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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生报读本科课程常见问题 

报读资格 
(1) 报读学士学位（本科）课程之考生需具备什么基本条件？ 

以「直接入学（应届高考生）」方式报读之考生必须持中国内地居民户籍及具有高中三年级毕

业或同等学历以上，并须参加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部分课程会有特定的省级统考要求或化学要求，详情请查阅「入学规则及须知（内地应届高

考生适用）」内「报读资格」。 

 
(2) 报考澳门科技大学有否高考单科成绩最低要求？ 

在报名时不设单科分数要求，在录取过程中，大学将根据不同学院或课程的要求而考虑考生的

单科成绩。 

 
(3) 大学开设的学士学位课程是否文理兼收？ 

报读中药学、药学、内外全科医学、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学位课程的申请者之高考成绩必须包

括理科综合或化学，如兼有生物成绩更佳。其他学士学位课程文理兼收。 

 
(4) 是否需要参加澳门科技大学的入学笔试？ 

不需要。大学根据考生之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及有关课程之收生名额择

优录取，部份課程會同时參考面試表現。 

 
(5) 报读大学学士学位（本科）课程的考生需要参加面试吗？ 

报读以下课程的考生，学院会视情况安排专业面试，考试须知可查阅大学网站之专业试专页，

面试之具体安排及详情可向相关学院查询。其他课程一般不设面试。 

报读课程 专业试名称 

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人文艺术学院） 表演面试 

影视制作学士学位课程（人文艺术学院） 影视制作面试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医学院） 小组面试 

 
(6) 患有色盲或色弱的考生在报读课程上有否限制？ 

有。根据课程的入读要求，色盲或色弱者不可入读中医学、中药学、艺术学-艺术设计、数字

媒体艺术、影视制作、表演艺术、食品与营养科学、内外全科医学及药学学士学位课程；色盲

者也不可入读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而色盲或色弱之检测結果，以大學认可之澳門医疗机构的眼科专科医生发出之检测判断证明

为准。 

 
(7) 报读影视制作或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的考生，是否只接受参加統考之「艺术类」考生？ 

不是。艺术生及普通高考生都可报读影视制作及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 

 
(8) 报读艺术学-艺术设计或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的考生，是否只接受参加統考之「美术

类」考生？需持什么艺术类统考成绩？接受校考成绩吗？ 

是。报读艺术学-艺术设计或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的考生需持有应届省级美术类专业统

考成绩。不接受校考成绩。 

 
(9) 就读内地高校的内地学生可否转读澳门科技大学？ 

不可以。根据国家教育部的规定，报读大学本科课程之内地居民须参加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s://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examination/program-specific/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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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现就读内地国际学校，持国际公开考试成绩但不参加应届高考的内地生可否报读澳门科技

大学？ 

不可以。根据国家教育部的规定，报读大学本科课程之内地居民须参加应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全国统一考试，不可以通过公开考试（如 GCE, SAT, IB 等）之成绩申请报读。 

 
(11) 现正就读澳门高校的内地学生可否转读澳门科技大学？如何申请？ 

可以。可以透过「直接入学（澳门高校在读生）」方式报读。持内地居民身份证并现正就读于

澳门高等院校学士学位课程之内地生可于指定期内以「直接入学（澳门高校在读生）」方式申

请报读，详情请参考「入学规则及须知（澳门、香港、台湾及国际生适用）」内的「报名途径

-直接入学」。 

 
(12) 报读澳门科技大学会跟内地的高考志愿有冲突吗？ 

不会。大学招生及录取采用自主招生及自主择优录取方式，不纳入内地招生计划，报读及获

本校录取无需提档，并不影响考生在内地高校之录取资格。倘若考生同时获得本大学及内地

大学录取，届时可自行决定在澳门或在内地修读课程。 

 

(13) 已报读澳门其他大学会影响报读澳门科技大学吗？ 

不影响。大学招生及录取采用自主招生及自主择优录取方式，报读澳门其他高校并不影响我

校对考生的录取结果。 

 

报名程序 
(14) 如何申请报读学士学位（本科）课程？何时报名及如何缴交报名费？ 

大学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考生可于指定报名期内，自行透过网上报名系统 https：

//oas.must.edu.mo/admission/ 开户及填写报名资料，然后缴交报名费。具体之报名日期请留

意大学网页的最新公布。报名费的缴交详情请浏览大学网站>入读科大>学费及其他缴费>报名

费付款方式。 

 
(15) 考生在网上报名系统开户登记后，如何获得帐户资料？ 

考生透过网上报名系统成功申请网上报名账户后，将会收到「户口资料通知」之电邮，电邮内

可查阅登入用之「使用者名称」及「密码」。 

 
(16) 考生如何确认网上报名申请已完成？ 

所有入学申请，会于完成网上「提交报名申请」及缴妥报名费用后生效，考生可以透过以下途

径查看确认信息（大学不会额外发出电邮通知）： 

 有关「提交申请」：考生完成网上报名系统「重要事项及声明」页面之「提交申请」后，

可查阅网上报名系统左上方「你已提交申请！」之红字确认信息，或可查阅于「网上报名

系统 > 收件箱」内「你已提交入学申请！」之确认信息。 

 有关报名费：考生缴费后须经本大学会计处进行核实。会计处一旦确认费用，网上报名系

统的「下载缴费通知书/上载报名费资料」页面会显示「你已缴交报名费！」之确认信息。 

 
(17) 考生在网上报名系统可填报多少个志愿？ 

每位考生在网上报名系统必须填报 4 个志愿。填报时必须留意相关注意事项及指引。报名截止

后，所填报的志愿不接受更改。 

 

  

http://www.must.edu.mo/cn/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tw/appfees/appfeesmethod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mainland/dates
http://www.must.edu.mo/cn/admission/fee/method
http://www.must.edu.mo/cn/admission/fee/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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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何更改网上报名系统内的个人资料？ 

 入学方式为「直接入学（应届高考生）」的申请人：报名截止后*，申请人无法更改任何个

人资料及志愿。报名期间则可自行登入网上报名系统（OAS）更改填报的资料。 

 入学方式为「直接入学（澳门高校在读生）」的申请人：完成网上报名之提交手续后*，申

请人无法更改任何个人资料及志愿。完成网上提交前则可自行登入网上报名系统（OAS）

更改填报/上载的资料。 

*指定期限后，申请人如要更改个人资料，请填妥「更改个人资料申请表-新生」，连同身份证

明文件及更改个人资料之证明文件（如属更改地址，需提供地址证明以供核实资料）向教务处

提出申请。注意：上述指定期限后，所填报之课程及志愿不接受更改。 

 
(19) 如未获知 14 位高考报名号或准考证号资料，可否先提交网上报名申请? 

可以。如未获知 14 位高考报名号或准考证号，可先完成网上「提交申请」及缴妥报名费，稍

后登入网上报名系统填写高考分数时，再补填该项信息。考生只要确保在报名截止日 2020 年

7 月 30 日晚上 11 时 59 分前完成高考资料之填报便可。报名截止后，不接受任何补填/更改高

考资料。 

 

录取程序 
(20) 考生高考成绩需达多少分才能被录取？ 

 大学综合参考应届高考成绩达省划本科第一批次左右或以上（未划定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

的省份将参考各省提供一段线/自主招生线/高分优先投档线等）等条件，择优录取；录取

分数依当年报考学生的高考成绩、考生志愿顺序、课程收生名额及不同学院或课程的要求

有所不同。 

 报读艺术类学士学位课程的考生，大学综合参考应届省级艺术类专业统考和艺术类文化课

高考成绩同时达省划本科线以上，择优录取。（其中报读表演艺术、影视制作学士学位课

程的考生，同时综合参考专业面试表现作出评估。） 

 报读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的考生，大学参考应届高考成绩达省划本科第一批次以上

（未划定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省份将参考各省提供一段线/自主招生线/高分优先投档

线等），并综合专业面试表现等条件，择优录取。 

详情可查阅招生简章（中国内地居民适用）中有关「录取方式」之说明。 

 
(21) 当第一至第四志愿未被录取时，大学会否考虑录取其他课程？ 

若学生四个志愿都不被录取，已于报名填报志愿时选择愿意服从志愿调配者，大学会綜合評估

考虑将其调配到其他课程。如在报名填报志愿时选择不愿意服从志愿调配者，报名截止后不接

受任何更改。 

 
(22) 若本科不被录取，是否直接入读大学先修班（预科）课程？ 

不是。若学生所有学士学位（本科）课程都不录取，已于报名填报志愿时选择愿意报读大学先

修班（预科）课程者，大学会綜合評估考虑审批其入读大学先修班的资格。如在报名填报志愿

时选择不愿意服从调配者，报名截止后不接受任何更改。 

 
(23) 完成大学先修班（预科）课程后可原校直接升读学士学位（本科）课程吗？是否需要参加

内地高考？ 

大学先修班申请原校升本的学生，如全科合格并获毕业资格，大学校方将考虑以下因素，择优

录取：（一）大学先修班学习期间的各科成绩；（二）入学考试/面试成绩（如適用）；（三）入

读不同学士学位课程的要求及各课程收生名额；及（四）报读志愿之优先次序。内地学生不需

要再参加内地高考。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www.must.edu.mo/cn/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s://www.must.edu.mo/cn/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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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业面试时采用什么语言？ 

面试语言一般按课程之授课语言而定，但最终由有关课程评委决定。 

 

(25) 何时知道录取结果？如何查看录取结果及取得录取通知书等相关文件？ 

考生可于大学网页>入读科大>学士学位>入学申请内查阅「重要日志」得知公布录取结果的日

期/时段，一般于 8 月上旬开始分批网上公布录取结果。 

大学会以电邮或手机短讯通知学生录取的相关信息。考生必须确保报名时填报之电邮地址或

手机号码正确。在收到澳门科技大学通知后，获录取者必须在指定期限内登入网上报名系统确

认接受录取。逾期者将被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确认接受录取后，考生需于「网上报名系统>下载录取文件」页面下载「学费付款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及相关入学资料，获录取者需细阅有关资料，并于「付款通知书」最后付款日

期前缴付相关费用及上载缴费凭证。逾期缴费者将视其放弃入学资格。 

 
(26) 获录取后可否改为注册入读其他课程？ 

不可以。所有录取之新生必须按大学录取通知书所载之课程/专业注册入读。学生注册成为本

大学在读生后，如欲转换修读课程则须参照「学生手册」之最新规定。 

 

(27) 录取时如何得知有否获得奖学金？奖学金应在何时申请？ 

考生报名时不需要就入学奖学金提出申请，大学会根据考生之成绩，如高考成绩，以及奖学金

之名额，择优颁发，并随录取结果公布时一并通知考生。 

获奖学金者，录取通知书会有相关的描述，同时，考生可登入「网上报名系统>公布录取结果」

页面查看，录取状况栏下方会显示「奖学金」的栏位，并会列明所获的奖学金名称；如无获奖，

「奖学金」的栏位会空白或不作显示。 

在读期间，有各种不同的奖/助学金制度，同学可浏览大学网站>行政部门>学生事务处>学生服

务>奖助学金；入读后的奖学金制度可于在读期间向学生事务处查询。 

 

入学须知/报到 
(28) 报到前是否需在内地进行身体检查？ 

不需要。完成入学报到手续后，学生必须按预约时间前往科大医院进行入学体格检查以说明

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入读本大学。 

 
(29) 内地新生来澳读书如何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抵澳后是否需要办理「逗留的特别许

可」？哪里可以获得相关信息？ 

所有內地生必须按照要求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往来澳门签注（逗留 D）。內地新生凭澳门高

等教育局发出的「确认录取证明书」及澳门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连同身份证及户口本

等文件直接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入境部门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逗留 D）。 

新生于完成入学报到手续后，将由本大学学生事务处于指定日期带领新生前往澳门治安警察

局居留及逗留事务厅办理临时逗留手续 -「逗留的特别许可」；「逗留的特别许可」之详情可浏

览澳门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务厅网页 http://www.fsm.gov.mo/。有关办理「往来港澳通行

证」及签注之详情，亦可查阅随录取通知书发出的「新生手册」。 

 
(30) 未能于大学指定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可否申请延迟注册？ 

可以。录取新生缴妥学费后，须于大学指定首天报到的日期前填妥「延迟报到申请表」，连同

所需文件向教务处提出申请。逾期申请者须缴付行政手续费。详情请查阅随录取通知书发出的

「新生手册」及申请表格所载的注意事项。 

 

  

http://www.must.edu.mo/cn/admission/undergraduate/mainland/dates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www.must.edu.mo/student-affairs-office-tw/student-services/scholarships/qualification
http://www.must.edu.mo/student-affairs-office-tw/student-services/scholarships/qualification
http://www.fsm.gov.mo/
http://www.must.edu.mo/cn/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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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录取后如因事需要延迟一年入学，可否申请延期入学？ 

可以。录取新生因健康理由或特殊情况未能于当学年入学，可于注册期前提出申请延至下一学

年 9 月份入学。申请人须填妥「延期入学申请表」，连同所需文件向教务处提出申请。详情请

查阅随录取通知书发出的「新生手册」及申请表格所载的注意事项。 

 
(32) 內地生预计每年的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费是多少？ 

內地生每学年的学费一般约为港币 8.6-11.5 万元（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的学费约为港币

19.5 万元），宿舍费用约为港币 3-3.5 万元，生活费约为港币 4 万元，合共约为港币 15.6-27 万

元。学费及住宿费的详情可分别浏览大学网站>入读科大>学费及其他缴费内的「先修班及学士

学位收费标准」及「学生宿舍收费标准」，以及留意大学的最新公布为准。 

 
(33) 內地生是否需要入住学生宿舍？ 

一般情况下，內地新生第一年必须入住学生宿舍。宿舍详情可查阅大学网站>入读科大>学士学

位>校园生活>宿舍。如要进一步查询，可与学生事务处联络（电话：+853 8897-2277，电邮：

sa@must.edu.mo）。 

 
(34) 已缴学费的新生未能如期高中毕业，可否申请退回已缴的学费？ 

可以。申请人须于大学指定首天报到的日期前两星期填妥「取消入学申请表」（请联络教务处

索取），连同所需文件向教务处提出申请。逾期恕不受理。详情请查阅随录取通知书发出的「新

生手册」及申请表格所载的注意事项。 

 

查询 
(35) 澳门科技大学有哪些查询及联络方式？ 

总机：（+853）2888-1122 地址：澳门氹仔伟龙马路 

传真：（+853） 2888-0022/2882-5777 网址：http://www.must.edu.mo  

 
查询电邮：admission@must.edu.mo / ar.newstu@must.edu.mo  

    电话：（+853） 8897-2221 / 8897-2228  

 
办公时间：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九时至下午一时及下午二时半至六时廿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查询时，若已在网上报名系统开设帐户，请于查询内容中提供申请人姓名及网上报名系统之用

户名称（B20XXXXX） / 申请编号（格式为 2009APXX-XXXXX），以便跟进。 

 
【为减少人群聚集，呼吁学生尽量以电邮方式递交申请或查询。如需要亲身办理，应先行与相关部门

电邮或电话预约以减少轮候时间。】 

http://www.must.edu.mo/cn/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www.must.edu.mo/cn/admission/fee/method
http://www.must.edu.mo/cn/facilities/dorm
http://www.must.edu.mo/cn/facilities/dorm
mailto:sa@must.edu.mo
http://www.must.edu.mo/
mailto:admission@must.edu.mo
mailto:ar.newstu@must.edu.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