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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迎 辞 
 
 
 

恭喜已被澳门科技大学录取的同学! 收到录取通知后，新生们请务必先了解清楚大学对

于新生的入学安排、规定、录取课程的学习计划、上课时间、毕业最低要求等详情，在开展

一个新的学习旅程之前，我们建议新生先对大学及所入读的院所和课程作充分的了解。 

澳门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承认的澳门正规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于毕业后将获颁硕士

学位，博士研究生于毕业后将获颁博士学位。所获发的《毕业证书》已表明其具有相应的学

历和学位。 

如对入学事宜有任何疑问，请向研究生院、所属院所或大学相关部门查询。各部门的联

络方法详见本手册最后一节的联络信息。 

 
 

 
 
 
 
 

WELCOME TO JOIN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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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 
一、确认入学 
程序 事项 办理时间 系统/地点 详情 

1 录取结果 

最后付款日期前 
（请查阅「付款通知书」中

所示） 

OAS 
第 5 页 2 入学文件 

3 确认入学 

4 通讯地址 
第 6 页 

5 缴交学费 银行 

6 缴费凭证 OAS 第 7 页 
 
二、新生服务（如有需要） 
序号 项目 办理时间 系统/地点 详情 

1 学生宿舍 请留意将于 2023 年 5-6 月发

出之最新公布 WeMust Student>宿舍 第 8 页 

2 预订教材 
不是所有课程都有教材预订，请

留意图书馆于 2023 年 5-6 月发

出之最新书单。 

WeMust Student>教材 第 9 页 

 
三、线上注册 
程序 事项 办理时间 系统/地点 详情 

1 学生签证 收到录取文件原件后 所在地出入境签证办理

处 第 9 页 

2 注册文件 尽快准备 -- 

第 10 页 
3 线上注册 2023 年 7 月 24 日 18:00 前 

WeMust Student>注册 4 预约體檢 
2023 年 8 月 15 日 18:00 前 
(提交线上注册后即可预约) 

5 预约入宿及报到 
2023 年 8 月 15 日 18:00 前 
(线上注册审核通过后才可预约) 

 
四、到校报到 
程序 事项 办理时间 系统/地点 详情 

1 新生选科 2023 年 8 月 28-31 日 WeMust Student>选科 

第 11 页 
2 入学体检 2023 年 7~8 月，按已预约时间

进行体检 科大医院 

3 到校报到 2023 年 8 月底，按已预约时间

到校报到 
校本部 
WeMust Student>迎新 

4 新生开学 2023 年 9 月 4 日 校本部 

 
备注:上述日程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 

OAS: 网上报名系统 / WeMust Student: 学生门户(PC 端)或 APP(移动端)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C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C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CN
https://student-wmweb.must.edu.mo/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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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流程图 

网上查阅录取结果： 
网上报名系统 （请勿
相信非官方渠道发布
的消息！）

详阅入学文件：
新生手册
体检指引
学习计划

网上确认入学： 
确认入学 
确认奖助学金（如有） 
填写通讯地址

打印学费付款通知书 
查阅学费表

缴交第一期学费/入学留位费
以及相关费用

登入WeMust Student
办理线上注册

审核通过 预约入宿/报到时间

进行入学体检
网上确认选科
 到校办理报到

新生开学

财务处确认已收妥学费

研究生院向新生寄出录取文件
原件（只适用于中国内地居民）

上载学费缴费凭证

研究生院向已交妥学费的新生
发出学生注册通知及学生帐号

办理证件及签证 准备注册文件

入境澳门后

入境后立即登入WeMust Student APP上载澳门出入境口岸发出的"逗留許可"

体检后自行留意体检结果

预约体检时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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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确认入学 

1.1 录取结果 

所有录取结果将通过大学网上报名系统发布，考生应留意电邮通知，并定期登入网上报

名系统查看。 
「录取」 代表已被录取入读本大学研究生课程，新生必须按已录取的课程及专业

注册入读，入学后不可转换课程。 
如录取课程/专业与报读课程/专业不一致，即代表不被录取入读原报读课

程/专业，但经综合审核后，已被自动调剂至其他课程/专业录取，因此，

考生应仔细查阅录取课程及专业的信息。 
「不录取」 代表不被录取入读原报读课程，亦没有调剂至其他课程入读的机会。 

奖/助学金 奖/助学金的颁发结果会与录取结果同时公布。已获颁发奖助学金者，须

于网上报名系统下载及打印《奖助学金确认书》，亲笔签署后上载至网上

报名系统。已签署的《奖助学金确认书》原件须于办理到校报到当天交

回，请妥善保留。 
论文指导老师 部份课程的录取版面中，会同时列出获分配的论文指导老师姓名，即代

表于录取时已同时获分配论文指导老师，一般情况下，入学后如申请转

换导师，需要提交书面申请。如录取版面中没有列出论文指导老师姓

名，即代表将于入学后再由所属院所于指定时间通知学生选择导师。 

 

1.2 入学文件 

录取后，新生应详细阅读所有录取及入学文件，包括: 《录取通知书》、《新生手册》、

《付款通知书》、《学习计划》、《体检指引》等。 
有关入读课程的教学安排，请务必细阅《学习计划》，学生根据学习计划内的安排逐步

完成所需学分及通过论文答辩，应可在课程正常修业内完成学业，如无法在正常修业期内毕

业者，需缴付学籍延期学费，详情请于入学后留意学生手册内相关内容。 
 

1.3 确认入学 

新生阅毕所有入学文件后，请于网上报名系统的「确认入学」页面，下载及打印《入学

声明书》，亲笔签署后于学费的最后付款日期前上载至网上报名系统，表示你已知悉及明白

所有入学条款并接受入学。逾期不上载入学声明书、或已上载的入学声明书未经有效签署

者，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入学，学额将不予保留，已缴的费用亦不可退回或转让。 
 
 
 

 

! 所有录取结果只会透过网上报名系统

发布，大学没有与任何中介机构合作，

切勿相信非大学正规途径发布的信息。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TW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CN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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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讯地址 

确认入学后，请登入网上报名系统的「通讯地址」页面，填写最新的通讯及联络资料。 
 
相关联络资料将于注册后转为学生个人资料的一部份，日后如需更新，可登入 WeMust 

Student APP 更改。 
 
中国内地户籍新生另需填写用于收取书面录取文件的收件地址。正式的录取文件原件将

于已确认交妥学费后才会寄出，请确保所填写的收件地址长期有效。研究生院将按所提供的

收件地址寄出录取文件原件。如因新生未及时填写收件地址，可能导致录取文件未能于线上

注册限期前寄达。 
 
除内地户籍新生外，其他地区之新生将不会收到书面录取文件，相关新生可在网上报名

系统自行下载录取通知书等录取文件的电子档。 
 

1.5 缴交学费/入学留位费 

请登入网上报名系统的「入学文件」页面打印「第一期学费付款通知书」1，付款通知书

内已注明学费的最后付款日期，请于最后付款日期前缴付下列费用： 
 第一期学费 
 保证金 2           
 体检费用 
 医疗保险费用 

 
如新生录取时先收到「入学留位费付款通知书」，即代表先缴付入学留位费，学费付款

通知书将于下一阶段再发出，详情请查阅网上报名系统内入学文件页面中的指引。入学留位

费缴费后将自动转为学费的一部份，缴费后无论任何情况，均不可退回或转让。 

新生必须按付款通知书中的应缴金额交费 3，请勿擅自修改，否则将被视为欠交学费处

理。请务必细心阅读付款通知书第二页之附件所列示的“重要事项”内容。各课程的学费详

情，可浏览: https://www.must.edu.mo/cn/admission/fee/graduate。 
 
缴费指引: 

1. 新生必须按『付款通知书』上之指示于最后付款日期当天或之前选择合适的方式缴

费，缴费方式可于 OAS「入学文件」页面内点击「去缴费」查阅。大学不会主动发

出相关收据，如有需要必须于注册入学后，并于该学期完结前向财务处申请收据。 
2. 请务必在境外汇款申请书上「汇款附言」栏清楚填写以下信息，否则会因数据不全

而难以辨别身份，最后将导致被视为缺交学费自动放弃学额处理: 新生姓名、申请

编号、付款通知书号码。 
注:  
1 付款通知书只可打印，不可下载，或可打印为 PDF 档案储存。 
2 保证金于抵销在校期间的一切罚款/欠款后，余额将于学生入学后完成退学/离校手续或完成所属课程后退回。 
3 任何银行手续费由学生自付，否则将于学生的保证金内直接扣除所涉及的银行手续费。所有已缴费用，无论

任何原因概不退还或转让或保留。 
4 如汇款是涉及经跨行银行汇出，所需之时间会较长，建议选择与汇入大学账号相同的银行汇出。 

! 未能于指定期间内缴费、逾期缴费、繳費金額

不足、或逾期没有上载缴费凭证者，将被视为缺

交费用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学额将不予保留。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CN
https://www.must.edu.mo/cn/admission/fee/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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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缴费凭证 

缴交费用后，请及时登入网上报名系统的「缴费凭证」页面，上载缴费凭证以供核实。

如以汇款方式缴费，请上载「汇款申请书」等相关证明; 如在澳门银行缴费，则请上载网上

银行/手機銀行繳費成功之截圖、或已经由银行盖上收款章的付款通知书之「收据联」证

明。 
 

确认交妥费用: 财务处于确认已收妥新生的学费后，将于网上报名系统更新其学费缴费

状态，新生可于缴费后登入网上报名系统的「申请进度」页面，查阅 H 项「缴交学费及其

他费用」栏，点击「查询缴费状态/上传凭证」查看核实情况。若财务处已完成费用之核

实，有关页面会显示「已缴费」之提示，即代表大学已确认收妥你的费用。 
 
入学后注意事项: 

学生必须细阅最新的学生手册内容及遵守所载的一切规定。每期学费之缴费通知及相关

通知会在 WeMust Student APP 及学生门户网站（https://i.must.edu.mo）公布，学生应及时登入

网上选科系统（COES）下载及打印「付款通知书」并到大学指定银行缴费。 
 
另外，建议学生定期每周在 COES 内随时查阅个人的「保证金」扣款事项及余额。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locale.do?language=zh_CN
https://coes-stud.must.edu.mo/coes/log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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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服务 

2.1 学生宿舍 

为便于非本地新生解决来澳后的居住问题，大学设有研究生宿舍供新生申请入住。 

为减低因疫情变化对学生学习及生活的影响，以及内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学历认证中

要求学生需满足相应在澳门的逗留时间，同时加强非本地学生对澳门本土文化的了解与体验，

原则上非本地学生于就读期间应留在澳门学习及生活。 

请于报名系统宿舍申请页面中确认入住学生宿舍。 

新生宿舍的选房详情将于稍后由学生事务处公布，详情请留意学生事务处于 2023 年 5~6
月发出的宿舍选房通知。  

2.2 预订教材 

部份研究生课程设有新生书单，大学图书馆提供预订教材服务。教材的预订方法及时间等

详情，图书馆将于学生交妥学费后以电邮方式通知新生，请留意 2023 年 5-6 月的最新的公布。 
 

2.3 学生保险 

非本地硕士生于在读期间首两年及非本地博士生于首三年必须购买保险公司统一承保的

全年住院和独立门诊医疗保险。有关之保险费用金额已详列在「付款通知书」内。 
 
学生保险由大学统一代向承保公司投保，新生于入学后需向学生事务处提交《购买「学生

团体医疗保险」声明书》。 
 

如新生已自行购买个人保险并希望申请豁免购买学生团体医疗保险，必须先自行了解所

持有的保险范围是否包括在澳门受保之住院及独立门诊治疗保障，并必须符合“学生团体医疗

保险”同等或更佳的保障条件。申请豁免购买学生团体医疗保险者，须于通过线上注册后向学

生事务处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时须附上学生自购之个人保险合同及相关保险条款的文件复印

件（须提供原件以供核查），获批准者将按有关豁免月份之比例（获批准日起计的翌月首日开

始计算），退回已缴交之保险费。 
 

每年保险费或作调整，按保险公司最新公布为准。保险公司负责与投保学生处理一切保险

权益及责任事宜。遇有欠费或过期交费，保险生效日会推迟到交费后的下个月或以保险公司

的确认为准。 
 
有关非本地“学生团体医疗保险”的详情，请参阅学生事务处相关网页: 大学网站>学术支

援>学生事务处>学生服务>团体保险。 

! 注意: 学生无论是住在大学提供的宿舍

还是自行租住房屋，都应注意自身安全。 

https://www.must.edu.mo/student-affairs-office/student-services/group-insurance/introduction
https://www.must.edu.mo/student-affairs-office/student-services/group-insurance/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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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上注册 

3.1 学生签证 

(1) 非本地居民必须持有效证件进出澳门，并有责任了解所持有之身份证件是否符合非本地学

生在澳门逗留之有关法律规定，以便合法留澳就读。 

(2) 中国内地户籍居民需办理内地《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往来澳门签注（逗留 D）」: 
根据中国国家教育部要求，内地生于就读期间必须全日制在澳门学习及生活，并按照要求

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学习用途之「往来澳门签注（逗留 D）」。大学将于确定新生已

交妥学费后，向相关新生邮寄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及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

发展局发出的《确认录取证明书》。内地生可凭上述录取文件及身份证件到户口所在地公

安机关出入境部门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学习用途之「往来澳门签注（逗留 D）」，在

读期间应以该签注进出澳门边境。 
签注类型 学习签注「往来澳门签注（逗留 D）」(只适用于中国内地居民) 
办理时间 一般需时 2~4 星期，请于收到录取文件后立即到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 
签注有效期 有效期一般为一年，学生于其后每学年结束前或签注到期日前，应到研究生院

申办「在学证明」并到内地公安部门办理续签手续。 
! 注意事项 本校直升生或于澳门各大院校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即使其原有之签注（逗留 D）

仍然有效，亦应于入学注册前以本大学发出的研究生录取文件到所在地公安部

门重新办理新的「往来澳门签注（逗留 D）」。 

(3) 办理澳门出入境「逗留的特别许可」(适用于所有非本地居民): 

许可类型 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例规定，所有非本地人士留澳读书，必须向澳门治安警察

局居留及逗留事务厅逗留分处办理临时居留手续 – 即「逗留的特别许可」。详

情请至以下网页浏览: https://www.fsm.gov.mo/psp/cht/psp_top5_4_1.html。 
逗留许可 非本地居民凭有效证件(内地居民凭「往来澳门签注（逗留 D）」)入境澳门时，

会获发一张「逗留许可」，请务必妥善保存，以便开学后办理「逗留的特别许可」

手续。  
办理时间 新生须于完成注册及报到手续后，凭大学出具之《在学证明书》及相关文件，

于指定时间前往澳门相关出入境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及所需文件请查阅相关网

页。 

许可有效期 学生持有效证件在有效期内进入澳门，应遵守每次入境澳门时获给予的「逗留

的特别许可」有效期限。「逗留的特别许可」有效期最长为一年且须每年续办，

学生于正常修业期内的每学年初或留澳之许可到期日前，必须自行到澳门治安

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务厅逗留分处续办。 
! 注意事项 (1) 若学生于在学期间休学、退学、被校方终止学籍或转校等不再就读的情况，

自相关出入境部门接获校方就上述情况学生离校的通知函当日起计，该等学生

原有的「逗留的特别许可」即告失效，学生必须在紧接办妥校方有关手续后的

第一个政府办公日或之前离境。如需延长留澳期限，须于办妥离校手续后第一

个政府办公日之办公时间内，亲往相关出入境部门注销原学生类「逗留许可」，

及申领一般「逗留许可」作延长留澳期限及离境之用。若无有效「逗留许可」

而仍继续留澳，将触犯法律被视作逾期逗留。 
(2) 澳门各大院校的毕业生，即使其原有之澳门「逗留的特别许可」仍然有效，

亦应于入学后办理新的「逗留的特别许可」。 
 

https://www.fsm.gov.mo/psp/cht/psp_top5_4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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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上注册 

研究生院将向已确认交妥学费的新生发出新生线上注册电邮通知，新生于收到有关通知

后，请登入 WeMust Student >注册应用，按指引上载注册文件及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 18:00
前完成及提交线上注册。需上载的注册文件包括: 个人证件照、身份证件资料、学历证书及

成绩单、入学及注册确认书等，详情请阅《新生注册及报到须知》。 
 
 
 
 

3.3 预约体检 

所有非本地新生必须于入境澳门后，到科大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及递交防疫接种的证明，以

确保其身体状况适合就读。体检费用已包括在「第一期学费付款通知书」内，并须与学费同

时缴交。 
 
非本地新生于体检前必须先进行预约，学生可于提交线上注册后，在 WeMust Student 填

写入学健康问卷及预约体检时间。 
 
有关体检的要求及详情，请查阅《入学体格检查指引》。 

 

 

 

 

 

 

 

 

 

 

 
 

! 注意: 逾期不办理注册手续者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学额将被注销。已缴的费用将不获

退回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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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校报到 

4.1 新生选科 

秋季入学新生线上选科的开放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28~31 日，可登入 WeMust Student>选
科应用中确认选科。新生加退选科目的日期为开学后两周内。 

 
新生于确认选科后，亦可在 WeMust Student>课表查看已选修科目的上课时间及地点。 
 
注意: 开学后一个月后尚未有选科记录者，将被终止学籍。如对选科有疑问，请立即与

所属院所联络。 

 

4.2 到校报到 

新生于线上注册审核通过后，必须亲临大学完成入学报到手续，否则将被终止学籍。研

究生新生报到时间为 2023 年 8 月下旬(按已预约时间)，新生须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 18:00
前，登入 WeMust Student>注册应用预约报到日期及时间段 (通过注册审核者才可预约报到

时间)。 
报到当天须向工作人员出示《预约报到凭条》、WeMust Student APP>迎新应用、身份证

明文件及澳门健康码绿码，方可进入报到场地，详情请查阅《新生注册及报到须知》。 
 

4.3 新生开学 

2023/2024 学年秋季入学研究生新生的开学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4 日。最新的大学日程表

及澳门公众假期表可浏览: https://www.must.edu.mo/sgs/students。 

 

 

 

 

 

 

 

 

 

 

https://www.must.edu.mo/sgs/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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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情况 

5.1 未能如期毕业  

注册入读本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新生，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学位，如于办理入学注册时、

或指定的期限前未能提交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毕业证明文件供核实者，其入学资格将被取消，

已缴的费用亦不可退回或转让。 
 

5.2 注销入学资格 

新生如涉及下列情况，大学有权注销其入学资格： 
 因个人原因放弃入学 (不论是否有书面说明); 
 逾期不办理或未完成线上注册及到校报到手续; 
 未能提交注册所需文件、证件或签证，或所提交文件不符合大学要求; 

 逾期不缴交学费、宿费或任何欠费; 
 逾期不进行、不完成入学体检、或体检结果不符合要求; 
 被发现任何不实行为（如递交伪造文件、或递交文件与申请入学时填报资料不符等）; 
 经大学决定注销入学资格的其他情况。 
 

被本大学注销入学资格者，其已递交之文件及已缴之费用将不予退还或转让。本大学亦有

权拒绝其日后的入学申请。 
 
 已通过在线注册的新生即成为在读学生，如新生因个人原因而放弃入学(包括未能办理学

生签证、未能提交前置学历文件、或未能亲临大学完成学业等)，须于开学前 (即 2023 年 9

月 4日前) 向研究生院提交书面已签署的注销入学申请表，以确认注销入学。如没有提交书

面的注销入学申请表，而未按期完成入学报到手续、未完成体检或体检结果不符合要求、或

非本地生未能提交必须的证件及学生签证等，均被视为未如期完成入学报到手续，大学将统

一于 9月中对相关新生以注销入学或终止学籍处理，不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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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忘 
身份证件：按澳门法例，所有成年人出入境或外出时必须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生活费用: 新生应带备来澳门后首半年的生活开支，生活费连伙食（以每天三餐校内用餐计

算，不包括住宿费用）约为港币 40,000 元（仅供参考）。 
 
 

七、查询 
大学地址: 中国澳门氹仔伟龙马路澳门科技大学 
办公时间: 逢星期一至五，09:00-13:00 及 14:30-18:20，澳门公众假期休息 
 
入学/注册查询 - 研究生院 

O 座教学大楼五楼 O507 研究生院柜台 

sgsad@must.edu.mo (电邮查询时请务必注明申请编号或学生编号或身份证号码) 

(853) 8897 2262 
 
学费/缴费查询 – 财务处 

R 座综合教学大楼 R102 室 

fo_news@must.edu.mo 
(853) 8897 2298 

 
入学体检 – 科大医院 

H 座科大医院六楼 

hospital_enquiry@must.edu.mo 
(853) 8897 2688 

 
 
课程/教学事务查询 
 

 
 
 
※ 本手册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如有疑问，请向大学相关部门查询。大学保留修订及阐释本手册所载规则的

一切权利。如有纠纷，大学拥有最终之仲裁权利。 ※ 
 

12/2022   

https://www.must.edu.mo/cn/sgs/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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