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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入學須知列出除招生簡章外的其他補充信息，請於報名前詳細閱讀。報名前，

請先確定入學方式，並準備好相關報名文件後，再登入網上報名系統提交網上報名申

請。 

 

本大學從未與任何機構/中介人合作進行招生，所有申請人應自行在本大學網上報

名系統登記及提交報名申請。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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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名須知 

1. 報名程序 

(1) 申請人須於指定的報名截止日期前，登入本大學網上報名系統: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完成所有報名程序，包括:填寫報名資料、

上載報名文件、及繳交報名費用(符合資格的保薦入學及推免入學申請人豁免報名費)。 

(2) 申請人須於網上報名系統上載所需的報名文件，如申請人缺交其中任何必要之報名文

件，將導致未能通過首輪初審。 

(3) 報名系統會於報名最後截止日期(2020年 3月 5日)當天下午六時正(北京時區)關閉，

報名系統關閉後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報讀申請。 

(4) 申請人於網上報名系統註冊開戶時，必須以有效的身份證件登記。如申請人分別持有

不同國家/地區的身份證件，於報名時，相關申請人應考慮其用於登記開戶之身份證

件於就讀期間是否可長期有效。請注意: 內地居民必須以內地居民身份證登記開戶，

如錯以護照或通行證號碼登記，其報名資料將不獲認可，並以初審不通過處理，已繳

的報名費將不獲退還或轉讓。 

(5) 博士學位課程申請人及中醫藥學院碩士學位課程申請人於報名時，需填寫擬選擇的論

文指導老師，並上載指定格式的《研究計劃》，因此，相關申請人應於報名前先詳細

了解所報讀學院的導師資料並及早準備《研究計劃》。博士學位課程及中醫藥學院碩

士學位課程之導師名單可於相關學院/研究所網頁內查看。 

(6) 報讀理學博士、先進網絡博士、人工智能博士、中醫學博士、中藥學博士、中西醫結

合博士、藥學博士、美術學博士、設計學博士、傳播學博士、電影管理博士、建築學

博士學位課程，以及報讀中醫學碩士、中藥學碩士、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碩士學位課

程之申請人，請於報名前先自行聯繫擬選擇的論文指導老師。 

 

2. 簽證及逗留 

(1)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例規定，於澳門修讀高等院校課程的外地學生必須確保可持

有合法證件及簽證入境澳門，並須於入學後到澳門出入境事務廳辦理澳門「逗留的

特別許可」手續。非本地居民必須自行了解所持有之身份證件是否符合非本地學生

在澳門逗留之有關澳門法律規定，詳情請瀏覽澳門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網頁。

(內地居民於入學時必須以「逗留 D」簽注註冊入學。) 

(2) 非本地居民如於在讀期間因留澳身份有所變更以致影響學業，學生須自行負責。 

 

3. 取消報讀/入學資格 

如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本大學有權取消申請人的錄取及入學資格: 

(1) 所提交的報名文件及資料不真實或造假 

(2) 報名時已知悉無法於 2020年 9月前畢業、或入學時未能取得所需學歷學位者 

(3) 入學時未能提供相關學歷學位的指定認證文件 (內地生適用) 

(4) 入學時未能取得合法的入境簽證 (內地居民應以「逗留 D」簽注註冊入學) 

(5) 因考試作弊、違反學術道德或有損大學聲譽等經大學決定取消入學資格的其他情況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https://www.must.edu.mo/sgs/programs/doctoral
https://www.must.edu.mo/fi/ad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i/ad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i/ad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c/staff/super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c/staff/super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c/staff/super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c/staff/supervisors
https://www.must.edu.mo/sp/programme/doctoral/ad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a/supervisor/page3
https://www.must.edu.mo/fa/supervisor/page2
https://www.must.edu.mo/fa/supervisor/page1
https://www.must.edu.mo/fa/supervisor/page4
https://www.must.edu.mo/fa/supervisor/page5
https://www.must.edu.mo/fa/supervisor/page5
https://www.must.edu.mo/fc/staff/super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c/staff/supervisors
https://www.must.edu.mo/fc/staff/supervisors
http://www.fsm.gov.mo/psp/cht/psp_top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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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學方式 

推免入學  

類別 資格 報名日期 筆試 面試 備註 

報讀碩士 符合內地推免生資格的優秀應

屆本科畢業生，詳情請瀏覽大

學網頁: 入讀科大>碩士及博

士學位>推免入學 

2019年 10月

9~25日 

(已截止) 

豁免筆試 需要

面試 

(1) 免報名費 

(2) 不佔用內地

推免生名額 

本科直博 豁免筆試 需要

面試 

(1) 免報名費 

(2) 佔用內地推

免生名額 

備註: 報名須提交之文件列表請參閱本須知「報名文件」的部份，內地推免生另需把已由就讀院校蓋章之《推

免生入學申請表》原件郵寄至本大學研究生院，否則將以不符合推免資格處理。 

 

保薦入學 

類別 資格 報名日期 筆試 面試 備註 

報讀碩士 由本大學各學院推薦、或與本

大學已簽署合作協議的院校所

推薦之優秀應屆本科畢業生，

詳情請瀏覽大學網頁: 入讀科

大>碩士及博士學位>保薦入學 

2019年 10月

9日至 11月

15日 

(已截止) 

豁免筆試 需要

面試 

(1) 免報名費 

(2) 申請人須自

行向所屬院

校申請保薦

資格 

備註: 報名須提交之文件列表請參閱本須知「報名文件」的部份，保薦生另需自行到所就讀學院/合作院校相關

部門申請保薦資格，所屬學院/合作院校將直接把符合資格的保薦名單寄送至本大學研究生院。 

 

考試入學 

類別 資格 報名日期 筆試 面試 備註 

報讀碩士 (1) 應屆或往屆本科畢業生 

(2) 符合相關課程報讀要求 

2019年10月

9日至 2020

年 3月 5日 

按需要參加

筆試，詳情

請查閱《入

學考試指

引》 

需要

面試 

需要繳交報名

費 

報讀博士 (1) 應屆或往屆碩士畢業生 

(2) 符合相關課程報讀要求 

需要

面試 

備註: 報名須提交之文件列表請參閱本須知「報名文件」的部份。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priority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priority
https://www.must.edu.mo/images/Graduate_Studies/Admission/A018-01-APPLICATION-FOR-PRIORITY-ADMISSION.pdf
https://www.must.edu.mo/images/Graduate_Studies/Admission/A018-01-APPLICATION-FOR-PRIORITY-ADMISSION.pdf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recommend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recommend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admission-examination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admission-examination
https://www.must.edu.mo/sgs/admission/admission-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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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文件 

 

碩士申請人須上載的報名文件: 

序號 報名文件 相關要求 

1 身份證明文件 

 澳門居民、內地居民、香港居民請上載身份證正反面  

 臺灣居民請上載身份證正反面、以及護照個人資料頁  

 海外戶籍申請人請上載護照個人資料頁 

2 學士學位證書/畢業證書 1、2 

 應屆畢業生如未獲發畢業證書，請上載由就讀學校蓋

章的「在學證明信」代替，內地院校在讀生可提交學

信網打印的《教育部學籍在線驗證報告》 (澳門科技

大學在讀學生無須上載在學證明) 

 如為專升本學歷，須同時填寫專科學歷資料及上載專

科畢業證書 

3 
學士學位/學歷認證文件(內地

申請人適用) 

 內地院校畢業者，請提供學信網打印的《教育部學歷

證書電子註冊備案表》 

 香港、澳門或海外院校畢業者，請提供教育部留學服

務中心出具的《學歷學位認證書》 

 仍在讀者可於入學註冊時補交 

 本校畢業生豁免提交 

4 學士總成績單 1 

 總成績單必須有就讀學校蓋章方為有效，如成績單包

含成績等級對照資料，請同時上載相關頁面 

 本校應屆本科畢業生，只需上載由網上選科系統下載

的電子成績單 (須包含學生姓名及所有學期科目成績) 

 如為專升本學歷，須同時上載專科總成績單  

5 推薦信 

 至少一封 (保薦入學申請人可豁免提交)  

 推薦人應(曾)為申請人授課老師或工作主管，或與申請

人認識的社會專業人士  

 可選擇於網上報名系統中邀請推薦人填寫在線推薦表 

6 個人彩色證件照 

 尺寸:身份證或護照樣式尺寸，解析度不可低於 200dpi 

 底色:底色無要求 

 要求:免冠、正面半身大頭照，於最近六個月內拍攝 

7 工作證明信 

 報讀工商管理、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者適用 

 必須提交由工作單位蓋章之工作證明信，不接受員工

卡、錄用證明等。 

 

其他可選擇性上載的輔助文件包括: 英語能力證明、公開考試證明、資格證書或其他輔助文件 3。

中醫藥學院碩士申請人另需提交一份研究計劃。 

備註： 

1. 學歷文件之語言必須為中文或英文，其他語言之文件(包括葡萄牙文)，需提供正規翻譯公司出具的中文或英

文翻譯版本。 

2. 所有前置學歷(本科學歷/學士學位)須為中國教育部或澳門特區政府認可之學歷。內地考生一旦被錄取後，

於入學註冊時需提交前置學歷認證文件，例如由學信網發出之《教育部學歷證書電子註冊備案表》，或由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國外學歷/學位認證書》。 

3. 報讀設計學、美術學碩士學位課程的申請人，於面試時需要向面試委員展示個人設計作品。 

4. 每一個上載的報名文件電子檔案不可大於 2MB，上載的檔案只接受 PDF格式（個人照只接受 JPG格式），

如一份文件有多於一頁，請全部掃瞄合併成一個 PDF檔案後再上載。 

5. 研究生院有權要求申請人出示上述文件的原件核查，或要求申請人提供任何其他輔助文件。  

https://www.chsi.com.cn/xlcx/bgys.jsp
https://www.chsi.com.cn/xlcx/bgys.jsp
https://www.chsi.com.cn/xlcx/bgys.jsp
http://zwfw.cscse.edu.cn/
https://coes-stud.must.edu.mo/coes/login.do
https://www.must.edu.mo/images/Graduate_Studies/Admission/MasterResearchPropos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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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申請人須上載的報名文件: 

序號 報名文件 相關要求 

1 身份證明文件 

 澳門居民、內地居民、香港居民請上載身份證正反面  

 臺灣居民請上載身份證正反面、以及護照個人資料頁  

 海外戶籍申請人請上載護照個人資料頁 

2 碩士學位證書 1、2 

 應屆畢業生如未獲發畢業證書，請上載由就讀學校蓋

章的「在學證明信」代替，內地院校在讀生可提交學

信網打印的《教育部學籍在線驗證報告》 (澳門科技

大學在讀學生無須上載在學證明) 

3 
碩士學位/學歷認證文件(內地

申請人適用) 

 內地院校畢業者，請提供學信網打印的《教育部學歷

證書電子註冊備案表》 

 香港、澳門或海外院校畢業者，請提供教育部留學服

務中心出具的《學歷學位認證書》 

 仍在讀者可於入學註冊時補交; 本校畢業生豁免提交 

4 碩士總成績單 1 

 總成績單必須有就讀學校蓋章方為有效，如成績單包

含成績等級對照資料，請同時上載相關頁面 

 本校應屆碩士畢業生，只需上載由網上選科系統下載

的電子成績單 (須包含學生姓名及所有學期科目成績) 

5 學士學位證書/畢業證書 1、2 
 如為專升本學歷，須同時填寫專科學歷資料及上載專

科畢業證書 

6 學士總成績單 1 

 總成績單必須有就讀學校蓋章方為有效，如成績單包

含成績等級對照資料，請同時上載相關頁面 

 如為專升本學歷，須同時上載專科總成績單  

7 博士研究計劃 
 2000~3000字 (中英文撰寫均可) 

 內容要求可於研究生院網站下載 

8 推薦信 

 至少兩封  

 推薦人應(曾)為申請人授課老師或工作主管，或與申請

人認識的社會專業人士  

 可選擇於網上報名系統中邀請推薦人填寫在線推薦表 

9 個人彩色證件照 

 尺寸:身份證或護照樣式尺寸，解析度不可低於 200dpi  

 底色:底色無要求 

 要求:免冠、正面半身大頭照，於最近六個月內拍攝 

10 工作證明信 

 報讀工商管理博士、電影管理博士學位課程者適用 

 必須提交由工作單位蓋章之工作證明信，不接受員工

卡、錄用證明等。 

其他可選擇性上載的輔助文件包括: 英語能力證明、公開考試證明、資格證書或其他輔助文件 3。 

備註： 

1. 學歷文件之語言必須為中文或英文，其他語言之文件(包括葡萄牙文)，需提供正規翻譯公司出具的中文或

英文翻譯版本。 

2. 所有前置學歷(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須為中國教育部或澳門特區政府認可之學歷。內地考生一旦被錄取

後，於入學註冊時另需提交前置學歷認證文件，例如由學信網發出之《教育部學歷證書電子註冊備案表》，

或由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國外學歷/學位認證書》。 

3. 報讀設計學、美術學博士學位課程的申請人，於面試時需要向面試委員展示個人設計作品。 

4. 每一個上載的報名文件電子檔案不可大於 2MB，上載的檔案只接受 PDF格式（個人照只接受 JPG格式），

如一份文件有多於一頁，請全部掃瞄合併成一個 PDF檔案後再上載。 

5. 研究生院有權要求申請人出示上述文件的原件核查，或要求申請人提供任何其他輔助文件。  

https://www.chsi.com.cn/xlcx/bgys.jsp
https://www.chsi.com.cn/xlcx/bgys.jsp
https://www.chsi.com.cn/xlcx/bgys.jsp
http://zwfw.cscse.edu.cn/
https://coes-stud.must.edu.mo/coes/login.do
https://www.must.edu.mo/images/GSO/files/研究計劃申請博士研究生適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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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宿舍 

大學為部份非本地學生提供校外宿舍，申請人獲錄取後，可於網上報名系統申請宿舍。

由於研究生的宿位有限，宿舍是按交學費及宿費的順序進行分配，如最終不獲分配宿舍，相

關新生需自行於入學註冊前處理在澳門的住宿安排。 

有關本大學校外宿舍費用詳情，請參閱大學網頁: 入讀科大>學費及其他繳費>學生宿舍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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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查詢 

報名查詢：研究生院 

地址: 澳門科技大學 O座五樓 O507室 

電話：(853) 88972262    電郵：sgsad@must.edu.mo  

 

繳費查詢：會計處 

地址: 澳門科技大學 N座一樓 N109a室 

電話：(853) 88972298    電郵：accountsnew@must.edu.mo  

 

課程查詢，請聯絡有關學院: 

學院 電話 電郵: 

商學院 
www.must.edu.mo/msb  

(853) 8897 2162 / 8897 1723  msb_inquiry@must.edu.mo 

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 
www.must.edu.mo/fhtm  

(853) 8897 2381/ 8897 2382 

 

FHTM_inquiry@must.edu.mo 

人文藝術學院 
www.must.edu.mo/fa  

傳播學碩士/博士: 

(853) 8897 2945  

設計學碩士/博士： 

(853) 8897 2345  

美術學碩士/博士： 

(853) 8897 1917 

電影管理碩士/博士、電影製作碩士： 

(853) 8897 2973  

建築學碩士/博士 

(853) 8897 3313  

 

fa_inquiry@must.edu.mo 

 

g_design@must.edu.mo 

 

g_arts@must.edu.mo 

 

af@must.edu.mo 

 

g_act@must.edu.mo 

法學院 
www.must.edu.mo/fl  

(853) 8897 1995 (博士) 

(853) 8897 2358 (碩士) 

fl_md@must.edu.mo 

國際學院 
www.must.edu.mo/uic  

(853) 8897 2976 

 

uic_enquiry@must.edu.mo 

 

資訊科技學院 
www.must.edu.mo/fi  

(853) 8897 2240 fi@must.edu.mo 

 

中醫藥學院 
www.must.edu.mo/fc  

(853) 8897 2421 

 

fc_md@must.edu.mo 

醫學院 

www.must.edu.mo/fmd  

(853) 8897 2415 

 

fmd_inquiry@must.edu.mo 

 

藥學院 
www.must.edu.mo/sp  

(853) 8897 2181 

 

sp@must.edu.mo 

 

研究院所 電話 電郵: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 
www.must.edu.mo/iscr  

(853) 8897 2124 

 

iscr@must.edu.mo 

 

太空科學研究所 
www.must.edu.mo/ssi  

(853) 8897 2065 

 

ssipub@must.edu.mo 

澳門系統工程研究所 
www.must.edu.mo/mise  

(853) 8897 1758 

 

mise_enquiry@must.edu.mo 

mailto:sgsad@must.edu.mo
mailto:accountsnew@must.edu.mo
http://www.must.edu.mo/msb
http://www.must.edu.mo/fhtm
http://www.must.edu.mo/fa
http://www.must.edu.mo/fl
http://www.must.edu.mo/uic
http://www.must.edu.mo/fi
http://www.must.edu.mo/fc
http://www.must.edu.mo/fmd
http://www.must.edu.mo/sp
http://www.must.edu.mo/iscr
http://www.must.edu.mo/ssi
http://www.must.edu.m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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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環境研究院 
www.must.edu.mo/meri  

(853) 8897 1758  

 

meri_enquiry@must.edu.mo 

可持續發展研究所 
www.must.edu.mo/tisd  

(853) 8897 1972  

 

isd@must.edu.mo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00 ~ 13:00，14:30 ~ 18:20  星期六、日及澳門公眾假期休息 

※大學保留修訂及闡釋本須知內容的權利，所有資料以最新公佈為準。如有糾紛，大學擁有最終仲裁權利。※ 

http://www.must.edu.mo/meri
http://www.must.edu.mo/ti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