款方式︰详情请查阅报名费付款方式。

 缴费之备注：

 有关费用一经缴交（包括重复缴费），恕不退还、转让或保留。

 申请人使用在线支付方式支付报名费时，若系统显示「交易未能完成」 或 「交易
失败」等信息，请于30分钟后重试；或于缴费限期前选择其他方式缴费。逾期恕不
接受。

 上载报名费缴费凭证：凡于大学学生综合服务中心（财务处柜位）或透过「在线支付」

方式缴交报名费，不需要上载报名缴费凭证；使用其他支付方式缴交报名费之申请人则

需于指定报名期内登入网上报名系统上载缴费凭条（如汇款申请书），以便核实缴费状

况。

 缴费后须经大学财务处进行核实。财务处一旦确认费用，OAS「报名费/上载报名费凭证」

页面会显示「你已缴交报名费！」之确认信息。

 若在缴费后两星期内在系统中未能查到已缴报名费的确认信息，请电邮至

fo_news@must.edu.mo向财务处查询。

6. 缴交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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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提交网上报名申请」及「报名费已获财务处核实」的申请人，一般会于两天内获

发「申请编号」（格式为2309APXX-BXXXX）。届时会有电邮/手机短讯通知。

 此编号为独立编号，可作识别之用。请谨记您的编号（或可随时登入OAS「个人资料」

页面上方查看此编号）。

7. 获发申请编号

4

 于6月30日或之前完成填报，详见高考成绩之申报/核实。

8. 填报高考资料

 申请人根据学院通知参加专业面试，详见专业面试之相关内容。

9. 参加专业面试（如适用）

4.2报名至录取前之重要日期

阶段 日期（2023年） 事项

报名
1月20日至3月15日  OAS网上报名（按此查看具体招生对象）

 报名手续及流程可按此查閱5月3日至6月30日

专业面试

3月24日至31日

7月7日至9日

 参加专业面试*（报读表演艺术学士）

 参加专业面试*（报读影视制作学士）

 参加专业面试**（报读内外全科医学学士）

 网上查阅录取结果7月7日至9日

分批录取 按各省划线公布后  网上查阅录取结果

录取后的重要日期，可按此查阅。

*  专业面试安排：符合面试资格的申请人将于面试前收到人文艺术学院的通知，届时可登入
OAS下载准考证。

** 专业面试安排：符合面试资格的申请人将于面试前收到医学院的通知，届时可登入OAS
下载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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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将考虑以下因素，择优录取：

 高考成绩、专业面试表现/统考成绩/特长生资格（如适用）、入读不同学士学位课程的要

求及各课程收生名额；

 报读志愿之优先次序。如未达第一志愿课程的入学要求者，大学将考虑其填报的第二志

愿，如此类推。当申请人所有志愿都不被录取时，已选择服从志愿调配者，大学将考虑

调配到其他课程。若所有学士学位课程都不被录取，已选择愿意报读大学先修班者，资

料会转作审批入读大学先修班课程（注：大学先修班不设独立招生）。

 有关录取条件，可查阅2023/2024招生简章（中国内地居民适用）中有关「录取方式」

之说明。

5. 录取/入学程序及重要日期 5

2.1报读资格5.1录取程序

1.等候录取结果

 大学透过电邮/手机短讯发放录取通知，获录取之学生可即时登入OAS查阅结果。

 【溫馨提示】：

 由于录取是分批通知，若OAS暂未有「公布录取结果」页，代表录取结果尚未发出。
请申请人耐心等候通知。

 凡于OAS完成报名手续者，无论是否获本大学录取，最后均可登入OAS获知录取结果。

 报读、获本大学录取及接受本大学录取并不会影响申请人在内地其他高校之录取资格。

2.查阅录取结果（按此查阅公布日程）

 收到通知已获录取之学生可登入OAS确认接受录取及下载「录取通知书」、「学费付款

通知书」及相关入学资料*。

* 部份获录取的学生于录取通知书上会被通知须于入读后加修（中/英/数）强化课程/基

础课程，详情届时可查阅相关录取文件。课程之收费标准则可查阅大学网站之「先修及

本科学士学位课程学费收费」。

3.下载录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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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的「应缴金额」及「付款到期日」会列明于「付款通知书」，必须按时缴付及上载

缴费凭证。

 逾期缴费或逾期没有提交缴费凭证之学生，将视为缺交学费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学额将

不予保留。

 各项课程学费详情及宿舍收费标准，可查阅大学网站之「先修及本科学士学位课程学费

收费」及「学生宿舍收费」，以及留意大学的最新公布。

5

2.1报读资格5.2注册入读程序

4.缴付学费

 登入OAS于网上办理各项确认项目/填报入学资料。详情届时可查阅相关指引。

 没有按时完成以上入学确认手续者将被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5.办理入学确认

 等候接收大学特快专递寄出之书面录取文件。详情届时可查阅相关录取文件。

 携同书面录取通知书及所需证明文件前往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部门办理。

6.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往来澳门签注（逗留D）

 所有新生必须按指示完成线上注册。

 须根据线上预约日期亲自抵校办理指定的报到手续。

 上述详情及具体安排，届时可查阅相关录取文件。

7.注册及报到

 所有新生必须于抵校办妥报到手续后，按已预约时间前往科大医院接受入学体格检查。

详情届时可查阅相关录取文件。

8.入学体格检查

 新学年开学日期为2023年9月4日。

9.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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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日期（2023年） 事项

分批录取 按各省划线公布后

 登入OAS网上查阅录取结果

 查阅录取文件

 确认接受录取

注册入读

公布录取时通知
 缴交学费

 网上办理入学确认手续

预计7月中下旬开始 等候特快专递寄出之书面录取文件

收到书面录取文件后  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逗留D）

7月下旬开始

 办理线上注册

 预约报到时间

 预约体检时间

8月下旬  办理报到手续

9月4日  开学

5.3录取至入学之重要日期

5

有关录取至入学之重要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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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如涉及下列情况，大学有权注销其入学资格 /终止学籍：

 不符合报读资格；

 任何不实行为（如申报的资料不完整、不真实、不准确等）；

 递交伪造文件（如学历或其他证明文件等）；

 入学过程中有任何行为或操守的缺失；

 逾期不缴交相关费用（如报名费、学费等）；

 逾期不办理/未完成办理注册或报到手续；

 逾期不办理/未完成办理入学体格检查、不递交入学体格检查报告/相关证明文件或体检结

果不符合要求；

 逾期不递交所需文件，或无法按要求出示报名及入学时递交的文件原件供核实；

 注册入学时，同时在其他高等教育课程注册及选科（包括本大学开办的课程）。如有此

情况，学生必须如实申报；

 经大学决定注销入学资格/终止学籍的其他情况。

6. 其他报读须知 6

6.1注销资格

 本大学有权撤销开办任何课程/专业或暂停招收学生。

 如获录取入读之课程/专业人数不足，大学可决定取消开设该课程/专业。

 如因校方未能如期开办所获录取的课程/专业，已缴的费用（报名费除外）将获全数退还。

6.2撤销开班课程

备注：入学资格被注销者/学籍被终止者，其已递交之文件及缴交之费用将不予退还、转让

或保留，且本大学有权拒绝其日后的入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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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将通过以下任何一种通讯方式向申请人发布消息/发送通知：

1. 网上报名系统(OAS)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2. OAS填报之电子邮箱或手机号码

3. OAS填报之通讯地址

4. 大学网站之学士学位课程招生专页

 为免错过重要信息，申请人请留意：

 必须定期查阅以上各通讯点，以便及时获悉最新消息。申请人有责任承担因其疏忽而产

生之后果。

 对于个别事项或入学之各类申请，大学也将透过申请人之电子邮箱/手机短讯联络申请

人或书面通知有关批核结果。

 有关电邮通知，为免大学发送的邮件被归类为垃圾邮件，建议申请人于OAS报名开设

账户后将oas.administrator@must.edu.mo加入到你的电子邮箱联络册/通讯簿。

 部份电邮可能在发送过程中出现问题，以致申请人未能收到有关入学的通知或相关信息。

就此，申请人应定期登入OAS或浏览大学网站。

7. 消息发布及查询 7

7.1通讯/消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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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查询及联络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络以下有关部门直接查询。

 网上报名系统已开设帐户者，查询时请提供申请人姓名及网上报名系统之使用者名称

（B23XXXXX） / 申请编号（格式为2309APXX-XXXXX），以便跟进。

报名/录取/
入学奖学金

招生处
联系方式 服务时间

电邮：admission@must.edu.mo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6时20分
（公众假期休息）

电话：(853) 8897-2221

服务柜台位置：O座教学大楼O204室

入学/注册

教务处
联系方式 服务时间

电邮：ar.newstu@must.edu.mo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6时20分
（公众假期休息）

电话：(853) 8897-2228

服务柜台位置：
R座综合教学大楼地下R102室
学生综合服务中心

缴费/费用

财务处
联系方式 服务时间

电邮：fo_news@must.edu.mo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6时20分
（公众假期休息）

电话：(853) 8897-2298

服务柜台位置：
R座综合教学大楼地下R102室
学生综合服务中心

住宿/签证

学生事务处
联系方式 服务时间

电邮：sa@must.edu.mo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6时20分
（公众假期休息）

电话：(853) 8897-2277

服务柜台位置：
R座综合教学大楼地下R102室
学生综合服务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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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故障 /
支援

资讯科技发展办公室
联系方式 服务时间

电邮：itsc@must.edu.mo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时至下午1时
下午2时30分至下午6时20分
（公众假期休息）

电话：(853) 8897-2080

服务柜台位置：
R座综合教学大楼地下R102室
学生综合服务中心

学院/通识教育部

课程安排
详见联络表

7.2查询及联络

7

*服务时间或有更新，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

 学院及通识教育部之联络表

学院/通识教育部 课程 电邮/电话

创新工程学院-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 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fie_scse@must.edu.mo
(853) 8897-2103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bba-ad@must.edu.mo
(853) 8897-2025

应用经济学学士学位课程
bae@must.edu.mo
(853) 8897-2025

法学院 法学学士学位课程
llb-ad@must.edu.mo
(853) 8897-2000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bcm-ad@must.edu.mo
(853) 8897-2343

中药学学士学位课程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国际旅游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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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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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通识教育部 课程 电邮/电话

人文艺术学院

艺术学-艺术设计学士学位课程
baad-ad@must.edu.mo
(853) 8897-2216

新闻传播学学士学位课程
bajc-ad@must.edu.mo
(853) 8897-2216

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
af@must.edu.mo
(853) 8897-2330

影视制作学士学位课程
af@must.edu.mo
(853) 8897-2098

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
af@must.edu.mo
(853) 8897-2098

医学院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mbbs@must.edu.mo
(853) 8897-1757

药学学士学位课程
sp@must.edu.mo
(853) 8897-2181

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bfns@must.edu.mo
(853) 8897-1757

国际学院 外国语学士学位课程
bafls@must.edu.mo
(853) 8897-2144

博雅学院
商学士学位课程

sla@must.edu.mo
(853) 8796-1998 / 8796-1999

款待服务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通识教育部 大学先修班
dgs-ad@must.edu.mo
(853) 8897-2114

返回目录

 学院及通识教育部之联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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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http://www.must.edu.mo

官微：澳科大MUST

MUST 联络我们 1 
电话：(853) 2888 1122

地址：中国澳门氹仔伟龙马路澳门科技大学

大学官微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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