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must.edu.mo

学士学位（本科）课程
2019/20

招生简章 （中国内地申请人适用）



选择澳门科技大学

Why  

50强大学
海峽两岸暨港澳 50强大学，2018年位列第 21名 1。

澳门规模最大

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大学，拥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

权。在校生逾一万一千人，博士及硕士研究生约 3,377人，本科

生 7,915人 2。

师资雄厚

拥有国际化师资队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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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实用

开设澳门高校唯一的中医、中药、内外全科医学、药学、食品与营

养科学、供应链管理、商业分析等专业课程以及社会所需各类学位

课程，培养海内外专业应用型人才。课程结构和科目设置与国际相

关课程相一致；注重培育学生的中英文双语能力。

科研成果卓越

拥有中国境外高校唯一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月球与行星

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诺贝尔奖得主澳门首个 “生物物理与中医药实验

室” 、4个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伙伴基地及联合实验室（传媒、

海洋发展、知识产权和中医药），设有十数个科研院所和研究中心。

近年来，在国际 SCI和 SSCI的英文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

加，年均达 500篇，其中 50%以上论文在第一区间的学术期刊发表，

当中包括《科学》、《自然》等世界顶尖科学期刊，获得授权的国际专利

达 300多项。

本校五位教授成功登上 “2018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为澳门最

多，且他们均已连续多年上榜。

校园文化多元

拥有澳门高校首创且规模最大的学生艺术团队。大学与内地及海外

数十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长期或短

期的出国交流机会。

环球实习

提供多元化的本地和外地实习计划予学生，以扩阔学生的视野和增

强学生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实习国家 / 地区包括 : 澳门、内地、香

港、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瑞士、西班牙、葡

萄牙等。

科大医院

科大医院隶属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是目前澳门离岛唯一的现代化

综合性医院，同时也是澳门科技大学中医药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及

药学院的临床带教基地。医院设备先进，除拥有澳门的专业医疗团

队外，还有来自内地、香港及海外的专科医疗顾问。

季节餐厅

季节餐厅隶属于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由教学餐厅、厨房、酒窖和

菜园组成，为餐饮管理学士学位课程学生提供正规西餐的厨艺学与

餐厅管理的世界级专业教学实践环境。

备注 : 
1. 连续八年（2011-2018年）位列上海软科发布的 “中
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百强，连续四年（2015-2018
年）跻身五十强，2018年位列第 21。 

2.  为 2018年 9月的在校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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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艺特长项目

艺术 : 舞蹈、声乐、管弦乐、钢琴、中乐、打击乐、电声乐、主持、苏格兰
风笛鼓乐、其他（摄影、录像、影视后期）等。

校队 : 球类、击剑、武术、国标标准舞、龙舟、辩论、智力运动（电子竞
技、围棋、西洋棋、桥牌）等。

特长考生完成网上报名所有程序之后，须填写《2019年体育特长生申请
表》、《2019年艺术特长生申请表》连同相关证书、获奖证明、生活照一
张及个人才艺或参赛记录影像光盘（DVD）等文件于截止日期（2019年 3
月 31日）前邮寄至澳门氹仔伟龙马路澳门科技大学 C座 C208a大学艺术
团 /校队。由校队或艺术团安排面试并通知考生。

报考条件 
1.申请人必须符合上述学位课程报名资格；
2.具有本简章指定项目之体育、艺术特长；
3.各类项目要求从事专业训练 5年以上，具有参赛经验或舞台
    经验 3年以上者优先。

报名资格
1.持有中国内地居民户籍；

2.高中三年级毕业或同等学历以上；

3.参加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4.艺术学 -艺术设计学士学位课程申请者须参加 2019年省
级美术类专业联考。

报名方式
1.直接通过大学网上报名系统 (OAS)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填报个人资料及志愿，
（大学自主招生，录取不锁 /提档，不影响内地高校录取）；

2.申请人须于报名期内缴交报名费港币 400元，录取与否概
不退还或转让。

报名日期
体艺特长生、艺术学 -艺术设计学士学位课程：2019年 2月 1日至 3月 31日
所有学士学位课程：2019年 5月 15日至 6月 30日

*注意：大学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   
            在内地开展招生代理业务。  

招生对象及入学资格



录取方式

1. 学士学位课程：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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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段线 /自主招生线 /高分优先投档线等）等条件，择优录取； 
录取分数依不同学院或课程的要求有所不同；

2. 艺术学学士学位课程：綜合参考应届省级美術专业联考和艺术类
文化课高考成绩同时达省划本科（第一批次）左右，择优录取；

3. 非上述第 2项所述类别考生将视为普通生，仅参考文化课成绩
进行第 1项择优录取。

4. 特长生：卷面成绩达到上述要求且通过面试签署特长生协议者，
根据表现水平优先录取或优先获颁奖学金；

5. 所有录取结果将通过网上报名系统（OAS）对外公布，考生须自
行登入查阅下载录取相关文件，依指引办理入学手续。

收费标准

1.学费 : 每年港币 80,000～ 100,000元

2. 保证金 : 一次性缴纳港币 10,000 元之保证金，
在校期间若无罚金产生将于毕业时原额退还。

3.住宿费及床铺费 : 住校学生每学年住宿费为港币

17,000 元，另一次性缴纳港币 1,800 元之床铺
费用。

4. 生活费：生活费由学生自理，每学年约港币

30,000元。

注：费用每年或会调整，所缴交费用按大学最新公  
       布为准。

入学奖学金

澳门基金会奖学金 : 
颁予应届高考优异生，每年澳门币 30,000元正，名额 4名，学生每学年平均绩点达 3.0（满分 4.0）或以上，可继续享有该项奖
学金，一般课程最长 4年。

此外，学生入读后成绩优秀，还有机会获取澳门科技大学之校长优秀生奖学金、院长优秀生奖学金或机构
奖学金等。 

*所有资料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

备注：
1. 未划定本科第一批次分数线的省份将参考各省提供的一段线 /自主招生线 /高分优先投档线等。
2. 获得上述首年奖学金的学生，只需在学期间成绩能保持在校方认定的标准 (全级总人数前 10%、15%、20%、25%、50%)，可继续享有该项奖学金。优秀生如能
在四年内一贯保持优异成绩，可免试直接升读研究生，并有资格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3. 上述奖学金无需另行申请，大学将于录取时根据高考成绩择优颁发，并于网上报名系统公布。

项目 名额 最低要求（满分 750计） 奖励方式

特等奖 10名 成绩达本科第一批次以上 100分
减免全额学费和住宿费

颁发生活津贴

一等奖 10名 成绩达本科第一批次以上 80分
减免全额学费和住宿费

颁发部份生活津贴

二等奖 20名 成绩达本科第一批次以上 70分 减免全额学费

三等奖 30名 成绩达本科第一批次以上 50分 减免 50%学费

优秀奖 100名 成绩达本科第一批次以上 30分 减免 25%学费

澳门科技大学基金会奖学金 :



创业就业 体现价值 

创业就业发展中心积极打造校园创新创业风气，为学生提

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以培育更多具有创新思维和竞争力

的跨领域人才。

为协助学生创业就业，增进学生与企业的交流，提升整体

竞争力，中心特举办多项活动 : 包括创业课程、生涯课程

和讲座、就业工作坊、履历诊疗、创业计划书比赛、摊位

创业大赛、春季招聘会 (规模为澳门高校之最 )、秋季实习

就业展等。中心亦会指导学生到各地参加创业比赛，屡创

佳绩。除了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信息，中心也会组织学

生出席各地的人才招聘会，并参访澳门、香港和广东著名

企业，以增强学生的就业意识，扩阔其就业选择。

t 创新创业培训课程

p 参加杭州高层次人才招聘大会暨长三角城市人才招聘会
     

q  于第四届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取得 14个奬项  

p  于 2018“创青春”淅大双创杯全国大学生
    创业大赛夺得全国第 17名

u  校园招聘会 2018共吸引了超过 160家企业参加
    



澳门科技大学在澳门高等教育界率先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文学艺

术等知识范畴纳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列入学位课程。众多通识教育精品科目中的

《科技大师系列讲座》、《澳门社会系列讲座》、《影视名家系列讲座》和《艺术名家系

列讲座》等更相辅相成，为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不断努力创造学习平台 , 

开启知识宝库。

通识教育 多元思维 

「科技大师」系列讲座 

「澳门社会」系列讲座

 「影视名家」系列讲座

「艺术名家」系列讲座
 

黑洞探测与人工智能 — 
我国首颗 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

主讲嘉宾 :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高能天体物理学家 

李惕碚先生

国家宪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的关系

主讲嘉宾 :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 
冷铁勋先生 

大数据时代的电影产业变革

主讲嘉宾 :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产业与

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司若女士

草原音乐

主讲嘉宾 :
蒙古族音乐家，国家一级作曲家  
乌兰托嘎先生

蛋白质机器与创新药物

主讲嘉宾 :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分子生物物理

与结构生物学家

饶子和先生

至近至远的澳门故事

主讲嘉宾 :
澳门文化局局长 
穆欣欣女士

我从电影学到的事儿

主讲嘉宾 :
台湾资深电影人，知名监制、导演  
李岗先生

如何运用爵士手法改编
肖邦德彪西钢琴作品

主讲嘉宾 :
中国著名爵士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家、

中国拉丁爵士钢琴首席  
罗宁先生



国际交流

澳门作为中国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澳门科技大学

亦致力于开发对外教学合作和学术交流项目，积极寻

求与海外院校建立校际关系，通过合作办学，互派学

生等方式，向学生提供到国外学习深造的机会。学生

学习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教育方式，

为自己选择更合适的学习途径，通过领略不同文化和

生活环境来为自己树立更远大的发展目标。

澳门科技大学通过联合培养、与国际知名高校共建学

科发展中心、引入顶尖科研人才、举办前沿科技讲

座、建立国际衔接课程平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多

种形式活动，加强了学校学术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

提升了学校国际化的合作规模与国际声誉，也丰富了

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国际交流 开阔视野

p 国际学院学生赴葡萄牙米尼奥大学交换 p 牛津及剑桥大学 2018暑期项目

p 2018-2019学年交换生及国际学院学生大使合照
 

p DELE考试中心正式成立 (西班牙语 )

通识教育 多元思维 

我从电影学到的事儿

主讲嘉宾 :
台湾资深电影人，知名监制、导演  
李岗先生

暑期出国项目

澳门科技大学与海外和内地数十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

供长期或短期的出国交流机会，使同学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和兴趣，选择在海外院

校继续攻读外国学位、研修专业课程、进修英文和参与跨文化实习项目等等。涵盖

广泛的暑期课程也为学生提供了在暑假期间在国外生活的绝佳机会 ,这将是学生们

探索新国家和结交新朋友的好方法。

澳门科技大学为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尤其鼓励同学们利用暑假期间参加国外大学

的各种学习和实习计划，通过学习及进行实地考察，体验外国的教育和生活文化，

感受世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可以提升语言能力。高年级的同学还可以参

加美国纽约跨文化实习 (The Cross-cultural Internship Program)，项目为期 7周，

通过在当地公司参与实际工作和活动，从实践中了解商业操作和感受东西方文化差

异，同时也能学习工作技巧，为将来进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院 课程 专业 / 范畴 修读年期 授课语言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

会计学
金融学
商业分析学

资讯系统学
供应链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

国际贸易学
商务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

4 英

应用经济学学士 4 英

酒店与旅游
管理学院

国际旅游管理学士
酒店管理
会展管理
博彩业管理

文化旅游管理
智慧旅游管理
服务质素和零售管理

4 中 /英

酒店管理学士 4 英

餐饮管理学士 厨艺学 餐厅管理 4 中 /英

人文艺术学院

新闻传播学学士 数据新闻学 传播学 公共关系与广告学 4 中 /英

艺术学 -艺术设计学士
产品设计
景观设计

室内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4 中 /英

数字媒体艺术学士 * 游戏设计 动画设计 4 中 /英

影视制作学士 * 4 中 /英

表演艺术学士 * 影视表演 舞台表演 4 中 /英

法学院 法學學士 4 中 /英

国际学院 外国语学士 英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4
中 /英 /葡 /
西班牙

资讯科技学院 理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 电子与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4 中 /英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学士 5 中文

中药学学士 4 中 /英

医学院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 6 英

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 4 中 /英

药学院 药学学士 5 中 /英

通识教育部 大学先修班 1 中 /英

注意：

1.色盲人士不可报读理学、中医学、中药学、内外全科医学、食品与营养科学、药学及艺术学 -艺术设

计学士学位课程；

2.色弱人士不可报读中医学、中药学、内外全科医学、食品与营养科学、药学及艺术学 -艺术设计学士

学位课程； 

3.报读中药学、内外全科医学、食品与营养科学、药学学士学位课程须为理科生，且高考成绩必须包

括理科综合或化学或具备同等水平， 如具有生物成绩较佳；

4.报读艺术学 -艺术设计学士学位课程需提供应届省级美术联考成绩；

5.报读外国语及餐饮管理学士学位课程学生需于报名时选择专业；

6.学士学位课程学习计划将有所调整，以刊载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的相关批示为准。

招生课程

www.must.edu.mo

澳门科技大学

www.mustseasons.com澳科大微信公众号

季节科大厨艺餐厅

www.uh.org.mo

科大医院

www.tis.edu.mo

澳门国际学校

地址 :澳门氹仔伟龙马路澳门科技大学行政大楼A105室

电话 : +853 2888-1122 / 8897-2221 / 8897-2228

传真 : +853 2888-0022 / 2882-5777

电邮 : admission@must.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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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处

# 新课程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报名资格、录取方式、费用等所有信息，请查阅该课程之招生简章。
*审批中的课程将于获得澳门特区政府批准并刊载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后，始行招生。

https://www.must.edu.mo/images/FH/files/MBBS_Prospectus_v19011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