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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建校于 2000年，发展迅速，已成为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

型大学，也是海峡两岸暨港澳二十强大学。大学秉持“意诚格物”之校

训，不断创新，培育人才，大学拥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

提供数十个学位课程供各类学员选择修读，授课语言以英语为主，部分

课程以中、葡或西班牙语授课。目前各类在校生逾一万六千人，其中博

士及硕士研究生 6000多人 1。

注 1:在读生人数计算截至 2021年 9月止。

大学简介

澳科大近年来在多个领域均有发表权威性文章，大学多位教授学者以第

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 Medicine”、“Nature 

Astronomy”、“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

过去一年，在中医药抗疫领域，澳门科技大学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共发文 23篇，占全球发表数量的 41.8%，其中影响因子 5.0以上

期刊论文有 12篇，表明大学的发文质量较高，为全球抗疫做贡献。

学术研究 贡献社会
大学重视用技术提升校园服务的品质和效率，不仅有全面覆盖校园的高

速WiFi网络，更有WeMust智慧校园平台提供的各类便捷服务：在课

室，学生可以在 APP一键签到；在图书馆，学生可以用 APP扫码借书；

在宿舍，学生可以用APP订餐；在餐厅，学生可以用APP扫码支付等等。

即使不在校园里，学生可以在 APP上提交各类申请和支付有关费用，

可以在 APP报名参加各类活动，可以在 APP进行各类问题的咨询……

智慧校园服务，全天候，无处不在。

智慧校园 全面支援

2017 年，澳科大在澳门率先通过了国际权威机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

证局院校素质核证（QAA），获得专家组的赞扬及肯定。表明大学的高

等教育素质保证制度、措施和成效已经达到国际水平。 

国际认证 优质教育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2020

2011年起，大学已连续十年位列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两岸四地大学

排名”百强，2020年位列第 17位，澳门地区排名第 1位。2020年，

大学首次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2021年及

2022年位列第 251-300名，连续 3年稳居世界前 300。

另外，大学亦于亚洲大学排名 2021位列第 32位，世界年轻大学排名

2021位列第 32位，均为澳门地区排名第一。

世界大学排名
2020-2022

亚洲大学排名

世界年轻大学排名
2021



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为发展优质教育和卓越研究提供了坚实保障。大学拥

有学识渊博、造诣精湛、经验丰富的教研团队。现有讲座教授、教授、

特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达数百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

院院士、世界高被引科学家等顶尖学者。

贤才汇聚 卓越同行

重要日志
申请方式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2020

推免入学 保荐入学 普通入学
（第1期）

普通入学
（第2期）

报名期 07~27/
10/2021

07~27/
10/2021

07/10/2021
~

27/01/2022

28/01/2022
~

07/03/2022

考试期 报名后分批次公布遴选结果及考试安排

录取期 考试后分批次公布录取结果

申请方式 申请人类别

推免入学
全国高校统一推免生   

 硕士推免生    本科直博生

保荐入学
 本校各院所推荐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与本校合作的院校所推荐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可豁免入学笔试

普通入学 非推免或保荐生，参加本校自主考试。

有关申请方式之详情，请浏览本大学网站：入读科大 >硕士及博士学位 >申请方式。

申请前

申请流程

申请后1   确定报读课程
请浏览大学网站入学申请相关信息，并根据报读意向查看课程学习
计划。

2   联系意向导师
以下课程申请人请于提交申请前先联系意向导师:
博士: 理学、先进网络、人工智能、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
药学、美术学、设计学、传播学、电影管理、建筑学、地球与行星
科学、智能科学与系统。
硕士: 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3   准备申请文件
提交网上申请时需上载以下文件，请提前准备:
身份证件、学历证书及成绩单、邀请推荐人填写网
上推荐表（请预先联系好相关推荐人）、研究计划等。

4   提交网上申请
请按指引填写报名资料及上载报名文件，并于截止日期前提交
网申。

5   缴纳报名费用
报名费可透过网上报名系统以电子方式支付。
推免入学/保荐入学申请人：初审通过后可获豁免报名费。
普通入学申请人：澳门居民为澳门币500元，非澳门居民为港币500元。

1   查阅初审结果
申请将由研究生院进行资料完整性审核，如果审核不通过，将
有一次补充提交文件并重新审核的机会，倘若重审仍不通过，
则不可进入院所遴选阶段。

2   查阅遴选结果
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其申请资料将被转交至报读的学院/研究
所进行遴选，获得遴选者方可参加入学考试。

3   参加入学考试
每一名申请人的入学考试安排均有所不同，所有安排将透过网上
报名系统公布。

4   查阅录取结果
大学将于考试后分批次公布录取结果（已参加入学考试之申请人
适用）。

5   确认入学及缴费
已获录取者，一般会有3~5个工作日缴交学习费用，请务必按
网上报名系统中下载的付款通知书按时缴费。缴费后须上载缴
费凭证以供核查。

6   线上注册及入学报到
已缴交学费的新生，一般将于2022年7月收到线上注册通知，
请留意大学最新公布。

网上报名系统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报读硕士学位课程者须具备学士学位／本科学历，除特别注明外，
本科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读。

  报读博士学位课程者须具备硕士学位（本科直博者除外），除特别
注明外，硕士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读。

注： 

1. 硕士学位课程均为全日制课程，正常修读期为 2年（中医药学院硕士学位课程为 2.5
年），最长修读期为 3年。

2. 博士学位课程均为全日制课程，正常修读期为 3年，最长修读期为 6年。

3. 如申请人于报名 /入学期间，未能提交所需的报名 /注册文件，或提交不实或伪造文
件，将被取消报读 /入学资格。

报读要求

澳科大近年来在海内外学术声誉持续扩大，教学质量、科研水平不断

提高，除考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外，生源质量也在持续提升。申请研

究生课程的考生中有来自国内外一流高等学府的毕业生。随着愈来愈

多优秀学子加入，研究生的生源结构在不断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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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申请专页 各院所�络方式 官方�信

研�生院
�址:澳门科技大学 O座五楼研究生院柜台
电话:(853) 8897 2262 
电邮:sgsad@must.edu.mo

财务处
�址:澳门科技大学 R 座综合教学大楼地下 R102 室
电话:(853) 8897 2298
电邮:fo_news@must.edu.mo

查询

门科技大学从未与任何机构或
个人合作开展招生代理业务。

敬请各位考生注意，凡是任何机构或
个人声称代理招生、协助录取等，
均为虚假行为，切勿上当受骗！

硕士学位课� �士学位课�
酒店管理

国际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管理

公共行政管理

会计

金融

公益与社会组织管理

商业分析学

应用经济学

供应链管理学

传播学

电影管理

电影制作

设计学

美术学

建筑学

互动媒体艺术

法学

法律

国际经济与商法

刑事司法

国际仲裁

金融犯罪与监管

国际汉语教育

外国语

理学（资讯科技）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中医学

中药学

公共卫生学

护理学

环境科学与管理

地球与行星科学

空间大数据分析学

智能技术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管理学

传播学

电影管理

设计学

美术学

建筑学

数字媒体

法学

国际汉语教育

创意写作

理学

先进网络

人工智能

中医学

中药学

中西医结合

公共卫生学

药学

城市与区域经济

国际关系

历史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

智能科学与系统

严正声明

招生课程

*各课程的简介及学习计划详情，请查阅大学网站学院 /研究所之介绍。
注：倘课程 /专业修读人数不足，大学可决定取消开办该课程 /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