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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岸四�大学�� 2020

在疫情期间，大学亦迅速组建优秀团队全力抗疫，获特区政府科技攻

关项目资助位列榜首，成为澳门抗疫科技攻关主阵地。

澳科大积极参与国家「嫦娥工程」、「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神

舟 10号」搭载之人参种子研究、「澳科一号」的研究等。

校园文化多元

拥有本澳高校首创且规模最大的学生艺术团队及多个校队。大学

与内地及海外近百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长期

或短期的出国交流机会，每年均有海外学生到大学交流学习。

环球实习机会

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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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遍布全球。

毕业生前景理想

大学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使学生全人发展，具全球竞争优

势。根据大学创业就业发展中心调查统计，大部份学生在毕业前

或毕业时已被知名跨国企业等聘用；部分学生升读世界前 50强大
学。

世界一流学府

大学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大学排
名 2020及 2021”前 300强、“亚洲大学排名 2020”第 32位、“世界
年轻大学排名 2020”第 38位，均为澳门第一；并在上海软科“中
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 2020”名列第 17，已连续六年排名澳门第一。

澳门规模最大

大学建校于 2000 年，发展迅速，为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
学，在校学生人数逾一万四千人，可颁授博士、硕士、学士三级

学位。

课程实用 国际化教学理念
课程结构和科目设置与世界接轨；注重学生中英文双语能力的培

养，培养专业应用型人才。

名师汇聚

大学拥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国际化师资队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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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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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球与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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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十数个科研院所和研究中心。

近年来，大学在国际 SCI和 SSCI的英文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不断增
加，年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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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科学》和《自然》等世界顶尖科学期刊，获得授权

的国际专利达 33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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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项目

艺术 : 舞蹈（如民族舞蹈、街舞、国标标准舞、健美操等）、武术、声乐（如
合唱、美声、民族、爵士、流行、通俗、音乐剧、戏剧等）、西洋乐、中

乐、打击乐、电声乐、主持、其他（如摄影、录像、影视后期、升旗手、平

面设计、社交账号运营与文案等）。

体育 : 球类（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剑击、武术、国标标
准舞、龙舟、辩论、智力运动（电子竞技）等。

特长考生须填写并签署《2021年体育特长生申请表》、《2021年艺术特长生
申请表》连同相关证书、获奖证明扫描成 PDF文件，同时附上生活照电子文
件及个人才艺或参赛记录影像视频文件（mp4、mov等常用格式）等资料，
于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30日）前上传网盘，并将网盘链接以电邮形式发
送至大学艺术团邮箱（艺术特长生申请）：atmust@must.edu.mo或大学校队
邮箱（体育特长生申请）：utmust@must.edu.mo。由文体发展办公室安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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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4.报读中药学、药学、内外全科医学及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学位

课程者应具备高考理科综合 /高考化学科成绩或高中化学水平；

5. 艺术学 -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申请者须持有

2021年省级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

6. 影视制作、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均接受艺术生及普通高考生

报读。

*注意：大学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在内地开展代理招生及录取工
作，所有报名事项均须由申请人自行通过本大学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录取所有信息均直接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发布。

招生对象及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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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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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自主招生，录取不锁档、不提档，不影响其他高校录取。）

重要日期（以大学网站最新公布为准）

2021年
1月 22日 - 3月 5日

网上报名（内外全科医学、艺术学 -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影视
制作和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报读 / 体艺特长生）

5月 13日 - 6月 30日 网上报名（所有课程）

3月 18 - 26日  或  7月 8 - 11日 专业面试（內外全科医学、表演艺术、影视制作学士）※

7月上旬起 分批公布录取结果

9月 1日 开学

※优先安排完成报名手续且成绩达标者面试。

 
注意：考生必须在报名期内登入大学网上报名系统完成报名手续。



录取方式

1. 学士学位课程：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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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药学、药学、内外全科医学及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学位课
程：除达录取方式第 1点要求外，大学优先考虑具备高考理科
综合 /高考化学科成绩者，不具备上述成绩者则参考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化学科成绩；

3. 艺术学 -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学士学位课程：综合参考应
届省级美术类专业统考和艺术类文化课高考成绩，两场考试成

绩均须达省划本科线以上；

4. 影视制作学士学位课程：具备应届省级编导 /摄影类专业统考
成绩的考生，大学综合参考应届省级编导 /摄影类专业统考和
艺术类文化课高考成绩，文化和专业成绩均达省划本科线以上

者优先考虑；不具备上述统考成绩者则综合参考高考成绩及专
业面试表现等；

5. 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具备应届省级表演类专业统考成绩的
考生，大学综合参考应届省级表演类专业统考和艺术类文化课

高考成绩，文化和专业成绩均达省划本科线以上，且通过大学

设置的专业面试者优先考虑；不具备上述统考成绩者则综合参
考高考成绩及专业面试表现等；

费用
1.学费 : 每年港币 110,000～ 125,000元（一般课程）

         每年港币 210,000元（内外全科医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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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膳食套餐费：每年约港币 31,000元（包括住宿
费、床铺费、餐费100套、水电费、网费及洗衣费等）。

4.生活费：生活费由学生自理，每学年约港币30,000元。

备注 :费用每年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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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额多达 250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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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高分段人数众多，奖学金之分数要求将会向上调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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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读课程总人数前 10%、15%、20%、25%、
50%)，可继续享有该项奖学金。在校优秀生可免笔试报读本
校研究生，享优先录取，并有资格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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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科技大学对奖学金的评选及颁发有最终的解释权和
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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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所有课程参考上述要求择优录取，录取分数依不同学院
或课程的要求有所不同。

7. 特长生：高考成绩达省划本科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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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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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录取方式请查阅招生简章的相应章节；

2. 影视制作学士学位课程：择优安排报读的考生参加大学组织的专业面
试；如具省级编导 /摄影类专业统考成绩者，可豁免影视制作学士学位
课程的专业面试；

3. 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择优安排报读的考生参加大学组织的专业面试。



（六年制英文授课）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 位（Bachelor of Medicine & Bachelor of 
Surgery, MBBS）」采用能力导向的医学教育（Competency-based 
Curriculum），根据香港、英、美等地的现代教育模式框架设计，旨在
培养知识、技能、道德修养与专业态度俱备的明日医生。课程合共六

年，包括五年常规课程及一年临床实习。课程涵盖基础科学与人体知

识，进阶至内科、外科、社区与家庭医学、医疗专科至临床见习与实

习等；以整合型课程、单元教学及交互式小组教学来施教。由于课程

的设置与国际接轨，毕业生也可选择到国外继续深造和考取医生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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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高考），高考总
分须达省划本科第一批次或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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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应具有高中化学水平或同等程度，即具有高考理科综合成绩/
高考化学科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化学科成绩。

注意: 在网上报名系统填报志愿时，四个志愿中只有第一志愿
        可以填报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录取方式

1. 面试：参考应届高考成绩达省划本科第一批次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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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通过遴选合资格的考生须按学院要求参加全英文

迷你多站式面试。

2. 录取：综合参考应届高考成绩、专业面试表现、高考理科综合成绩/
高考化学科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化学科成绩等，择优录取；优先
考虑具备高考理科综合/高考化学科成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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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奖学金    
综合参考应届高考成绩及面试表现等条件择优颁发入学奖学金（特等

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及优秀奖学金），最高

可减免首年全额学费、住宿费和获生活津贴。 在学期间成绩能保持校
方认定的标准，最多可连续五年享有奖学金。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课程及面试查询（医学院） 
电话 : (+853) 8897 2415     电邮 : mbbs@must.edu.mo



国际交流
大学在教育课程、学术研究、人才培训、学生交流等领域，已与欧

洲、美洲、澳洲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地区超过 100多所教研机
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大学亦是亚太大学联合会

(AUAP)及国际大学联合会 (IAU)成员。大学为学生提供长期或短期的
出国交流机会，每年均有海外学生到大学交流学习。

就业发展
大学一直重视和支持学生的创业与就业工作，致力拓展毕业生的就业

渠道和就业选择，建立与各大企业友好关系，定时发布各企业招聘讯

息，以及举办校园招聘会，以增强毕业生对就业市场的了解，提高竞

争力和事业发展潜能，这也是澳科大人才培养的重点项目。

服务社会
大学在致力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外，还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为社会服务。

努力在学术研究、政策建议、社会服务等领域产出具创新性、实用性和影

响力的研究成果，成果涵盖社会、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如在疫情爆发

初期，医学院张康讲座教授团队研发的“面向新冠肺炎的全诊疗流程的智能

筛查、诊断与预测系统”，可对大量疑似病例进行快速筛查、辅助诊断和住

院临床分级预警。

校友平台
大学校友遍布全球，不乏于世界各大名校升学或供职于世界 500强企业以
及自主创业的杰出校友。同时，亦有许多校友逐渐成为粤港澳地区社会政

治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澳门科技大学校友会联合总会已在澳门、

广州、深圳、北京、台湾、上海等多地建立了分会，未来还将陆续在校友

主要分布城市和区域建立分会，为广大校友提供坚实温馨的平台。

p 交换生及国际学院学生大使合照

t校园秋季实习就业展 2020

p 国际学院学生赴葡萄牙米尼奥大学交换

p 新冠肺炎 AI影像辅助诊断（CT诊断）界面

t澳科大校友会活动

p 英国牛津剑桥暑期项目



学院 课程 专业 / 范畴 修读年期 授课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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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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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

会计学 
金融学
人力资源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 
国际贸易学
商务管理学

供应链管理学
资讯系统学 
商业分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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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雅学院
商学士 4 中 /英

款待服务管理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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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 法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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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教育部 大学先修班 * 1 中 /英

注意：

1. 色盲和色弱人士不可报读中医学、中药学、内外全科医学、药学、食品与营养科学、艺术学 -艺术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及表演艺术学士学位课程；色盲人士也不可报读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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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报读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学生仅需于报名时选择一个专业，该资料将作为分配专业的参考依据，学生

入学后可按学院要求作最后的专业选择，由学院最终决定。

所有资料以大学最新公布为准，本招生简章的最终解释权归澳门科技大学招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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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处（O2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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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 (+853)  2888-0022 / 2882-5777

电邮 : admission@must.edu.mo

网站 : www.must.edu.mo

01 / 2021

招生处

*大学先修班不设独立招生，在网上报名系统申请本科时可选择报读。

泰晤士高���

世界年轻大学�名 2020   #38
千禧年轻大学�名 2020   #14

�球学科�名 2021 ：
计�机科学 #101-125
�业和经济学  #251-300
临床与健�  #301-400

上海软科 

世界一�学科�名 2020 ：
旅游休闲�理  #51-75
计�机科学与工�  #1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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