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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 年，本澳共有 10 所高等院校，其中 4 所為公立院校，6 所為私立院校，當中有綜合

性教學和研究雙結合的大學，也有偏重實用性的多學科及專科高等院校。 

特區政府繼續貫徹“教育興澳”的指導方針，致力推進高教領域法規和制度的優化，有

序開展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構建和測試工作，並積極協助院校優化設施及提升素質；同時，

持續強化對大專學生的關心和支持，提供多元資訊和創設不同的學習機會，提升學生的綜合

素質。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下稱“高教辦”）在社會文化司的指導和支持下，於 2015 年繼續

積極推進各項工作的展開，當中包括投入資源，協助院校完善教學設施及支持教職人員的專

業發展；進一步促進本澳與中國內地、葡語系國家或地區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構建高等教

育人才資料庫，為政府、院校、以至學生及家長提供重要參考資訊；繼續實施“大專學生學

習用品津貼計劃”，減輕學生就學負擔；透過“澳門大專學生部落”和“大學生中心”，為

學生提供各類資訊和服務；持續舉辦多元化校際活動，組織大專學生前往各地交流學習，並

與相關機構合作，讓學生體驗不同的學習經歷，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 

高教辦於 2012 年開始編製辦公室的年刊，把過去一年的主要工作進行簡略的匯報，目的

是讓社會各界更了解高教辦，並給予寶貴意見，讓工作更臻完善。今年繼續彙整各類資訊，

編成 2015 年《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年刊》，期望社會各界繼續給予支持及指導，讓高教辦能

進一步發揮其功能，促進本澳高等教育穩步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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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教辦簡介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以下簡稱高教辦）於 1992 年成立，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

化司司長轄下專責協調、跟進及發展澳門高等教育事務的部門。主要職責包括： 

 構思本澳高等教育發展及國際化策略並提出建議； 

 協助持續提升高等教育的學術、教學及研究水平及課程和學術活動的素質； 

 支援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並提供意見； 

 協助評核本澳高等教育機構的表現； 

 分析高教領域人員的需求，研究人員制度並訂定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準則； 

 確保高等教育機構所開設課程的教學計劃及大綱等資料得以依法存放及進行登記； 

 協助推廣高等教育領域課程以外的文化活動；  

 促進出版教學及學術著作，協助培養非教學人員； 

 協助報讀高等教育課程並提供就學的支持； 

 協調、鼓勵和支持本地、區域及國際在高等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並促進相關協議及

協定書的訂定； 

 組織及更新有關高等教育課程、院校人員及學生的資料庫及進行相關統計； 

 開展識別急需人才培訓範疇的研究，發佈具高等教育學歷人士的就業及從事專業工作

的資訊； 

 訂定及發佈高等教育學歷審查方面的標準或指引，提供技術及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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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扶助學生學習成才 

 
為協助學生進行升學選擇，進而按照自己的志向和特長規劃人生路向，高教辦採用了多

樣化的方式，向學生傳遞升學資訊。同時，高教辦亦在就學方面提供支持，包括跟進特區政

府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的登記及發放工作，亦持續調整研究生獎學金的發放類別、名額及

金額，並著手整合各公共部門的獎、助、貸學金資訊。此外，高教辦亦不斷優化其服務及設

施，發揮大學生中心的多元功能，持續強化與學生溝通的網上平台，藉以向學生提供更適切

的協助。 

 
1. 提供豐富的升學資訊： 

舉辦不同主題的升學活動 

為協助學生了解不同地區的升學資訊，有利於選擇適合自己的升學路向，進而為人生道

路進行規劃，高教辦每年均開展多場升學講座，邀請不同國家的使領館人員、各地高校的代

表、以至正在各地高校就讀的學長、學姐等，介紹各地升學條件、手續、費用、學科優勢等

重要資訊，分享學習生活，講解注意事項。2015 年，相關的活動包括系列的各地升學資訊及

公開試講解會、校友分享會、保送生考前輔導講座等，相關詳情可參閱附錄 1。 

  
 “摯”在分享－校友分享會 各地升學資訊及公開試講解會 

  
 保送生考前輔導講座 科英布拉大學升學講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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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澳門大專學生輔導服務規劃探索研究 

為進一步探討本澳大專院校學生發展及輔導支援服務的現況與未來規劃，以配合本澳高

等教育的發展，制訂整全的大專學生輔導服務藍圖，高教辦委託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進行

“澳門大專學生輔導服務規劃探索研究”。 

高教辦領導及工作人員於 3 月至 4 月期間走訪本澳 7 所高校，並與相關代表就學生事務

的整體工作及未來規劃作意見交流與分享。期間，各院校及高教辦代表亦就危機事件處理機

制、相關培訓，以及心理輔導方面的督導人員需求交換意見。為此，高教辦於 9 月 7 日召開

第一次“澳門大專院校跨部門危機事故小組”會議，並邀請了本澳 10 所院校、衛生局、社會

工作局、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及消防局等代表出席，以便就日後相關的聯絡安排取得共

識。 

  

協助推廣外地的獎學金資訊 

為讓學生能接觸到更多外地升學獎學金的資料，高教辦協助發放其他海外獎學金的資訊，

除上載至高教辦網頁及大專學生部落外，亦會將訊息發送予本澳各中學及高等院校，藉此加

強推廣。2015 年協助發佈的獎學金資訊包括： 

美國 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學士學位課程獎學金 

汶萊 汶萊政府 2016/2017 學年獎學金 

日本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本科生獎學金及研究生獎學金 

土耳其 土耳其語暑期班奬學金計劃、土耳其碩士學位課程獎學金 

中國香港 香港教育大學（前香港教育學院）學士學位課程獎學金 
 

 

2. 為學生繼續升學提供支持 

續推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 

為體現特區政府對大專院校學生的重視和關心，支持大專學生購買書籍、參考資料等學

習用品，特區政府於 2014/2015 學年繼續實施“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貼”，並優化了登記及

發放津貼的相關流程。經評審，2014/2015 學年符合發放津貼的人數有 32,686 人，發放金額

為澳門幣 98,058,000 元。前十位升學國家或地區人數統計如下： 

升學國家或地區 升學人數 

中國澳門 16,395 

中國內地 6,653 

中國台灣 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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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國家或地區 升學人數 

中國香港 2,286 

英國 815 

美國 785 

澳洲 462 

加拿大 327 

葡國 278 

瑞士 79 

 

處理研究生獎學金的申請及發放工作 

高教辦自 2004 年起開始協助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處理研究生課程獎學金的申請

及發放工作。本澳研究生奬學金自 2014/2015 學年開始每年分兩期發放；於 2015 年新發及續

發的奬學金獲奬者共 337 名，發放金額共澳門幣 13,644,500 元。 

另外，高教辦分別與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及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簽署《關於發放研究生奬學金的合作協議書》，透過向內地優秀學生，以及國家民委直屬的六

所高等院校之應屆高等教育課程畢業生發放奬學金，以支持其來澳升讀碩士研究生課程。 

 
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與內地研究生獎學金獲獎者合照 

 

跟進各公共部門獎助貸學金的服務平台 

為具體落實施政方針中提及有關“探討整合各項面向大專學生奬助貸學金的較合適和可

行方案，更有效地發揮鼓勵和支持居民繼續深造的作用”之內容，高教辦在完成第一階段構

建專門資訊平台的工作後，隨即開展第二階段對各類奬助貸學金的法規、章程及申請表等資

料進行分析的工作，並從申請方面著手研究整合和優化的可行方案──構建各公共部門奬助

貸學金的“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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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續辦考試為學生報考內地高校提供便利 

為協助有意升讀內地高校本科課程的市民，高教辦受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的委託，

每年在本澳開展招收港澳台地區學生及本澳保送生的澳門區報名及考試工作。 

為方便市民，近年已對相關報考手續進行了優化，市民可在完成網上報名後，預約辦理

服務，而報名安排在大學生中心進行。此外，亦適時更新了相關網頁的手續指南及考試資訊，

以供市民了解有關報名、准考及錄取等更多考試細節。 

考試情況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

招收澳門保送生考試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

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

學生考試（澳門區） 

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 
課程考試（澳門區） 

考試日期 2015 年 1 月 24 日 
2015 年 5 月 23 日 

及 5 月 24 日 
2015 年 4 月 11 日及 

4 月 12 日 

考試地點 教業中學 澳門培正中學 澳門培正中學 

獲錄取 
學生人數 

361 185 
126 

（博士 20、碩士 106）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澳門保送生考試”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 

 分享會 學生考試（澳門區） 

此外，為加強本澳中學畢業生及市民對內地高等教育情況的了解，高教辦於 1 月 23 日至

25日期間邀請內地高校代表團來澳訪問並參加由高教辦及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聯合舉辦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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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地高等教育聯展”。同時，為了加強訪問團對本澳中學的認識及了解，高教辦特意安排

了訪問團於 1 月 22 日分組參訪了本澳 8 所中學。 

 
 

4. 持續完善面向學生的設施及服務平台： 

大學生中心 

大學生中心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多元化的活動空間，讓其發揮才能。自中心啓用以來，該

中心舉辦了多項不同主題的升學與就業準備活動，同時積極蒐集有關資料以便向學生提供相

關資訊。該中心也提供辦理報名及文件申領服務，亦支持學生社團開展會務及提供場地設施

借用服務。此外，透過招募及賦權義工承擔特定工作和籌辦活動，在實踐過程中提升義工組

成員的綜合素質。 

2015 年，該中心的設計基調主題為“拓闊視野”，目的是鼓勵大專學生透過不同形式的

溝通，分享自己所見所聞，達至互相學習、誘發思考的目的。2015 年，共吸引了 10,872 人次

使用中心服務，其中大專學生佔 59.39%。 

為更有效提供辦理各升學考試及高教辦活動報名或申領文件服務，高教辦於 2015 年 1 月

起，延長中心對外開放時間為星期二至六，上午 11 時至晚上 8 時。有關該中心的詳情，可瀏

覽以下網址：http://www.gaes.gov.mo/big5/cees/。 

  
 

升學資訊網推陳出新 

高等教育升學資訊網讓學生更便利地查找及掌握所需之升學及就業相關資訊，並一直持

續更新及豐富網頁資料，有關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gaes.gov.mo/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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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專學生部落粉絲專頁及手機應用程式 

為加強與澳門大專學生的

交流和溝通，讓大專學生可以

更方便及迅速地接收最新之高

等教育及高教辦資訊，“澳門

大專學生部落 Student Blog”臉

書粉絲專頁（Facebook Fan Page）

於 4 月 17 日正式開通，吸引約

2,900 人讚好。 

此外，為更好利用互聯網及

智能手機日益普及的趨勢，並

配合學生的溝通模式，部落分

階段進行網頁及手機APP優化。

第一階段手機應用程式之優化

已於 10 月完成，包括新增日程

表、收聽網上對話功能及活動

報名等功能。而網頁版面優化

包括新增社交網頁分享功能、

資訊按年份分類、加入搜索功

能、電郵分類查詢、升學諮詢

站加入分類搜索功能等。 

   
 iOS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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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優秀人才的培育工作，為社會賴以持續發展和不斷進步提供重要的動力來源。高教辦關

心和支持大專學生的健康成長，並致力透過開展不同的活動，拓展他們的眼界，體驗不同的

文化，提升語言能力，鍛煉團隊精神……藉着不同的學習經歷，讓大專學生的各方面能力均得

到綜合提升，獲得較全面的發展。 

 
1. 為學生創設不同的學習體驗： 

撲滿人生─澳門大專學生豐盛暑假系列活動 

高教辦推出了“撲滿人生─澳門大專學生豐盛暑假系列活動”，期望透過語言學習、文

化體驗及國情教育等範疇的多元暑期活動，豐富大專學生的人生閱歷，為日後豐盛人生奠定

良好的基礎，系列活動包括以下幾項： 

活動類型 項目名稱 舉行日期 參與人數 

語言學習 

擁“普”北京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8 日 18 

澳洲英語培訓之旅 
2015 年 7 月 18 日 

至 8 月 22 日 24 

葡語達人－ 

葡萄牙夏令營 
2015 年 7 月及 8 月 99（赴葡人數） 

文化體驗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5 日 135 
（包括 22 名本澳學生） 

國情教育 
尋根之旅“浙江”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 38 

探索“河南” 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26 日 40 

註：有關各項活動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 2。 

 

  
 學生於北京語言大學體驗京劇文化課程 學生參加“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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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參加“葡語達人－葡萄牙夏令營” 學生參加“澳洲英語培訓之旅” 

  
 “尋根之旅”學生展示書法 學生“探索”河南 

 

澳門優秀大專學生歐盟交流訪問活動 

在澳門駐布魯塞爾歐盟經濟貿易辦事處協助下，高教辦於 6 月 13 日再次組織澳門優秀學

生前往比利時進行為期 7 天的交流訪問。是次交流活動吸引了 66 名學生報名，經甄選後，共

挑選出 20 名優秀學生前往比利時；

在出發之前，參與者被安排接受由歐

洲研究學會舉辦之預備課程，加強學

生對歐盟概況的了解。  

在活動期間，學生獲安排前往比

利時布魯塞爾參觀歐盟總部，與歐盟

人員進行座談，還拜訪了歐洲學院及

禮賓與外交國際學校。 

 

劍橋學習體驗之旅 

為了讓學生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了解旅遊、科技等產業的發展趨勢，啟發學生多角度學習

及思考，拓闊視野，提升綜合能力，高教辦於 2015 年首次舉辦“劍橋學習體驗之旅”，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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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展協會承辦。活動與撲滿人生─澳門大專學

生豐盛暑假系列活動一同進行報名，吸引 142

人次報名，經甄選，共挑選出 20名學生於 8月

3 日至 17 日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參加專題課程、

語言課程及系列講座，並參觀當地著名企業以及

遊覽當地歷史文化景點。 

 

 

代辦代辦代辦代辦國際學生證國際學生證國際學生證國際學生證 

為鼓勵學生到外地

增廣見聞，體驗不同地

區的文化風俗，拓寬國

際視野，高教辦於 8 至

10 月期間推出澳門大專

生國際學生證計劃，為

學生代辦國際學生證，以便他們在世界各地均能享受相關的學生優惠。2015年共有 4,105名

學生成功申請，其中 3,750名為本澳高校學生，355名為澳門以外地區升學的澳門大專學生。 

 

 

2. 開展豐富的開展豐富的開展豐富的開展豐富的餘暇活動餘暇活動餘暇活動餘暇活動促進學生多元發展促進學生多元發展促進學生多元發展促進學生多元發展：：：： 

高校籃球賽高校籃球賽高校籃球賽高校籃球賽 

“澳門高校籃球賽──2015”於 2月至 3月期間舉行，男子組共有 7所高校參加，包括

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

及澳門科技大學；女子組參賽隊伍共有 6 支，分別是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

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其中，旅遊學院及澳門城市大學更是首次派女

子隊參賽。決賽及頒奬禮於 3月 22日假澳門大學澳大綜合體育館舉行，並吸引約 500名觀眾 

 



 

到場觀賞。相關獲獎名單見附錄 3。 

 

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 

“第十一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於 3 月上旬截止投稿，並於 5 月舉行頒獎禮。

比賽設評論類及詩歌類，共收到來自中國內地、澳門、香港、台灣及荷蘭等國家／地區升學

的澳門學生提交之 306 份參賽作品，其中評論類作品 136 份，詩歌類作品 170 份，參賽作品

數目是歷屆之最。相關獲獎名單見附錄 4。 

 
 

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 

“第十三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於 10 至 11 月期間舉行，賽事分廣州話組、普

通話組及英語組。廣州話組及普通話組賽事由澳門演辯文化協會承辦，分別有 6 所及 4 所高

等院校參加，並於 11 月 7 日及 8 日假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準決賽及決賽；而英語組賽事

則由澳門英語辯論協會承辦，共有 5 所高等院校參加，並於 10 月 24 日及 25 日假澳門大學學

生活動中心舉行初賽及決賽。相關獲獎名單見附錄 5。 

  

 英語組辯論比賽 廣州話組 / 普通話組辯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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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高校普通話辯論賽 

高教辦支持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第十二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普通

話組）之冠軍隊伍－澳門理工學院普通話辯論隊，於 9 月 20 日赴港參加“2015 年粵港澳高

校普通話辯論賽”。比賽隊伍分別來自南方醫科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賽事

進行了三場辯論賽，賽果如下： 

奬項 獲奬院校 

冠軍 南方醫科大學 

亞軍 香港中文大學 

季軍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理工學院中國和亞洲區高校葡語辯論賽 

為加強中國內地、亞洲區及本澳的高等院校學生的學術交流，同時提高學生的邏輯思考

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及分析能力，由高教辦及澳門理工學院合辦之“第六屆澳門理工學院中

國和亞洲區高校葡語辯論賽”於 11 月 25 日及 26 日舉行，賽事共有 11 所高等院校參加，分

別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吉林華

僑外國語學院、四川外國語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河內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

澳門科技大學。賽果如下： 

奬項 獲奬院校 

冠軍 北京外國語大學 

亞軍 澳門大學 

季軍 上海外國語大學 

 

多媒體軟件技能比賽及網絡技能競賽 

為提升學生在應用設計軟件方面的技能，並配合澳門發展創意產業的策略，高教辦與澳

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合辦“第二屆澳門學生多媒體設計軟件技能比賽（大專組）”及挑

選優勝者參與 2015 年“全球 Adobe 多媒體軟件技能大賽”的活動。 

活動對象為持澳門居民身份證，15 至 22 歲高等院校學生，活動勝出者張慧霖同學於 8

月代表澳門赴美國德州參與 2015 年“全球 Adobe 多媒體軟件技能大賽”。 

另外，為港澳兩地學生提供網絡技術方面的競技及交流平台，思科系統（香港）有限公

司（Cisco Systems Hong Kong, Ltd.）、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香港資訊科技教

育領袖協會（AiTLE）、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香港培正專業書院（Pui Ching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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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CPTTM）及高教辦聯合主辦“2015 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

（大專組）賽事，對象為全澳大專學生，活動勝出者吳翠妍同學於 9 月代表澳門參加在香港

舉行的思科網絡技能世界大賽 2015，與全球網絡菁英競技，最後更勇奪該大賽第一名。 

  
 

第十四屆全澳英語演講大賽暨 

第二十一屆“21 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澳門分區賽 

爲鼓勵各界人士學習和掌握英語，促進英語教學，提高全

澳英語水平，高教辦協助澳門理工學院向大專生宣傳第十四屆

全澳英語演講大賽暨第二十一屆“21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大

賽澳門分區賽。賽事分為小學初級組、小學高級組、初中組、

高中組、大學組及公開組；大學組共有 10 名來自本澳大專院校

之學生晉身於 11 月 14 日至 15 日假澳門理工學院禮堂進行之決

賽，賽果如下： 

賽事 奬項 獲奬學生 

大 
學 
組 

冠軍 Abuan Romina Eloisa Manabat 
（澳門大學） 

亞軍 Insigne Bianca Margarita Vega 
（澳門大學） 

季軍 
張佩穎 

（澳門理工學院） 

最佳即席演講 Abuan Romina Eloisa Manabat 
（澳門大學） 

最具幽默奬 Insigne Bianca Margarita Vega 
（澳門大學） 

最佳風度獎 
張佩穎 

（澳門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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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生活動 

高教辦亦會不定期舉辦或協辦一些特定主題的活動，2015 年的有關活動包括電影欣賞、

分享會、賽車活動宣傳及門票派發等，相關詳情可參閱附錄 6。 

 
 
3. 支持大專學生自行籌組活動 

藉着提供適當資助，鼓勵大專學生及其社團組織各類活動，透過相關的構思、籌劃、組

織、聯繫、執行、總結等過程，讓大專學生獲得領導和被領導的寶貴經驗，提升多方面的綜

合能力，促進全面發展。 

2015 年“高校學生活動資助計劃” 

這項資助計劃包括“高校學生社團年度活動資助”及“特別專項資助”兩部分，藉以重

點鼓勵大專學生服務社會，發揮所長，增廣見聞，並更深入地了解本澳的法制體系。 

2015 年，“高校學生社團年度活動資助”共資助 25 個高校學生社團舉辦 350 個活動，

最後共有 299 個活動順利舉行，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281 萬元。“特別專項資助”共資助 16 

  

 高校學生活動資助計劃說明會 第三屆兩岸四地青年論壇 

  （北京大學澳門文化交流協會） 

  

 赴港升學活動 哈爾濱體育學院交流活動 

 （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 （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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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高校學生社團及 21 個民間團體的 78 個以“義務工作”、“專業實踐”、“擴闊視野”及

“知法普法”為主題的範疇項目，共有 72 個活動順利舉行，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299 萬元。 

 

推動大專學生學習基本法 

為讓紀念及推廣活動深入校園，推動大專學生學習基本法，提升大專生的法制意識和對

“一國兩制”的理解，攜手“知法普法”，高教辦繼續透過“特別專項資助”，資助高校學

生社團及民間團體舉辦相關主題的大專學生活動。 

  
第三屆法律知識大比拼（澳門大學學生會法學院學生會） 

 
“普法校園”夜間定向體驗（中國澳門定向總會） 

 

個別單次資助 

除年度性質活動外，高教辦亦接受個別活動的資助申請。2015 年，共資助了 11 個民間

團體及 18 個高校學生社團所舉辦的 37 個大專學生活動，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66 萬元。另外，

亦資助 4 名學生前赴加拿大、美國及香港參加研討會及活動，實際資助達澳門幣 2.6 萬元。 

自 2015 年起，新增以個別單次形式，資助相關團體舉辦大型的升學就業輔導活動，合共

資助了 2 個民間團體舉辦 3 個相關活動，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1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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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見大專學生社團了解需要 

透過每年分批約見大專學生社團，加強各學生社團與高教辦的溝通，並讓彼此就大專學

生事務交換意見，並進一步了解學生及其社團的

需要，推動社團的會務發展。 

2015年，高教辦分別接待了 11個本地社團，

包括澳門大學學生會、澳門大學研究生會、澳門

大學研究生會（青年國際問題研究會）、澳門理

工學院學生會、澳門城市大學研究生會、澳門高

校內地學生聯合會、北京（高校）澳門學生聯合

會、澳門學生事務協會、澳門國際精英會、中華

民族團結促進會及澳門大學校友會。 

 
 

5. 接待西北民族大學來澳交流訪問 

高教辦邀請西北民族大學師生來澳進行交流訪問，交流團一行 40 人於 12 月 12 日至 16

日來澳參加專題工作坊及系列參訪活動，包括參觀遊覽澳門大學住宿式書院、大學生中心、

澳門博物館、塔石藝文館、望德堂創意園區及龍環葡韻等，以加深對澳門的認識，體驗中葡

文化交融之美。此外，交流團在澳期間，安排 2014 年曾參與“從甘肅出發”的澳門學生陪同

遊覽澳門，進一步促進彼此的交流與聯繫。 

 

  

澳門城市大學研究生會與高教辦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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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協助學生規劃職涯 

 
為協助澳門大專學生了解不同專業範疇在澳門的發展前景、從業資格、工作條件，以至

實際工作情況，高教辦透過多種形式，向學生傳達有關就業的資訊，並積極為大專學生創設

實習機會，讓學生將所學與實務相結合，從而累積社會經驗及拓展人際網絡，協助其規劃自

身的發展路向，並為將來投身社會作好準備。 

 

走在“職”前─職前輔導工作坊 

為加強準大學畢業生了解現時的就業形勢，同時掌握撰寫履歷表及面試的技巧，高教辦

於 2 月 16 日及 3 月 2 日在大學生中心首次舉辦“走在‘職’前－職前輔導工作坊”，並邀請

到行政公職局、勞工事務局及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代表為在場大專學生講解公共部門的招

聘程序、私人機構的求職情況和注意事項、履歷表撰寫及面試技巧，還設有模擬面試環節。

活動共吸引 85 人出席。 

  

 

大專學生網上對話系列活動 

為進一步加強大專學生對本澳不同領域的發展前景和政策方向的了解，高教辦於 2015 年

繼續透過澳門大專學生部落的網上聊天室，舉辦“大專學生網上對話系列活動”。資料如下： 

日期 嘉賓 主題 

4 月 8 日 
文化產業基金行政委員會 

梁慶庭主席 
分享“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與你” 

7 月 22 日 社會工作局容光耀局長 分享澳門社會服務的多元發展 

11 月 17 日 體育發展局戴祖義局長 分享澳門體育範疇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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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系列分享會 

為提升大專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知並了解其重要性，以便因應自己的特長和志趣，及早

作出適當的就業規劃，高教辦於 7 月舉行了 7 場“敢夢敢創－生涯規劃系列分享會”，主題

為“我愛文創－創作天空無邊界”、“我愛文創－《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

“夢想引航－打開成功錦囊”、“創業解碼－創業路是這樣開始的”，以及“你創業，我支

持！－《青年創業援助計劃》及受惠企業分享”，先後邀請了文化局及經濟局的代表詳細介

紹，系列活動共吸引了 173 人次參加。 

  

 

專業認證介紹會 

為讓學生更深入地了解不同專業的認證情況，高教辦於 8 月至 9 月期間舉辦“專業認證

介紹會”大學生及中學生專場，邀請了衛生局、社會工作局及澳門律師公會代表介紹澳門現

時有關醫生、藥劑、社工及法律專業之申請手續、認證情況等，共吸引約 988 人參加。 

  

 

“你”想前途－澳門大專學生實習計劃 

為向學生提供實習機會，讓其把學習成果應用於實際的工作當中，累積經驗，並親身體

驗工作環境，建立人際脈絡，高教辦於 2015 年繼續舉辦暑期實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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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除向學生提供本地及內地實習外，還

首次增設澳洲實習機會；是次活動由普萊德創新

教育與訓練承辦，於 7 月 13 日至 8 月 28 日期

間前往澳洲悉尼、布里斯本、墨爾本或黃金海岸

其中一個城市進行為期 6 星期之實習，涵蓋的專

業範疇包括城市規劃、醫學管理、藥劑、環境學

及工程學等。 

“本地實習”由澳門中華青年工商聯會及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承辦，分別於 7 月

及 8 月組織學生到本澳不同企業進行為期四星期之實習，專業範疇包括英文專業、心理、設

計、金融及投資、市場學、旅遊會展、影視製作等。 

  

“內地實習”則由湖南省青年聯合會主辦，高教辦協助組織學生於 7 月 2 日至 31 日參加

“2015 年兩岸四地大學生暑期湖南實習計劃”，專業範疇包括管理、資訊工程、教育及醫護

等。學生被安排到湖南當地企業實習外，還可與三地學生進行交流，以及進行文化體驗等。  

 

續辦創業計劃大賽助學生實現夢想 

由高教辦與澳門創新科技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合辦之“澳

門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業計劃大

賽”成功協助部份獲獎隊伍將

其創業計劃付諸實踐。2015年，

賽事共有來自中國內地、澳門、

台灣、英國的 30 支隊伍參加，

在比賽前，澳門創新科技中心

先舉行工作坊，教導參賽學生

如何組成隊伍及撰寫創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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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邀請嘉賓分享經驗，頒奬禮於 8 月 17 日進行。 

獎項 冠軍獎 亞軍獎 季軍獎 

隊名 Innovations Engineering Leave a Leaf 澳視群雄 

院校 香港公開大學 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 

隊員 羅國池 
詹志煒、周紀寧、任潔

慧、蘇星宇、李詠珊 
龍澤昇、陳旻琦 

計劃書簡介 

開發一套基於 Android
平台的藍牙停車場泊車

導航系統及室內定位 
系統。 

地點回憶記錄應用程

式。 

提供服務產品為智慧型

運輸系統，產品為“公

車動態系統”，主要是

裝置在公共汽車上，透

過先進偵測通訊及控制

技術，讓乘車人透過

“多路線智慧型站牌”

來了解其巴士到達時

間，可提升節省等車之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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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積極推動高教發展 

 
完善的高教制度是推動本澳高教發展的重要基礎，高教辦持續推進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

相關法規的立法進程，讓本澳相關制度更能配合世界高教的發展趨勢，亦更合適地符合本澳

院校的發展需要。與此同時，高教辦亦積極促進高教領域的合作，協助院校的發展及教職人

員的專業成長，力求推動本澳高等教育的優化。 

 
1. 積極推進高教法規的建設： 

為促進本澳高等教育的穩步發展，特區政

府系統地完善相關法規制度的建設，高教辦一

直積極推動修訂《高等教育制度》法律，有關

法案於2015年2月12日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

並將由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討 

論。截至 2015 年 12 月高教辦與立法會法律顧

問團舉行共 11 次技術工作會議，及與立法會第

二常設委員會舉行共兩次會議，討論法案內容，

爭取儘快完成立法進程。 

《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系列相關法規的

修訂，將可保障公共資源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投放，進一步加強高等院校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同時，亦會設立學分制度及評鑑制度，以利於學生的流動、院校的對外合作，以至其素質的

保障與持續提升，從而推動本澳高等教育穩步向前發展。此外，高教辦亦有序進行包括高等

教育基金、高等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規章、高等教育評鑑制度、高等教育學分制等一系列

配套法規的草擬工作。 

 
 
2. 構建高等院校交流平台： 

教育部與澳門高等院校校長座談會 

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長於 10

月率團來澳訪問期間，高教辦

協調安排澳門大學、澳門理工

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

學、澳門城市大學及聖若瑟大

學六所高校校長，與杜副部長 

 

《高等教育制度》法律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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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及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代表，舉行澳門高校校長座談

會，就“快速發展的澳門高等

教育如何為澳門的繁榮發展，

長治久安作出新的貢獻”議 

題，交換彼此意見。 

 

 

 

組織本澳高等院校領導會議 

高教辦與本澳 10 所高等院

校設有定期會議的機制，於 3

月組織了相關聯席會議。會上

介紹了 2014/2015 學年高等教

育統計、大專學生學習用品津

貼發放情況及相關統計數據，

以及 2014 年澳門大專學生畢業

後追蹤調查統計資訊；報告《高

等教育制度》進度及澳門高教

評鑑制度進展情況；並就推動

本澳高校性別公平和防止性騷

擾的相應措施或機制進行討論。 

 

支持“培養中葡雙語人才工作小組”開展工作 

高教辦於 2015 年持續協調培養中葡雙語人才工作小組的相關工作。在小組會議中，共識

結合各院校力量，共同出版中文版葡語教科書及共同編匯中葡雙語辭典；加強學生培訓及交

流，加強學生葡語學習成效；開展更多其他專業學科的葡語課程，以培訓各專業的雙語人才；

此外，加強葡語教師培訓工作，提升教師教學水平，並加強與鄰近地區（如內地）合作，為

相關地區提供教師培訓。小組將研究如何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培訓更多中葡

雙語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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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的發展 

為配合澳門高等院校圖書

館之間的合作發展，高教辦協

調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

旅遊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

學校、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

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

門科技大學、澳門管理學院等 9

所高等院校組成了澳門高校圖

書館聯盟，並以“共建、共購、

共享、共用”為理念，透過各

高等院校圖書館之間資源和資

訊的共享，發揮現有資源的最

大成效。 

聯盟將聯合採購之 14 個資

料庫連結上載於“澳門高校圖

書館聯盟電子資源中心”，並

完成澳門高校聯合目錄測試 

版，作為開發第二階段圖書館

代借代還系統之基礎，以及正

式啟動學位論文呈繳系統開發

工作。此外，聯盟於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組織“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澳洲參訪團”，前往

澳洲交流訪問，與當地高校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及相關高校圖書館聯盟交流，收獲甚豐。 

 

協調院校組成“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 

為持續完善高校性別平等及防治性騷擾的相關機制及措施，本澳十所高校於 9 月正式組

成“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委員會正開展草擬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促進委

員會政策框架、校園性騷擾事件的處理程序框架及委員會短期培訓計劃的工作，將持續完善

相關政策框架。 

另外，高教辦於11月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張妙清副校長及羅文鈺教授來澳舉行“Seminar 

on Combating Sexual Harassment: Concept, Policies and Practices”，介紹香港有關性騷擾的定義

及其對個人和組織的影響，並分享香港在建立相關防治政策及處理相關事件之機制，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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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及負責相關事務之高校教職人員對此有更深入了解。 

 
 

協辦“在線教育與大數據合作研討會” 

高教辦於 3 月協辦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在線

教育與大數據合作研討會”。會議邀請了麻省理工學院資深教授 Chris Terman 及 Steve Ward

分享在線教育平台和大數據之最新發展情況，題為“See One, Do One, Teach One”及

“Algorithmic Education”。會議合共邀請來自本澳 9 所高校、香港中文大學及本澳成人教育

機構超過 80 人參加，成效良好。 

  
 

協調院校組織聯合入學考試 

為減輕學生奔波不同入學考試的負擔，並回應教育界、學生及家長多年來的訴求，

現時已涵蓋本地大部分考生的四所高等院校（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

澳門科技大學）於 2012 年組成籌備小組，開展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下稱“四

校聯考”）的籌劃工作。籌備小組按計劃有序開展“四校聯考”的工作，定期舉行

會議，以協商方式就項目取得共識，共同推進有關考試，考試將於 2017 年起實施，

每年 4 月舉行，四校亦邀請高教辦協助推行，提供行政支援。 
 

為推進聯考的宣傳工作，由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學代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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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籌備小組與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代表會面，介紹了聯考方案

及交換意見，而四校代表到各中學舉行的“中學介紹會”情況亦已製作成影片，並於四校及

高教辦網頁發佈，讓市民清楚聯考相關的安排。此外，高教辦亦將“四校聯考 2017”的相關

資料發送至全澳 44 所中學、相關政府部門、教育團體、青年社團及中心，以讓學生、家長、

教師及社會各界更了解聯考的

情況。 

四校聯考相關人員於 7 月

前往香港考察，拜訪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了解該局網上閱卷系統

及評核工作情況，交換相關工作

經驗。 

“四校聯考”知多些 

“四校聯考”並不是統考，統考是對基礎教育的全面評估，是完成高中畢業的標準；

而“四校聯考”則為檢視學生是否有能力入讀本澳四所高等院校（澳門大學、澳門

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學）的評估；“四校聯考”聯合了四所高等院校

入學考試其中四科（中文、英文、數學及葡文）的考試科目及考核內容，考生毋須

報考全部四科，可因應擬報考的院校和學科要求，選擇報考當中的部分科目；而四

科以外的考試科目，則由院校各自安排。 

 
“四校聯考”並非唯一的錄取方式，各院校在錄取過程中除了審視考生的考試成績

外，亦會因應各院校自身特色和所報讀課程的要求，加入其他考慮因素，以作綜合

考量。 

 
中學生不一定要參加“四校聯考”，學生的考試成績與中學畢業無關，不影響學生

參加“四校聯考”院校以外本地其他院校的入學考試，也不影響學生到外地升學。 

 
“四校聯考”沒有設定考試分數線，因此並不存在合格或不合格成績的標準。考生

的考試成績只供院校進行甄選和錄取之用，考生的個人成績及各校的平均分等統計

資料並不會對外公佈。錄取的程序及標準，仍依照現時的做法，由四所院校根據各

自訂立的收生標準進行錄取。 

 
“四校聯考”不會作出中央分配。學生填報志願時，仍依照現時向院校報名填報志

願的方法，有關的注意事項，可參考擬報考院校的學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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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對外推廣及尋覓合作機會積極對外推廣及尋覓合作機會積極對外推廣及尋覓合作機會積極對外推廣及尋覓合作機會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高校領導高校領導高校領導高校領導前前前前往往往往葡萄牙及德國進行葡萄牙及德國進行葡萄牙及德國進行葡萄牙及德國進行訪問交流訪問交流訪問交流訪問交流 

為加強本澳高等院校領導對葡萄牙及德國兩地高等教育發展情況之認識，促進本澳與兩

地高等院校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高教辦於 12 月中旬組織本澳 9 所高等院校領導前往當地進行

訪問交流。訪問團透過與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及法蘭克福金融與管理學校的代表會面，

了解更多有關德國職業教育的特色及經驗，為本澳未來高等院校開展職業教育工作奠定基礎，

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此外，高教辦拜訪了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並與該委員會共同簽署“澳門高

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與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之活動發展協議聲明書”，以進一步推

動澳葡兩地高等院校在中葡雙語人才、學歷認可、科研，以及師生流動等方面的合作。 

  

 訪問團參訪法蘭克福金融與管理學校 高教辦拜訪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 

 

協辦協辦協辦協辦““““第五屆江蘇第五屆江蘇第五屆江蘇第五屆江蘇－－－－澳門澳門澳門澳門．．．．葡語國家葡語國家葡語國家葡語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合作推進會會會會””””    

高教辦協助江蘇省人民政

府港澳事務辦公室，邀請本澳

高等教育機構代表於 10 月下旬

前往江蘇參訪，以及參加“江

蘇－澳門．葡語國家高等教育

國際合作推進小組第一次工作

會議”。會議約 50 人參加，參

加單位包括中國、葡萄牙、巴

西及莫桑比克 4 個國家共 23 所

院校及教育機構代表，當中包括本澳 6 所高等院校及 2 所葡語教育機構代表。會議促進了江

蘇與澳門及葡語國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部份與會代表於會上簽訂了合作協議，進

一步建立穩固的合作交流機制。 



 

組織澳門高等院校參加國際教育展 

高教辦於 3 月組織本澳 5 所高校（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學

及澳門城市大學）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屆中國國際教育巡迴展”，向內地學生介紹

澳門高等教育概況，讓其掌握澳門高校的招生訊息。 

另外，高教辦亦於同月組織本澳 4 所高校（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及澳門

科技大學）赴台北參加“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讓當地學生和家長了解本澳高

等教育概況。 

  
 高教辦組團參加“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 參加北京“第二十屆中國國際教育巡迴展” 

 

籌辦國際高等教育升學博覽會 

為向本澳及泛珠三角地區有志繼續升學的

學生及其家長提供一個了解本澳以至世界各地

教育及升學資訊的平台，高教辦與澳門威尼斯人

於 3 月 13 至 15 日聯合舉辦“國際高等教育升

學博覽會”，是次博覽會設有約 110 個參展攤

位，吸引 112 個機構來澳參加，期間舉行了逾

50 場升學講座、18 場學科分享會，以及 8 場各

地校友分享會。 

 

推進中山與澳門合作專責小組－教育合作工作小組 

在“推進中山與澳門合作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共識在專責小組下設“教育合作工作小

組”的基礎上，高教辦於 8 月邀請“教育合作工作小組”中山協調單位－中山市教育和體育

局黎國喜副局長一行來澳，與高教辦、教育暨青年局、勞工事務局及經濟局等代表，共同商

議兩地教育交流合作項目。隨後，中山市副市長吳月霞於 10 月率團來澳舉行“中山市與澳門

社會文化範疇合作交流座談會”，就教育合作事宜作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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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基礎上，高教辦經與“教育合作工作小組”中山負責單位協調，並諮詢教育暨青

年局、經濟局及勞工事務局等相關部門意見，於 12 月共識《中山澳門教育交流合作項目》，

內容涵蓋高等教育、基礎教育、青年創業及職業培訓等範疇。 

 

協調澳門高等院校在內地的招生工作 

本澳 6 所高等院校（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

學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批准及教育部同意，可在內地招生。高教辦

除了協助有關招生的宣傳工作外，亦於 3 至 4 月期間組織了有關高校的代表前往北京、南京、

西安及鄭州舉行招生講解會，以加強宣傳效果。 

  
 於北京舉行的招生講解會現場情況 於南京舉行的招生講解會現場情況 

 
 

4. 促進教職人員的專業發展及院校的優化 

資助院校、教師及社團 

為支持本澳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及教職員的專業發展，高教辦撥出資源，資助院校優化

校園設施及教學設備，協助高校完善教學條件，提供更優質的學習和教學環境，亦支持高等

院校教師進行學術活動，及協助院校或社團開展有助本澳高等教育發展的項目等。2015 年相

關資助項目包括： 

高等院校 資助項目 資助金額（澳門幣） 

澳門科技大學 

“呼吸道新發突發及重大傳染病綜合防診治”

及“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創新中藥研究” 

研究項目配套經費 

$2,280,000.00 

購買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第三階段 

電子資料庫使用權 $260,532.76 

舉辦“世界青年創業論壇 2015－澳門站” 

創業教育研討會 $92,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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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 資助項目 資助金額（澳門幣） 

澳門科技大學 

舉辦“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國際研討會 $236,740.49 

購置資訊科技學院教學實驗室設備、 

中藥課程教學實驗室設備 

及人文藝術學院陶藝實驗室設備 

$2,980,000.00 

舉辦“首屆世界醫學峰會” $595,000.00 

購置四校聯考資訊系統第一階段經費 $500,000.00 

澳門城市大學 舉辦“第七屆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國際論壇 $70,000.00 

聖若瑟大學 
購置科學及環境研究所實驗室教學設備 

及更新院校資訊設備 
$1,400,000.00 

澳門鏡湖 

護理學院 

購置實驗室教學模型器械 

及更換破損的解剖模型 
$1,000,000.00 

澳門生物醫學 

工程學會 

參加“世界醫學物理與生物醫學工程大會” 

學術交流活動 
$10,000.00 

澳門高等教育 

人員交流協進會 

進行“澳門學生至台/中就讀大學的學習情形 

與生活適應之分析”研究項目 
$443,800.00 

澳門國際文化 

教育交流協會 
舉辦內蒙古高等教育交流訪問活動 $30,000.00 

澳門護理 

教育學會 
舉辦“護理與生死”學術會議 $14,988.53 

澳門社會綜合 

研究學會 
出版《澳門人文學刊》學術刊物 $12,000.00 

澳門化學會 
參加 “250th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 

National Meeting & Exposition” 國際學術研討會 $26,300.00 

澳門陝西高等 

院校校友聯會 

參加“澳門—陝西兩地優秀大學生遊學 

交流項目專題研討會”暨訪問交流活動 
$45,988.51 

總 $9,997,954.44 

 

  
 資訊科技學院教學實驗室設備（部分） 中藥課程教學實驗室設備（部分）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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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教學模型器械（部分） 解剖模型（部分）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世界青年創業論壇 2015－澳門站”創業教育研討會 內蒙古高等教育交流訪問活動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國際文化教育交流協會） 

  
 “護理與生死”學術會議 澳門—陝西兩地優秀大學生遊學交流項目專題研討會 

 （澳門護理教育學會） （澳門陝西高等院校校友聯會） 

另外，為支持本澳教研人員積極參與有關提升相關教學及研究素質的項目，高教辦於2015

年共向 30 名教研人員提供超過澳門幣 55 萬元資助。 

 

為高校教研人員提供培訓 

為貫徹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培養優秀人才的施政方針，培訓本地應用、專業和精英人才，

高教辦於 8 月上旬舉辦“澳門高校教研人才培訓計劃－劍橋大學暑期研修課程”。課程由英

國劍橋大學 Clare Hall 承辦，透過密集及針對式的研修培訓，提高本澳高校教研人員的科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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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業能力發展，從而為本澳高校組建優質高效的教研隊伍，增強本澳高等院校的整體競

爭力，以及推動本澳的高等教育質量及科研水平。 

獲錄取之 20 名學員表示課程有助提升其教研能力，並能從宏觀角度了解世界一流大學的

管理模式，開拓了全新的視野。同時，促進了兩地教研人員的交流，為日後各方的合作搭建

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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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持續提升高教素質 

 
高等教育的素質是高教領域當中最受關注的議題。為此，高教辦借鑒不同地區的相關經

驗，並委託專業機構進行研究，以為未來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實施做好各項準備，藉以有效

保障和持續提升院校的辦學素質，為培養高素質人才創造有利條件。 

 
1. 推進高等教育評鑑及高校素質保證的建設工作： 

有序構建本澳的高教評鑑制度 

在繼續推進《高等教育制度》法律立法進程

的同時，高教辦持續為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實施

做準備，委託了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下

稱“香港評審局”）為本澳構建評鑑指引，制定

“院校認證指引”、“院校素質核證指引”、“課

程認證指引”及“外評機構指引”四本/套評鑑

指引初稿。2015 年進行了第一階段有關“課程

認證”的先導計劃，以檢視相關指引的適用性和

可操作性。 

此外，為加深社會各界對高教評鑑制度的認識，高教辦製作了一條說明短片，簡介本澳

高等教育評鑑框架、目的、特點等概念，詳細可瀏覽：

http://www.gaes.gov.mo/qualityassurance/video.html 
 

開展“課程認證”先導計劃 

高教辦已開展第一階段“課程認證”先導

計劃，經綜合分析各院校提交的意向申請後，最

終接納了澳門科技大學的應用經濟學學士學位

課程為測試對象。澳門科技大學聘用香港評審局

為外評機構；在外評機構的安排下，邀請了來自

英國、澳洲及香港的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專家，並

根據本澳評鑑相關的指引原則及標準，以多方引

證的方法對該課程進行評審。其後將透過舉行說

明會向院校發佈相關指引的修訂版。 

 
 

評審專家組到澳門科技大學進行實地考察 

澳門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框架 - 說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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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高等教育機構交流及舉辦相關培訓活動 

加強與各地評鑑機構的聯繫 

高教辦與亞太區域質量保障網絡組織（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在 1 月 22 日

至 23 日合辦“Quality Assurance in Cross Border Higher Education”（“跨境高等教育素質保證”

研討會），30 多位來自香港、台灣地區、歐盟、澳洲、馬來西亞、印度、印尼、中東等地的

國際評鑑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雲集本澳，廣東省教育廳高等教育處鄭文處長、交

流合作處李金俊副處長以及本澳各高等院校代表亦應邀出席，與各地專家學者就跨境高等教

育素質保證議題進行專題經驗分享。 

研討會舉行期間共舉行了 7 個主題演講及就 3 個子題目進行討論，共 15 位專家學者於會

上以“跨境高等教育素質保證”為題，分享其研究成果及心得。活動除了為本地高等院校與

國際不同的評鑑機構專家學者構建一個交流和溝通的平台外，也可藉此讓參與者了解國際高

等教育素質保證發展的趨勢，有助促進亞洲地區高等教育素質保證的發展。 

 
高教辦與 APQN 合辦“跨境高等教育素質保證”研討會 

此外，英國素質保證協會 British Accreditation Council 行政總裁 Paul Fear 先生及首席評鑑

員 Sheila Needham 女士於 6 月份到訪高教辦，會面期間雙方就兩地的高教情況進行交流，均

認為可繼續保持溝通，擴展合作空間，加強了彼此之間的聯繫。高教辦除了向對方介紹本澳

高等教育概況及未來高等教育

評鑑制度框架外，透過是次交

流亦進一步了解到國際高等教

育素質保證機構的具體操作和

情況，為日後順利開展有關本

澳高等教育評鑑制度的各項工

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高教辦與英國素質保證機構交流高教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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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涉外辦學、評鑑專責部門建立溝通機制 

為了解內地高等教育評鑑工作的發展情況，高教辦於 10 月 18 至 20 日派員前往北京拜訪

教育部轄下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司的涉外辦學處和監管處、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學位與研

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加強了高教辦與內地的涉外辦學、評鑑專責部門的交流並建立了溝通機

制，為促進本澳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支援。 

  
 高教辦拜訪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 高教辦拜訪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 

 

提升院校人員素質保證工作能力 

為加強本澳高等院校及高教辦人員對高等教育素質保證及評鑑方面的認識，高教辦邀請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顧問服務總主任／高級評審主任李淑仁於 7 月 9 日開展“高等教

育質素保證培訓課程”，透過案例研習及模擬練習，讓參加者掌握使用高等教育素質和評鑑

的資訊工具及進行分析，從而有效管理及監察有關課程的認證；其後於 10 月 15 日開展“指

導觀察員在評審工作上的實務操作”培訓工作坊，讓參加者掌握課程認證的程序，了解評審

證據的來源、搜證的重點和過程、證據評估、評審判斷和結果及對跟進事項的影響。 

  
 “高等教育質素保證培訓課程”情況 香港素質保證學者黃志堅為 

  本澳高等院校及高教辦人員提供培訓 

12 月 10 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名譽專業顧問及兼任講師黃志堅主講“學習成

效為本教育＂培訓工作坊，讓本澳高等院校及高教辦人員認識“成效為本教育”理念、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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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描述”的素質，以及如何使用“成效為本”方式規劃課程。 

 

汲取國際經驗提升服務水平 

高教辦於 2015 年分別派員參與高等教育素質保證國際網絡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INQAAHE），以及亞太地區教育品質保障組織

（The 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舉辦的年會。透過參與素質保證組織年會，藉以了

解有關高等教育素質保證的最新資訊、專業意見及分析，以及實際操作的經驗分享等，透過

借鑒各地的經驗，為構建本澳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提供重要參考。 

此外，高教辦亦有派員參與其他相關活動，包括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數說教育：政策

優化與學校改進的分析與借鑒國際學術會議”、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與澳大利亞駐華大使

館合辦之“中澳跨境教育與學生流動論壇”、香港恆生管理學院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曼谷教

育辦事處合辦之“The 1st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及天津師範

大學舉辦之“第十二屆高等教育國際研討會”等，與各地的素質保證人員交流經驗，進一步

了解各地相關工作的發展及趨勢，提升服務水平。 

  
 高教辦參與 2015 INQAAHE 年會 高教辦參與第十二屆高等教育國際研討會 

 
 

3. 持續跟進院校的運作狀況： 

分析澳門高等院校年度報告 

高等教育機構須依法向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提交年度報告，對其各項活動作出詳細的說明。

高教辦在接獲相關報告後，會進行分析、比較，以便深入了解各高校的運作和發展狀況。 

高教辦按照內部工作指引分析本澳 10 所院校向高教辦提交的 2014/2015 學年年度報告，

同時，高教辦亦對每所院校的年度報告獨立編製詳細的分析意見書，並送回各高等院校代表

參閱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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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本地及非本地高等教育課程的運作情況 

高教辦分別於 3 月至 4 月及 10 月至 12 月期間，派出人員前往本澳 10 所高等院校及 6

所協辦機構，對各本地課程及在本澳運作的非本地課程進行核查。在過程中，共抽查了 135

個課程共 182 班次，以了解課程的有關情況，確保正常運作，並符合法規及課程批示當中的

各項相關規定。 

2015 年課程核查情況如下： 

課程類別 
2014/2015 學年下學期 2015/2016 學年上學期 

課程數量 班次 課程數量 班次 

本地課程 46 56 62 81 

非本地課程 16 23 11 22 

總 62 79 7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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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構建高教資訊平台 

 
完善的資訊有利於清晰地揭示事物的狀況、特性、水平和性質，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為此，高教辦持續完善高等教育相關的資料庫系統，優化高教資料的收集、統計及管理方面

的工作，同時亦制定高教指標體系，有序搜集人才資訊及開展相關研究，並更好地整合和優

化各類高等教育資訊的發佈平台，以提供更優質的資訊系統。 

 

持續完善高等教育人才資料庫 

高 教 辦 於

2013 年構建了由

高等教育“人才

現況”、“人才供

應”和“人才需

求”三部分組成

的“高等教育人

才資料庫”，為市

民大衆，尤其是準

備就讀高等教育

課程的學生及其

家長，以及本澳高

等院校提供相關

的資訊。 

2015 年繼續

開展相關調查和

資料搜集工作，以

更新資料數據；同時，繼續開展“澳門大專學生畢業後追蹤調查”，以了解本澳大專畢業學

生的就業情況，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行業、職位、薪酬，以及未來繼續升學的計劃等，藉此

推算整體高教人才畢業後的流向及變動趨勢。 

為讓市民更有效地取得有關資訊，2015 年持續更新高等教育人才資料庫專題網頁，而為

進一步豐富高教人才資料庫的內容，將持續更新資料庫的相關數據，並適時對外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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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高等教育資料庫 

高教辦透過優化高教資料收集的方式和途徑，更系統化地

收集本澳高等院校的教學人員、非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學生

等的資料，並進行有關統計，以作為特區政府、本澳院校、教

學及研究人員的參考，藉以促進本澳高等教育的發展及研究，

另一方面，也可向公眾提供較完整的高等教育資料數據。詳情

可瀏覽：http://www.gaes.gov.mo/mhedb/，又或參看高教辦於

2015 年出版的出版的《高教統計數據彙編 2014》。 

 

出版澳門高等教育雜誌 

為了讓市民了解高等教育及高等院校的情況，高教辦繼續出版《澳門高等教育雜誌》，

除探討與高等教育相關的議題外，還包括介紹本澳院校特色機構和學系、學生分享學習經驗、

簡介大專學生活動、升學資訊、以至個人創作的展示等。 

《澳門高等教育雜誌》包括中文版及國際版兩個版本，讓本澳社會各界和其他地區的人

士能更深入了解本澳高等教育發展，為準備升學的中學生和其家長提供更多高等院校資訊，

並為大專師生構建一個溝通交流、分享成長經驗的平台。 

詳情可瀏覽：http://www.gaes.gov.mo/publish/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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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更新高等教育指標 

為了更有效反映本澳高等教育的情況，高教辦持續更新和完善高等教育統計指標體系的

資料，並透過與外地同類資料的比較分析，了解澳門高教發展的情況。2015 年，高教辦完成

編製《2014/2015 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指標報告》，當中內容共分為“澳門高等教育指標”、

“澳門十所高等院校的高等教育指標”、“澳門高等教育指標的國際比較”三個部分，內容

包括各高等院校的全職教師比率、女性教師比率、外地教師比率、具博士學位教師比率、全

職行政支援人員與全職教師比率、師生比、男女學生比率、外地學生比率、研究生人數比率，

本澳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以及“高等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率”、“高等教育政府開支佔政府

開支總額的百分比”、“高等教育每生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師

生比”的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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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2015 年高教辦提供升學資訊的主要活動 

項目 簡介 

各地升學資訊及 
公開試講解會 

（系列活動共 14 場） 

包括中國內地、日本、美國、葡萄牙、西班牙、澳洲、英國、

瑞士、法國、德國及加拿大等國家，而公開試包括國際英語

水平測試（IELTS）、托福測試（TOEFL）及多益考試（TOEIC），
合共吸引了 553 人次參加有關活動。 

保送生考前輔導講座 
協助獲保送資格的學生做好考試準備，向學生講解考試程

序、面試技巧、儀表及注意事項等內容，來自 26 所中學合共

294 名應屆畢業生參加。 

科英布拉大學升學講解會 

邀請科英布拉大學副校長 Dr. Joaquim Ramos de Carvalho 及相

關代表為參加者講解大學概況、報名方式、學費及住宿等內

容，以及解答提問。活動共吸引 80 人出席。 

“摯”在分享－校友分享會

（共 5 場） 

邀請曾於不同地區或國家升學的校友進行分享，讓準高中畢

業生進一步了解在不同地區及國家升學的情況，共吸引 508
人出席。 

內地升學說明會 

邀請了於廣東、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南京、四川、福

建、浙江及湖北等地區升學之師兄、師姐，向已獲內地院校

錄取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分享在內地學習和生活情況，並介紹

相關註冊手續和注意事項等。 

保送生內地升學分享會 
邀請相關大專學生社團的代表到場與保送生分享大學的生活

點滴，協助保送生對前往內地升學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 
考試說明會 

為有意到中國內地高校升讀研究生課程的學生及市民講解報

考方法、條件、考試及錄取等資訊，活動共吸引 32 人出席。 

研究生獎學金說明會 
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代表為有意申請研究生獎學金的

人士講解獎學金申請手續、名額、金額及獲獎者義務等資訊，

兩場說明會吸引 110 人出席。 

瑞士升學講解會 

邀請了瑞士駐香港總領事館代表來澳出席，就報讀瑞士高等

教育課程的入學要求、校園生活、學費、奬學金及簽證等進

行介紹，該活動有 60 人出席。 

北京高校升學講解會 

來自北京市 15 所高校的代表，向本澳師生講解北京各所高校

概況、學科設置、獎助學金、招生標準，以及培養澳門學生

的政策和措施，該活動共有 60 人出席。 

升學標竿－ 

高中升學輔導講座 

（巡迴各中學進行系列講座） 

委託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巡迴本澳各中學進行講座，協助

擬升讀高等教育課程的高中學生選擇合適的升學路向，有關

活動共有 33 所中學參加，報名人數總計達 5,4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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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015 年撲滿人生－澳門大專學生豐盛暑假系列活動 

活動名稱 
及期間 

參與人數 舉辦單位 活動內容及成果 

語言學習： 

1 

擁“普” 

北京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8 日 

18 
主辦單位：高教辦 

承辦單位：北京語言

大學 

 活動內容：參與者參加了普通話培訓

課程、語言文化課程及專題講座；參

觀及遊覽當地歷史文化景點及著名企

業。 

 活動成果：增強普通話溝通能力，為

將來投身社會打下根基。 

2 

澳洲英語 
培訓之旅 

2015 年 
7 月 18 日 

至 8 月 22 日 

24 

主辦單位：高教辦 

承辦單位： 
普萊德創新教育與訓

練 

 活動內容：前往澳洲昆士蘭大學參加

語言課程，並與當地澳門學生社團進

行交流。 

 活動成果：增強英語能力，促進兩地

學生的文化交流，並拓展視野。 

3 

葡語達人-葡
萄牙夏令營 

2015 年 
7 月及 8 月 

99 
（赴葡人數） 

主辦單位：高教辦 

承辦單位： 
 東方葡萄牙學會 
 里斯本大學文學院 
 波爾圖大學 

 活動內容：前往葡萄牙里斯本或波爾

圖參加語言課程。 

 活動成果：加強學生對葡語及葡萄牙

文化的認識，提高學習葡語的興趣。 

文化體驗： 

4 

粵港澳青年 
文化之旅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5 日 

135 
（包括 22 名

本澳學生） 

合辦單位： 
 高教辦 
 廣東省文化廳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民政事務局 

 活動內容：參觀港澳、潮州、汕頭、

揭陽、普寧、汕尾、佛山、南海、廣

州及福建廈門等地多個著名歷史文

化景點和博物館，並觀賞文藝表演。 

 活動成果：加深粵港澳三地高校學生

對祖國文化的認同和國家的認識，促

進三地高校學生之交流。 

國情教育： 

5 

尋根之旅 
“浙江”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 

38 
主辦單位：高教辦 

承辦單位： 
寧波僑務辦公室 

 活動內容：參加專題講座、參觀當地

著名企業及文化景點，並與當地學生

進行交流。 

 活動成果：促進兩地學生交流，並加

強對祖國政制、經濟、法制、教育、

歷史文化的認識。 

6 

探索 
“河南” 

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26 日 

40 
主辦單位：高教辦 

承辦單位： 
河南省教育廳 

 活動內容：出席專題講座，參觀了當

地著名企業，遊覽當地歷史文化景

點，並與當地學生交流。 

 活動成果：促進兩地學生的交流，並

讓參與者更了解祖國的政制、經濟、

法制、教育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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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澳門高校籃球賽 – 2015”獲奬名單： 

奬項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 

亞軍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理工學院 

季軍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殿軍 聖若瑟大學 旅遊學院 

銀碟賽冠軍 澳門城市大學 -- 

得分王 黎家棟（澳門大學） 吳家欣（澳門科技大學） 

三分神射手 袁錦志（澳門理工學院） 吳家欣（澳門科技大學） 

籃板王 黎家棟（澳門大學） 勞美欣（澳門理工學院） 

卓越得分球員奬 

黎家棟（澳門大學） 鄭雅斯（澳門大學） 

羅協銘（澳門理工學院） 陳嘉怡（澳門理工學院） 

梁浩文（旅遊學院） 任毓翠（旅遊學院） 

劉德昌（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譚安如（澳門城市大學） 

林嘉盛（澳門城市大學） 彭靜思（聖若瑟大學） 

羅智豪（聖若瑟大學） 吳家欣（澳門科技大學） 

陳樹鵬（澳門科技大學） -- 

優秀運動員獎 

黎家棟（澳門大學） 麥綺彤（澳門大學） 

羅協銘（澳門理工學院） 盛安琪（澳門理工學院） 

李勁濤（旅遊學院） 葉思男（旅遊學院） 

劉德昌（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譚安如（澳門城市大學） 

黃柏穎（澳門城市大學） 呂曉晴（聖若瑟大學） 

陳寶裕（聖若瑟大學） 吳家欣（澳門科技大學） 

陳樹鵬（澳門科技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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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第十一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得獎名單： 

獎項 
評論類 詩歌類 

學生姓名 就讀院校 學生姓名 就讀院校 

冠軍 曹安妮 香港樹仁大學 吳浩文 澳門大學 

亞軍 歐蘇施 澳門科技大學 鄧漢昕 武漢大學 

季軍 葛珮瑤 澳門理工學院 張鳴浩 澳門理工學院 

殿軍 陳洋 澳門科技大學 周穎琪 澳門科技大學 

優異獎 

任一林 澳門科技大學 李泳詩 澳門大學 

朱葉子 澳門科技大學 徐美婧 澳門科技大學 

肖斐歆 澳門科技大學 陳勝飈 澳門大學 

高樹唐 華中師範大學 黃家誠 澳門科技大學 

劉雅霖 澳門科技大學 葛珮瑤 澳門理工學院 

龐穎欣 旅遊學院 盧葦 澳門科技大學 

優良獎 

王永昌 武漢大學 李璐瑜 澳門大學 

周子航 澳門科技大學 周穎思 澳門大學 

孫嘉卿 澳門城市大學 袁夢庭 澳門城市大學 

許景揚 中山大學 張培霓 澳門科技大學 

郭海茵 澳門理工學院 張麗芝 北京師範大學 

郭培鋒 澳門大學 陳曉晴 澳門大學 

陳文昊 澳門科技大學 黃中永 武漢大學 

黃麗銘 復旦大學 蔣哲宇 澳門科技大學 

鄭嘉琪 澳門大學 鄧曉琳 澳門科技大學 

鄭權 澳門科技大學 蘇卓華 澳門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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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第十三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獲獎名單 

奬項 廣州話組 普通話組 英語組 

冠軍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科技大學 
林詩翔、林碧淇 

（澳門大學 C 隊） 

亞軍 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 

梁倩盈、郭燕 

（澳門大學 A 隊） 

田馨穎、谷子豐 

（澳門理工學院 A 隊） 

蘇施迪、張笑瑜 

（澳門科技大學 C 隊） 

季軍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 -- 

決賽 
最佳辯論員 

冠軍賽 

黎潔玲（澳門理工學院） 
冠軍賽 

鄭博文（澳門大學） 
林碧淇（澳門大學） 季軍賽 

湯詠芯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準決賽 
最佳辯論員 

第一場 

麥鈺恒（澳門大學） 
-- -- 

第二場 

賀明揚（澳門理工學院） 
-- -- 

初賽 
最佳辯論員 

第一場 

盧志榮（澳門大學） 

第一場 

鄭博文（澳門大學） 
林詩翔（澳門大學） 

第二場 

黎嘉韻（澳門保安部隊 

高等學校） 

第二場 

常昊（澳門科技大學） 
郭燕（澳門大學） 

第三場 

陳紫欣（澳門理工學院） 

第三場 

殷夢迪（澳門科技大學） 
林碧淇（澳門大學） 

第四場 

麥鈺恒（澳門大學） 

第四場 

姜逸雪（澳門大學） 
黄嘉琪（澳門大學） 

第五場 

湯詠芯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 梁嘉偉（澳門大學） 

第六場 

關家熹（澳門理工學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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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2015 年開展的其他學生活動 

活動項目 日期 舉辦單位 活動具體情況 

1 電影欣賞活動 

第一場： 
3 月至 4 月 
第二場：8 月 
第三場：10 月 

高教辦 

 透過電影欣賞，向學生灌輸

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及價值

觀，三場電影分別是《五個

小 孩 的 校 長 Little Big 
Master 》、《 破 風 To The 
Fore 》、《 火 星 任 務 The 
Martian》（3D 電影），共派出

門票 556 張。 

2 
涉澳外交 

十五年圖片展 

4 月至 11 月 
期間 

外交部 
駐澳門特派員公署 

 高教辦協助安排於 9 所高校

巡迴展出一百多幅圖片，有

關圖片反映出特區政府和各

界積極開展對外交往的情

況，亦展現外交公署開展外

交和文化宣傳推介活動的精

彩情況，活動吸引超過 5,400
人次觀賞。 

3 
奧運金牌運動員

訪澳系列活動 -

夏日動起來 

8 月 9 日 
中國澳門 

體育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及體育發展局 

 高教辦協助以大學生中心名

義設置攤位及遊戲，共吸引

200 人次到場。 

4 

烽火歲月－ 

中國人的抗戰記

憶：紀念抗日 

戰爭勝利 

七十周年活動 

9 月 18 日 

主辦單位：社會文化司

司長辦公室、教育暨青

年局及高教辦 

承辦單位：澳門中華文

化交流協會及澳門廣播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者分別來自本澳 8 所高

等院校、大學生中心義工團

隊及學生社團，共 30 人。 

 6 所本澳高校組織學生在校

內觀看活動實時直播及錄

播，參與學生共 522 人。 

5 
資優學生 

培訓計劃 
－ 

澳門生產力暨 
科技轉移中心 

 高教辦協助宣傳三個範疇之

培訓課程，分別是“系統及

網絡”、“動漫設計”及

“網頁設計”。 

6 
中國內地 
優秀電影 
欣賞活動 

10 月至 11 月 
期間 

中國電影基金會、 
澳門影視傳播協進會 

 高教辦協助宣傳金蓮花盃

“第十二屆澳門中國內地優

秀電影展”，於 10 月至 11
月期間安排在大學生中心播

放有關電影，讓有興趣的人

士免費欣賞電影。 

 高教辦協辦“金蓮花盃《第

十二屆中國內地優秀電影

展》觀後感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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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日期 舉辦單位 活動具體情況 

7 

“第 62 屆 
澳門格蘭披治 
大賽車” 

宣傳活動 

10 月至 11 月

期間 
澳門格蘭披治 
大賽車委員會 

 高教辦協助澳門格蘭披治大

賽車委員會向各院校統一派

發練習賽門票，10 所高校共

報名索取 4,242 張。 

 此外，大會也提供了兩天共

200 張試車賽門票予高教

辦，讓有興趣前往觀賞賽事

的非本澳高校澳門學生，可

透過澳門大專學生部落登記

索取門票，反應踴躍。 

8 第八屆保險日 10 月 18 日 

澳門金融管理局、澳門

保險公會、澳門保險業

中介人協會及澳門保險

專業中介人聯合會 

 高教辦協助以大學生中心名

義設置攤位及遊戲，共吸引

457 人次到場。 

9 

第十四屆 

“挑戰盃” 

全國大學生 

課外學術科技 

作品競賽 

11 月 16 日至

21 日 

共青團中央、中國科

協、教育部、全國學聯

及廣東省政府 

 高教辦協助向本澳高校宣傳

有關活動，本澳代表團由澳

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澳

門科技大學組成，共 37 名學

生參加終審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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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服務承諾 

項目 服務 

承諾 

時間
註1 

（工作日）
 

預計 
成功率 

處理 
數目 

按時完成

數目 
未能按時

完成數目 

平均完成 
時間 

（工作日） 

實際 
成功率 

1 

升學諮詢服務 

電話諮詢 2 98% 151 151 0 1 100% 

電郵諮詢 3註 2 98% 20 20 0 1.5 100% 

索取升學資料庫內資料
註 3 20 分鐘 95% 7 7 0 20 分鐘 100% 

索取升學資料庫外資料 3註 2-4 95% -- -- -- -- -- 

2 

在澳門開辦高等教育課程的申請  

親臨查詢 2註 5 80% 4 4 0 1 100% 

電話查詢 2註 5 80% 10 10 0 1 100% 

書面查詢 
（電郵 / 傳真 / 信函） 

5註 2 80% 1 1 0 3 100% 

3 
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考試（澳門區） 

考試報名手續 
20 分 
鐘

註 6-7 90% 208 208 0 
6.78 
分鐘 100% 

4 
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考試（澳門區） 

考試報名手續 20 分鐘
註 7 90% 129 129 0 

8.14 
分鐘 100% 

5 
處理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研究生奬學金的申請及發放工作 

本澳研究生獎學金 
申請手續 

25 分鐘
註 7 90% 424 422 2 

15 
分鐘 99% 

6 

提供學歷審查意見 

親臨查詢 30 分鐘 95% 31 31 0 
11.06 
分鐘 100% 

電話查詢 2註 4 95% 222 222 0 1 100% 

電郵查詢 5註 2-8 85% 61 61 0 2.82 100% 

書面查詢 10註 2-8 85% 3 3 0 4 100% 

註： 1. 承諾時間由提出申請之第二個工作日起計。 
2. 倘查詢或回覆須翻譯為另一種官方語言或英語者，時間會延長 5 個工作日。 
3. 大學生中心圖書資料區的資料不供外借。巿民除可自行查閱資料外，還可要求影印服務。 
4. 如須查找高教辦資料庫外的資料，則中止承諾時間，至找到有關資料恢復計算。 
5. 倘查詢人（電話／親臨個案）要求索取書面資料（非一般性申請資料），預計完成服務的時間最長為 2

個工作日。查詢人倘要求以書面回覆，則有關個案須以書面查詢方式處理。 
6. 由於報名網絡系統設於內地，倘因網絡系統問題而引致確認報名程序延誤，該延誤時間不計入承諾時間內。 
7. 以報名者到櫃檯辦理，且在文件齊備、正確及妥善的情況下方開始計算承諾時間，輪候時間不計。 
8. 如須向其他機構查詢資料，則查詢當日中止承諾時間，於收到回覆當日之第二個工作日恢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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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處理投訴、建議或異議個案 

對高教辦之 
投訴、建議或異議 

承諾回覆

時間
 註 

（工作日） 
處理數目 

按時完成

數目 
未能按時

完成數目 

平均 
完成時間 
（工作日） 

實際 
成功率 

投訴 15 5 5 0 6.4 100% 

建議 15 2 2 0 3.5 100% 

異議 15 3 3 0 4.33 100% 

 

對其他機構之 
投訴、建議或異議 

承諾回覆

時間
 註 

（工作日） 
處理數目 

按時完成

數目 
未能按時

完成數目 

平均 
完成時間 
（工作日） 

實際 
成功率 

投訴 15 39 39 0 5.03 100% 

建議 15 3 3 0 1.67 100% 

異議 15 -- -- -- -- -- 

註： 個案如須經高教辦轉交其他機構跟進，包括諮詢意見、審批、查證或索取資料等，承

諾時間在個案轉交之日起中止，直至有關機構回覆之第二個工作日起繼續計算。  

 

附錄 9：回覆其他部門及市民學歷查詢 

查詢方式 個案數目 

書面查詢 15 

電話查詢 26 

總 41 

 

附錄 10：高等教育課程申請個案 

2015 年高教辦處理由澳門高等院校提出開辦或修訂課程的申請共 37 宗，其中 10 宗獲批

准，9 宗撤回申請，18 宗仍須處理。同時，處理外地高等教育機構提出在澳門開辦、修訂及

續辦課程的申請共 40 宗，當中 31 宗獲批准，2 宗撤回申請，7 宗仍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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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聯絡資料 

 

高教辦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14A-640 號 

   龍成大廈 5-7 樓 

   （入口位於果亞街 105 號） 

 網址：http://www.gaes.gov.mo/ 

 電話：(853) 2834 5403 

 傳真：(853) 2831 8401 / 2832 2340 / 2837 0105 / 

      2870 1076  

 電郵：info@gaes.gov.mo  

 辦公時間：周一至周四 09:00 – 13:00，14:30 – 17:45； 

 周五 09:00 – 13:00，14:30 – 17:30 

 

 

大學生中心 

 地址：澳門荷蘭園大馬路 68-B 號 

   華昌大廈地下 B 座 

 電話：(853) 2856 3033 

 傳真：(853) 2856 3722 

 電郵：cees@gaes.gov.mo 

 辦公時間：周二至周六 11:00 – 20:00 

 （中午不休息） 

 周一、公眾假期及豁免上班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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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基本聯絡資料 

高等院校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澳門大學 8822 8833 8822 8822 info@umac.mo 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澳門理工學院 2857 8722 2830 8801 webadmin@ipm.edu.mo 澳門高美士街 

旅遊學院 2856 1252 2851 9058 iftpr@ift.edu.mo 澳門望廈山 

澳門保安部隊 
高等學校 2887 1112 2887 1117 esfsm-info@fsm.gov.mo 澳門路環石街 

澳門城市大學 2878 1698 2878 1691 info@cityu.edu.mo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聖若瑟大學 8796 4400 2872 5517 pr@usj.edu.mo 
澳門外港新填海區 
倫敦街 16 號（環宇豪庭）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8295 6200 2836 5204 admin@kwnc.edu.mo 澳門鏡湖馬路 35 號地下 

澳門科技大學 2888 1122 2888 0022 enquiry@must.edu.mo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 

澳門管理學院 2832 3233 2832 3267 registry@mim.edu.mo 
澳門新口岸上海街 175 號 
中華總商會大廈 9 樓 

中西創新學院 2878 8186 2878 8246 info@mmc.edu.mo 
澳門宋玉生廣場 255 號 
中土大廈 8 樓 

註：一、根據第 6/2011 號行政命令的規定，“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的中文名稱已

於 2011 年 1 月改為“澳門城市大學”。 

  二、根據第 64/2009 號行政命令的規定，“澳門高等校際學院”的中文名稱已於 2009

年 12 月改為“聖若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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