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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22日生效 

 
2023/2024 學年碩士學位課程學費表 

《非澳門居民適用》 

一. 學費 

碩士學位課程 正常修讀期限 第一期學費 第二期學費 第三期學費 合共 

國際旅遊管理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酒店管理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工商管理碩士 2年 $113,000 $67,000 $45,000 港幣$225,000 (約澳門幣$232,088) 

公共行政管理碩士 2年 $113,000 $67,000 $45,000 港幣$225,000 (約澳門幣$232,088)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2年 $193,000 $115,000 $77,000 港幣$385,000 (約澳門幣$397,128) 

管理碩士 2年 $113,000 $67,000 $45,000 港幣$225,000 (約澳門幣$232,088) 

金融碩士 2年 $113,000 $67,000 $45,000 港幣$225,000 (約澳門幣$232,088) 

會計碩士 2年 $113,000 $67,000 $45,000 港幣$225,000 (約澳門幣$232,088) 

公益與社會組織管理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商業分析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應用經濟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供應鏈管理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傳播學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設計學碩士 2年 $113,000 $67,000 $45,000 港幣$225,000 (約澳門幣$232,088) 

電影管理碩士 2年 $113,000 $67,000 $45,000 港幣$225,000 (約澳門幣$232,088) 

電影製作碩士 2年 $130,000 $78,000 $52,000 港幣$260,000 (約澳門幣$268,190) 

美術學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建築學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互動媒體藝術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法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法律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國際經濟與商法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刑事司法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國際仲裁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金融犯罪與監管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國際漢語教育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外國語碩士 2年 $108,000 $64,000 $43,000 港幣$215,000 (約澳門幣$221,773) 

理學碩士(資訊科技)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應用數學與數據科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中醫學碩士 2.5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中藥學碩士 2.5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碩士 2.5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公共衛生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護理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藥學碩士 2.5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環境科學與管理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地球與行星科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空間大數據分析學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智能技術碩士 2年 $97,000 $58,000 $38,000 港幣$193,000 (約澳門幣$19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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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學年碩士學位課程學費表 

《非澳門居民適用》 
 
 
 

備註： 1. 碩士生學費分三期繳交。第一期學費於入學註冊前繳交，第二期、第三期學費分別於每學期

開學前繳交，以財務處於學生門戶網站（https://i.must.edu.mo）公佈為準。 

 2. 若學生需要重修科目、旁聽科目、超修科目等，需額外繳費，而相關費用則以最新學生手冊

所載為準。 

 3. 正常修讀期結束後仍需繼續就讀的學生，需額外繳付每學期之學籍延期學費，而相關費用則

以最新學生手冊所載為準。 

 4. 於 2023/2024 學年入學之新生須按本學費表繳交學費。 

 

 

二. 保證金 

每名新生於首次註冊前必須繳交保證金港幣$10,000(約澳門幣$10,315)。此保證金於抵銷學生在校期間的一切

罰款/欠款後，餘額將在學生入學後完成退學手續或完成所屬課程後退回。 

 

 

三. 重要事項 

1. 上述各項費用可以澳門幣或港幣繳交。 

2. 任何銀行手續費由學生支付。 

3. 已繳交之各項費用，無論任何原因概不獲退還或轉讓。 

4. 凡已註冊或未註冊之學生必須接受並遵守本學費表所有條款。 

5. 學費每年或作調整，按本大學最新公佈為準。有關學費之一切糾紛，本大學擁有最後仲裁權利。 

 

https://i.must.edu.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