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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內容 

•報考情況 

•院校及專業資訊 

(1) 

考試概況 

•報考資格和流程 

•初試和複試安排 

•錄取和入學 

(2) 

報考辦法 

(3)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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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考試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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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考試 

• 本辦負責澳門區的報名及考務工作。 

• 為有志到內地高校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港澳
台地區人士而設。 

• 凡符合報考資格者，均可報名參加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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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總人數 

錄取率 
報名 錄取 

2018 368 184 50.00% 

2017 373 209 56.03% 

2016 334 205 61.38% 

2015註 184 126 68.48% 

2014 299 166 55.52% 

2013 304 196 64.47% 

註：該年度沒有國家行政學院和澳門理工學院合辦的公共管理碩士
（MPA）專業學位研究生課程 

報考情況（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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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年限和學位授予 

• 學習年限： 

– 全日制 碩士：2 至3 年 博士：一般為 3 年 

– 兼讀制 碩士或博士：不超過 5 年 

• 課程學習合格、學位論文答辯獲通過，符合《中華人
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規定者，可獲相應的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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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資訊及招生簡章查閱方法 

http://www.gatzs.com.cn/ “信息網” 

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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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atzs.com.cn/


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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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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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院校與本澳機構合辦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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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辦機構 內地高校 合辦專業 

中西創新學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碩士學位課程   

澳門理工學院 

北京語言大學 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國家行政學院 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學位研究生課程 

上海體育學院 體育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澳門業餘進修中心 

華僑大學 

藝術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體育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建築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建築與土木工程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法律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企業管理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教育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應用心理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華南師範大學 教育技術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武漢大學 圖書館學專業碩士學位課程 

2018年度 



外地院校與本澳機構合辦的課程 

根據第10/2017號法律規定，校本部設在外地的高等院校如擬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開辦高等教育課程，須預先獲行政長官確
認該課程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利，並須公佈於《公報》。而
上表為近年獲許可之部分課程。課程每年均須獲確認方可開
辦，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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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報考辦法 

（詳情請參閱本辦的報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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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資格 
• 報考人所須的身份證明文件： 

– 港澳地區 

 有效的澳門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並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 

 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 台灣地區 

 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 

 並持有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即台胞證 ） 

 或“台灣居民居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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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資格 

• 報考者的學位或同等學歷要求： 

– 碩士學位研究生：須具有學士學位 

– 博士學位研究生：須具有碩士學位 

• 品德良好、身體健康。 

• 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
者書面推薦（得按招生院校要求另行向其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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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流程 

第二階段—確認報名 

12月27日至2019年1月10日 於大學生中心辦理 

第一階段—網上預報名 

12月1至15日 於“信息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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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網上預報名 

• 以實名方式於“信息網” 內進行預報名。 

• 逾期則無法辦理確認報名手續。 

• 因信息填寫錯誤、填報虛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試或錄
取，後果由報考人本人承擔。 

• 只能填報一所院校的一個專業。 

• 須記下報名號、登錄用戶名及密碼，作為日後登入查
閱個人檔案成績、錄取結果及下載准考證時使用。 

 

（12月1至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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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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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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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 

陈大文 

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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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請按照通行證
上的簡體中文
及拼音作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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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00853 6XXX XXXX 

港澳地區可輸入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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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如沒有或忘記可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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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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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澳門考點，
將顯示為M開頭 



第二階段—確認報名 

• 以親臨或委託親友方式，將報名文件及報名費         

（MOP500）交至大學生中心。 

• 本辦並無委託任何機構代理報名事宜，且不接受中介
機構代辦報名。 

（12月27日至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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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地點 

報名地點：大學生中心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68-B號華昌大廈地下B座） 

辦公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11時至晚上8時 

     中午不休息，週一、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可致電83969394預約遞交申請文件 

28 



報名文件 
• 經報考人簽署的“報名信息確認表”。 

• 下列文件之影印本（帶同正本供核對）： 

• 港澳地區—澳門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持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或 

   “港澳居民居住證”  

• 台灣地區—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並持有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或 

    “台灣居民居住證” 

學士、碩士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之文憑（應屆畢業生交
在學證明書正本） 29 



報名文件 

• 委託代辦報名手續聲明書及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和
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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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用 

• 澳門幣500元 

• 不設兌換 

• 所有費用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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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報考藝術類專業須進行網上預報名，並按招生要求向院
校辦理確認報名及參加考試。 

• 持海外教育機構學歷者，如果招生院校有要求，應到中
國留學服務中心辦理學歷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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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試安排 

• 筆試形式進行，安排如下： 

– 2019年4月13及14日（星期六、日） 

– 09:00-12:00、14:30-17:30 

– 考試時間超過3小時的考試科目安排在4月14日 

    09:00-15:00進行 

– 澳門培正中學（高士德大馬路7號） 

• 不獲准考的報考者院校會獨立通知； 

• 自行登入“信息網”打印准考證（3月20日至4月14日）； 

• 考生須知會在初試前兩週公佈。 33 



頁面內容依據最新發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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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試安排 

• 每科考試3小時（個別科目可多於3小時，不超過6小時） 

• 考試科目及分數： 

 

 

 

 

 

 

報考類別 

考試科目 

外國語 

（滿分值） 

業務課 

（滿分值） 

碩士 

會計、圖書情報、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旅遊管理、 

工程管理和審計專業 

一門 

（100分） 

管理類綜合能力
（200分） 

其他專業 
一門 

（100分） 

兩門 

（均為150分） 

博士 - 
一門 

（100分） 

至少兩門 

（均為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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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試安排 

• 2019年5月下旬 

• 名單、時間、地點、內容及方式均由院校確定及通知。 

• 院校將在複試前對報考人的身份信息、學歷（學位）證
書（或國(境)外學歷學位認證書）、報名資料及報考人
資格進行審查，故報考人得按院校要求備妥有關文件。 

• 對不符合規定者，不予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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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和入學 

• 招生院校作綜合評核後，擇優確定錄取名單。 

• 錄取通知書將於2019年6月中旬開始由招生院校寄發。 

• 入學時間（2019年9月）在通知書中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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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日程 
事項 日期 地點 

網上預報名 2018/12/1-15 信息網 

確認報名 2018/12/27-2019/1/10 
高教辦  

大學生中心 

准考證 2019/3/20-2019/4/14 
信息網 

（自行打印） 

初試（筆試） 2019/4/13及14 培正中學 

複試 2019/5下旬 院校通知 

錄取 2019/6上旬 院校、信息網 

錄取通知書 2019/6中旬開始 院校寄發 

入學 2019/9    38 



第三部分：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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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 網址：http://www.gaes.gov.mo/admission/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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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 電話：8396 9394 馮小姐、8396 9390 鄺先生 

• 電郵：smfong@gaes.gov.mo /cikuong@gaes.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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