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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建校於 2000年，發展迅速，已成為澳門規模最大的綜合

型大學，也是海峽兩岸暨港澳二十強大學。大學秉持“意誠格物”之校

訓，不斷創新，培育人才，大學擁有博士、碩士、學士三級學位授予權，

提供數十個學位課程供各類學員選擇修讀，授課語言以英語為主，部分

課程以中、葡或西班牙語授課。目前各類在校生逾一萬六千人，其中博

士及碩士研究生 6000多人 1。

註 1:在讀生人數計算截至 2021年 9月止。

大學簡介

澳科大近年來在多個領域均有發表權威性文章，大學多位教授學者以第

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在 “Nature Medicine”、“Nature 

Astronomy”、“Nature Communications”等國際著名期刊發表論文。

過去一年，在中醫藥抗疫領域，澳門科技大學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

驗室共發文 23篇，佔全球發表數量的 41.8%，其中影響因子 5.0以上

期刊論文有 12篇，表明大學的發文質量較高，為全球抗疫做貢獻。

學術研究 貢獻社會
大學重視用技術提升校園服務的品質和效率，不僅有全面覆蓋校園的高

速WiFi網絡，更有WeMust智慧校園平臺提供的各類便捷服務：在課

室，學生可以在 APP一鍵簽到；在圖書館，學生可以用 APP掃碼借書；

在宿舍，學生可以用APP訂餐；在餐廳，學生可以用APP掃碼支付等等。

即使不在校園裡，學生可以在 APP上提交各類申請和支付有關費用，

可以在 APP報名參加各類活動，可以在 APP進行各類問題的諮詢……

智慧校園服務，全天候，無處不在。

智慧校園 全面支援

2017 年，澳科大在澳門率先通過

了國際權威機構英國高等教育質

量保證局院校素質核證（QAA），

獲得專家組的讚揚及肯定。表明

大學的高等教育素質保證制度、

措施和成效已經達到國際水平。 

國際認證 優質教育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2020

2011 年起，大學已連續十年位列上海軟科發佈的“中國兩岸四地大學

排名”百強，2020年位列第 17位，澳門地區排名第 1位。2020年，

大學首次進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佈的世界大學排名，2021年及

2022年位列第 251-300名，連續 3年穩居世界前 300。

另外，澳門科技大學亦於亞洲大學排名 2021位列第 32位，世界年輕

大學排名 2021位列第 32位，均為澳門地區排名第一。

世界大學排名
2020-2022

亞洲大學排名

世界年輕大學排名
2021



國際化的師資隊伍爲發展優質教育和卓越研究提供了堅實保障。大學擁

有學識淵博、造詣精湛、經驗豐富的教研團隊。現有講座教授、教授、

特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達數百人，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中

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醫學科學

院院士、世界高被引科學家等頂尖學者。

賢才匯聚 卓越同行

重要日誌
申請方式

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2020

推免入學 保薦入學 普通入學
（第1期）

普通入學
（第2期）

報名期 07~27/
10/2021

07~27/
10/2021

07/10/2021
~

27/01/2022

28/01/2022
~

07/03/2022

考試期
11/2021

~
12/2021

12/2021
~

03/2022

02/2022
~

03/2022

04/2022
~

05/2022

錄取期 考試後分批次公佈錄取結果

申請方式 申請人類別

推免入學
全國高校統一推免生  

碩士推免生   本科直博生

保薦入學
本校各院所推薦的應屆本科畢業生

與本校合作的院校所推薦的的應屆本科畢業生

可豁免入學筆試

普通入學 非推免或保薦生，參加本校自主考試。

有關申請方式之詳情，請瀏覽本大學網站 :入讀科大 >碩士及博士學位 >申請方式。

申請前

申請流程

申請後1   確定報讀課程
請瀏覽大學網站入學申請相關信息，並根據報讀意向查看課程學習
計劃。

2   聯繫意向導師
以下課程申請人請於提交申請前先聯繫意向導師：
博士：理學、先進網絡、人工智能、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
藥學、美術學、設計學、傳播學、電影管理、建築學、地球與行星科
學、智能科學與系統。
碩士: 中醫學、中藥學、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

3   準備申請文件
提交網上申請時需上載以下文件，請提前準備:
身份證件、學歷證書及成績單、邀請推薦人填寫網上
推薦表  （請預先聯繫好相關推薦人）、研究計劃等。

4   提交網上申請
請按指引填寫報名資料及上載報名文件，並於截止日期前提交
網申。

5   繳納報名費用
報名費可透過網上報名系統以電子方式支付。
推免入學/保薦入學申請人：初審通過後可獲豁免報名費。
普通入學申請人：澳門居民為澳門幣500元，非澳門居民為港幣500元。

1   查閱初審結果
申請將由研究生院進行資料完整性審核，如果審核不通過，將
有一次補充提交文件並重新審核的機會，倘若重審仍不通過，
則不可進入院所遴選階段。

2   查閱遴選結果
通過審核的申請人，其申請資料將被轉交至報讀的學院/研究
所進行遴選，獲得遴選者方可參加入學考試。

3   參加入學考試
每一名申請人的入學考試安排均有所不同，所有安排將透過網上
報名系統公佈。

4   查閱錄取結果
大學將於考試後分批次公佈錄取結果（已參加入學考試之申請人
適用）。

5   確認入學及繳費
已獲錄取者，一般會有3~5個工作日繳交學習費用，請務必按
網上報名系統中下載的付款通知書按時繳費。繳費後須上載繳
費憑證以供核查。

6   線上註冊及入學報到
已繳交學費的新生，一般將於2022年7月收到線上註冊通知，
請留意大學最新公佈。

網上報名系統
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報讀碩士學位課程者須具備學士學位／本科學歷，除特別註明外，
本科應屆或往屆畢業生均可報讀。

  報讀博士學位課程者須具備碩士學位（本科直博者除外），除特別
註明外，碩士應屆或往屆畢業生均可報讀。

註： 

1. 碩士學位課程均為全日制課程，正常修讀期為 2年（中醫藥學院碩士學位課程為 2.5
年），最長修讀期為 3年。

2. 博士學位課程均為全日制課程，正常修讀期為 3年，最長修讀期為 6年。

3. 如申請人於報名 /入學期間，未能提交所需的報名 /註冊文件，或提交不實或偽造文
件，將被取消報讀 /入學資格。

報讀要求

澳科大近年來在海內外學術聲譽持續擴大，教學質量、科研水平不斷

提高，除考生人數創下歷史新高外，生源質量也在持續提升。申請研

究生課程的考生中有來自國內外一流高等學府的畢業生。隨著愈來愈

多優秀學子加入，研究生的生源結構在不斷得到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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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申�專頁 各院所�絡方式 官方�信

研�生院
�址:�門科技大學 O座五�研�生院櫃檯
�話:(853) 8897 2262 
��:sgsad@must.edu.mo

會計�
�址:�門科技大學 N座一� N109a室
�話:(853) 8897 2298
��:accountsnew@must.edu.mo

查詢

澳門科技大學從未與任何機構或
個人合作開展招生代理業務。

敬請各位考生注意，凡是任何機構或
個人聲稱代理招生、協助錄取等，
均為虛假行為，切勿上當受騙！

碩士學位課� �士學位課�
酒店管理

國際旅遊管理

工商管理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

管理

公共行政管理

會計

金融

公益與社會組織管理

商業分析學

應用經濟學

供應鏈管理學

傳播學

電影管理

電影製作

設計學

美術學

建築學

互動媒體藝術

法學

法律

國際經濟與商法

刑事司法

國際仲裁

金融犯罪與監管

國際漢語教育

外國語

理學（資訊科技）

應用數學與數據科學

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

中醫學

中藥學

公共衛生學

護理學

環境科學與管理

地球與行星科學

空間大數據分析學

智能技術

旅遊管理

工商管理

管理學

傳播學

電影管理

設計學

美術學

建築學

數字媒體

法學

國際漢語教育

創意寫作

理學

先進網絡

人工智能

中醫學

中藥學

中西醫結合

公共衛生學

藥學

城市與區域經濟

國際關係

歷史學

地球與行星科學

智能科學與系統

嚴正聲明

招生課程

*各課程的簡介及學習計劃詳情，請查閱大學網站學院 /研究所之介紹。
註：倘課程 /專業修讀人數不足，大學可決定取消開辦該課程 /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