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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學士學位（本科）課程常見問題 

 
本問題集不適用於內地生，內地生請另見內地生專用問題集。  

 

報讀資格 
(1) 持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的高三應屆畢業生，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報讀學士學位課程？ 

視乎學生具備的條件，可以透過「筆試入學」或「直接入學」方式報讀： 

1) 凡符合以下任何一項資格均可透過「筆試入學」方式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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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1 日已年滿 23 歲或以上。 

2) 凡符合以下任何一項資格均可透過「直接入學」方式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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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報讀資格的詳情，可查閱「入學規則及須知（澳門、港台及國際生適用）」內「報名途徑」

的相關內容。 

 
(2) 持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現正在內地就讀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報讀學士學位課

程？ 

可以透過「直接入學」方式報讀。有關報讀資格的詳情，可查閱「入學規則及須知（澳門、港台

及國際生適用）」內「報名途徑」的相關內容。 

 
(3) 持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的高三應屆畢業生，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報讀學士學位課程？ 

可以透過「直接入學」方式報讀。有關直接入學的報讀資格詳情，可查閱「入學規則及須知（澳

門、港台及國際生適用）」內「報名途徑」的相關內容。 

 
(4) 持有副學士學位課程畢業證書的學生，可以透過甚麼途徑報讀學士學位課程？ 

可以透過「直接入學」方式報讀。有關直接入學的報讀資格詳情，可查閱「入學規則及須知（澳

門、港台及國際生適用）」內「報名途徑」的相關內容。 

 
(5) 患有色盲或色弱人士是否在報讀課程上有所限制？ 

是。根據課程的入讀要求，色盲或色弱的學生不能入讀中醫學、生物醫學、中藥學、藝術學－藝

術設計、數字媒體藝術、影視製作、表演藝術、內外全科醫學、食品與營養科學及藥學學士學位

課程。色盲的學生也不能入讀理學學士學位課程。而色盲或色弱須由專業的眼科醫生進行檢測判

斷。 

 

報名程序 
(6) 如何申請報讀學士學位（本科）課程？何時報名及如何繳交報名費？ 

澳門科技大學採用網上報名方式，學生可於指定報名期內，自行透過本大學網上報名系統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開戶及填寫報名資料，並按要求上載所需文件，然後繳交報名

費。具體之報名日期請留意大學最新公佈。報名費的繳交詳情可瀏覽大學網站>入讀科大>學費及

其他繳費>報名費付款方式。 

 
(7) 報名時，除繳交報名費外，還需要額外繳交考試費用嗎？ 

不需要。 

 

https://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mainland/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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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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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更改網上報名系統內的個人資料？ 

 入學方式爲「直接入學」或「直接入學（澳門高校在讀生）」的申請人：完成網上報名之提

交手續後*，申請人無法自行更改任何個人資料及志願。完成網上提交前則可自行登入網上

報名系統（OAS）更改填寫/上載的資料。 

 其他入學途徑之申請人：報名截止後*，申請人無法自行更改任何個人資料及志願。報名期

間則可自行登入 OAS 更改填寫/上載的資料。 

*指定期限後，申請人如要更改個人資料，請填妥「更改個人資料申請表-新生」，連同身份證明

文件副本（正本備查）及更改個人資料之證明文件（如屬更改地址，需提供地址證明以供核實資

料）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注意：上述指定期限後，所填報之課程及志願不接受更改。 

 

入學考試 
(9) 持有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在內地或香港高中畢業的學生可否報讀澳門科技大學？  

可以。持有效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學生可以澳門居民之身份報名。 

 
(10) 筆試入學方式報讀之學生可否申請豁免參加入學考試？  

可以。學生如符合本大學豁免（中文、英文或數學科）入學考試的申請資格，可在指定報名期內

完成網上報名手續，並自行向教務處提出有關豁免入學考試的申請，申請人須填妥「豁免入學考

試申請表」，連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正本備查）及相關學歷證明文件副本（正本備查）。詳情

請查閱「入學規則及須知（澳門、港台及國際生適用）」內「豁免入學考試」的相關內容及申請

表格所載的注意事項。 

 
(11) 筆試入學方式報讀之學生無法參加入學考試，學生可否申請補考？ 

可以。根據大學規定，學生因病或因事未能出席考試，可向大學申請補考。申請人須於考試後的

一周內，填妥「補考入學試申請表」，連同身份證副本（正本備查）、缺考原因之證明文件（如

醫療證明）及申請費用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大學將視乎情況作出審批。詳情請查閱申請表格所載

的注意事項。 

 

錄取程序 
(12) 當第一至第四志願未被錄取時，大學會否考慮錄取其他課程？ 

若學生四個志願都不被錄取，已於報名填報志願時選擇願意服從志願調配者，大學會綜合評估考

慮將其調配到其他課程。 

 
(13) 若本科不被錄取，是否直接入讀大學先修班（預科）課程？ 

不是。若學生所有學士學位（本科）課程都不錄取，已於報名填報志願時選擇願意報讀大學先修

班（預科）課程者，大學會綜合考慮審批其入讀大學先修班的資格。 

 
(14) 何時知道錄取結果？如何查看錄取結果？ 

學生可於大學網頁>入讀科大>學士學位>入學申請內查閱所屬類別之「重要日誌」得知公佈錄取

結果的日期/時段。大學會以電郵或手機短訊通知學生錄取的相關資訊，學生必須確保報名時填

報之電郵地址或手機號碼正確。在收到澳門科技大學通知後，學生可登入「網上報名系統>公佈

錄取結果」頁面查閱錄取結果。學生須留意部份電郵/手機短訊可能在傳送過程中出現問題，以

致學生未能收到有關入學的通知或相關資訊。為此，學生應定期登入大學的網上報名系統或查閱

大學網頁。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www.must.edu.mo/cn/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www.must.edu.mo/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www.must.edu.mo/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www.must.edu.mo/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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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收到錄取通知後，如何取得錄取通知書及相關文件？ 

獲錄取學生*可於收到大學的電郵或手機短訊通知後自行登入網上報名系統之「下載錄取文件」

頁面查閱及下載「錄取通知書」、「學費付款通知書」及相關入學資料。大學不會透過郵寄方式發

出書面通知。 

*「本地中學保薦生」則經由電郵接收「錄取通知書」、「學費付款通知書」及相關入學資料。 

 
(16) 錄取時如何得知有否獲得獎學金？獎學金應在何時申請？ 

學生報名時不需要就入學獎學金提出申請，大學會根據學生之成績，如入學試成績，以及獎學金

之名額，擇優頒發，並隨錄取結果公佈時一併通知學生。 

獲獎學金者，錄取通知書會有相關的描述，同時，學生可登入「網上報名系統>公佈錄取結果」

頁面查看，錄取狀況欄下方會顯示「獎學金」的欄位，並會列明所獲的獎學金名稱；如無獲獎，

「獎學金」的欄位會空白或不作顯示。 

在讀期間，有各種不同的獎學金制度，同學可瀏覽大學網站>行政部門>學生事務處>學生服務>

獎助學金；入讀後的獎學金制度可於在讀期間向學生事務處查詢。 

 

入學須知/報到 
(17) 非本地生來澳讀書是否需要辦理「逗留的特別許可」？哪裡可以獲得相關資訊？ 

需要，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之規定，所有非持澳門居民身份證之學生留澳讀書，必須向「澳

門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辦理臨時居留手續 -「逗留的特別許可」。詳情請瀏覽澳門治

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網頁 http://www.fsm.gov.mo/。錄取後亦可查閱隨錄取通知書發出的

「新生手冊」。 

 
(18) 未能於大學指定日期辦理註冊手續，可否申請延遲報到註冊？ 

可以。申請人繳妥學費後，須於大學指定首天報到的日期前填妥「延遲報到申請表」，連同所需

文件向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須繳付行政手續費。詳情請查閱隨錄取通知書發出的「新生

手冊」及申請表格所載的注意事項。 

 
(19) 錄取後如因事需要延遲一年入學，可否申請延期入學？ 

可以。錄取學生因健康理由或特殊情況未能於當學年入學，可於註冊期前提出申請延至下一學年

9 月份入學。申請人須填妥「延期入學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向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繳交學

費者需先繳付罰款或向大學申請保留學額。詳情請查閱隨錄取通知書發出的「新生手冊」及申請

表格所載的注意事項。 

 
(20) 非本地生預計每年的學費、住宿費及生活費是多少？ 

非本地生每學年的學費約為港幣 8.6-11.5 萬元（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的學費約為港幣 19.5

萬元），宿舍費用約為港幣 3-3.5 萬元，生活費約為港幣 4 萬元，合共約為港幣 15.6-27 萬元。學

費及住宿費的詳情可分別瀏覽大學網站>入讀科大>學費及其他繳費內的「先修班及學士學位收費

標準」及「學生宿舍收費」，以及留意以大學的最新公佈為準。 

 
(21) 非本地生是否需要入住學生宿舍？ 

一般情況下，非本地本科/先修班學生第一年必須入住本大學學生宿舍。宿舍詳情可查閱大學網

站>入讀科大>學士學位>校園生活>宿舍。如要進一步查詢，可與學生事務處聯絡（電話：+853 

8897-2277，電郵：sa@must.edu.mo）。 

 
(22) 學分轉移何時接受申請？需要甚麼手續？  

學生可於開學前向所屬學院透過申請學分轉移，將在其他認可之大學、專上學院修讀與本大學同

等之高等教育課程所取得的學分轉入本大學。詳情請查閱「入學規則及須知（澳門、港台及國際

生適用）」內「學分轉移」的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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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www.must.edu.mo/registry/current/forms#prospective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tw/appfees/appfeesmethod
http://www.must.edu.mo/facilities-tw/dorm
http://www.must.edu.mo/facilities-tw/dorm
mailto:sa@must.edu.mo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http://www.must.edu.mo/admission/undergraduate/general/guidelines/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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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已繳學費的新生未能如期高中畢業，可否申請退回已繳的學費？ 

可以。申請人須於大學指定首天報到的日期前兩星期填妥「取消入學申請表」（請聯絡教務處索

取），連同所需文件向教務處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詳情請查閱隨錄取通知書發出的「新生

手冊」及申請表格所載的注意事項。 

 

本澳中學保薦生 
(24) 逾期報名之保薦生可否在公開招生時遞交入學申請？ 

逾期報名視作放棄保薦生報讀資格，但學生可以於公開招生的指定報名期內以筆試入學的途徑報

名。具體之報名日期請留意大學最新公佈。 

  
(25) 保薦生需要繳交報名費嗎？ 

不需要。 

 
(26) 保薦生何時進行面試，需作什麼準備？ 

保薦生面試一般於報名截止後第四週的週末進行。面試一般為答問形式，需按考官指示以英語或

普通話回答提問；報讀藝術學-藝術設計學士學位課程之學生需同時參加美術考試，報讀表演藝

術學士學位課程之學生需參加表演面試。面試前一星期，大學會發出電郵或短訊通知學生自行登

入網上報名系統下載及列印「保薦生面試通知書」。學生須攜帶通知書上所述的文件/用具，按

時親臨面試。 

 
(27) 保薦生面試後是否需要參加入學考試？ 

需要。保薦生*必須參加（聯考）中文、英文及數學科之筆試；但學生若符合豁免入學考試的申

請資格，可於指定報名期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詳情請查閱「入學規則及須知（澳門、港台及國

際生適用）」內「豁免入學考試」的相關內容。 

i. 面試後獲錄取者，筆試成績將作為入讀大學後的分班依據。 

ii. 面試後未獲錄取者，大學會綜合筆試成績進行錄取的審批。 

*不適用於獲錄取內外全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之保薦生。 

 

查詢 
(28) 澳門科技大學有哪些查詢及聯絡方式？ 

 總機：（+853） 2888-1122             地址：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網址：http://www.must.edu.mo  

 
 查詢電郵：admission@must.edu.mo / ar.newstu@must.edu.mo 

電話：（+853）8897-2221 / 8897-2228  

 辦公時間：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九時至下午一時及下午二時半至六時廿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查詢時，若已在網上報名系統開設帳戶，請於查詢內容中提供學生姓名及網上報名系統之使用者

名稱（B20XXXXX） / 申請編號（格式為 2009APXX-XXXXX），以便跟進。 
 

【為減少人群聚集，呼籲學生盡量以電郵方式遞交申請或查詢。如需要親身辦理，應先行與相關部門電

郵或電話預約以減少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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