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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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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建澳”的指導方針，積極推進《高等教育制度》

法律及相關配套法規的立法工作，擬定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初步方案，並繼續為推

行高等教育評鑑制度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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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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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並推進“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語言科及數學科）”的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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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讓社會各界更瞭解高教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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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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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學生升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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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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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導服務 

舉辦不同主題的升學活動 

為協助學生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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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分享當

地之學習生活及相關注意事項。2016 年，相關的活動包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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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送生內地升學分享會 高教辦分享保送生報考攻略 

   
 保送生考前輔導講座（面試秘技） 內地高校升學講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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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升學資訊及公開試講解會（美國專場） 各地升學資訊及公開試講解會（日本專場） 

   
 英國高校升學講解會 “摯”在分享－校友分享會 

   
 北京大學升學講解會 清華大學升學講解會 

 

跟進澳門大專院校輔導範疇督導服務 

為進一步提升各大專院校輔導人員的專業知識，高教辦於本年 2 月至 6 月期間委託聖公

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承辦“澳門大專院校輔導範疇督導服務”。個人督導服務有 21 名來自本澳

8 所大專院校的輔導人員參與，共向其提供 49 次的服務；而團體督導方面則提供 4 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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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 6 小時的服務，以促進院校輔導人員間的交

流。 

本年 9 月至 12 月中旬期間，合共向各院校

輔導人員提供共 40 小時個人督導服務及 3 次團

體督導服務。高教辦於 12 月 15 日舉行總結分享

會，瞭解院校輔導人員對未來服務的需求。 

 

 
組織澳門高校參加國際教育展 

高教辦組織本澳高校參加國際教育展，並與學生和家長面對面交流，提供諮詢，讓當地

學生和家長瞭解本澳高等教育概況和掌握澳門高校招生訊息。透過有關活動，廣泛地宣傳和

推廣澳門高等教育，加快本澳高校國際化發展進程，提升本澳高校的國際影響力，讓海外人

士更加直觀地認識和了解澳門的高等教育情況。 

高教辦於 2 月期間組織了 7 所高校（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

學、聖若瑟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赴台北參加“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

學博覽會”。此外，參展團亦拜訪了在台灣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獲梁潔芝主任接見，雙方

就澳門學生在台灣地區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以及澳門高等教育情況進行交流；並於 11 月組織

了 6 所高校（澳門大學、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學、聖若瑟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及澳門鏡湖

護理學院）隨國家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赴泰國參加“泰國 OCSC 國際教育博覽會”。 

   
  參展團赴台北參加“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 參展團拜訪在台灣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 

 

澳門大專院校輔導範疇督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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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 OCSC 國際教育博覽會現場情況 國家駐泰國使館人員及留學服務中心副主任親臨 

  高教辦設於泰國 OCSC 國際教育博覽會的展位 

 

舉辦高等教育及職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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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本澳以至世界各地

教育及升學資訊的平台，加強他們對世界各地升學資訊的瞭解，高教辦於 10 月 28 日至 30

日假澳門浸信中學室內體育館舉行。參展單位分別來自本澳、香港、美國、英國、葡國、澳

洲、加拿大、日本、奧地利、法國、德國等地。 

博覽會設有“升學區”和“就業區”。其中，在“升學區”方面，逾 60 間知名高校和升

學輔導機構將介紹各校概況和當地最新的升學資訊，並提供諮詢服務；在“就業區”方面，

本澳 20 家企業將提供酒店、資訊、客戶服務、銀行、市場推廣、零售、社工等範疇的職位資

訊；此外，還舉辦了 8 場專題講座。活動共吸引 3,086 人次參與。 

 

協助推廣海外獎學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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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協助發佈的獎學金資訊包括： 

美國 美國耶魯全球青年學者獎學金計劃 

法國 法國 Alexandre Yersin 奬學金 

日本 日本政府（文部科學省）研究生奬學金 

中國香港 
香港教育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獎學金 
香港城市大學奬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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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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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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學年符合發放津貼的人數有 32,068 人，發放金額

為澳門幣 96,204,000 元。各升學國家或地區人數統計如下： 

升學國家或地區 升學人數 

本澳 15,823 

中國內地 7,163 

香港地區 1,803 

台灣地區 4,536 

英國 847 

美國 671 

澳洲 412 

加拿大 297 

葡國 275 

其他地區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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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學年研究生獎學金獲獎者共有 127 名，包括博士學位課程獲獎者 20

名，碩博連讀的博士學位課程獲獎者 5 名，碩士學位課程獲獎者 100 名，學碩連讀的碩士學

位課程獲獎者 2 名。 

另外，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分別與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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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奬學金，以支持其來澳升讀碩士研究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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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生座談暨研究生 獎學金頒獎儀式 

大專學生座談暨研究生獎學金頒獎儀式於

1月 27日假澳門世界貿易中心五樓蓮花廳舉行，

社會文化司譚俊榮司長與來自內地及港澳台地

區、葡國等 28 所高校澳門學生社團代表、大學

生中心義工以及曾參加本辦交流訪問活動的學

生代表共 139 名學生座談交流，活動期間除了向

學生表達了關心和致以節日問候外，更向

2015/2016 學年研究生獎學金獲獎者頒獎及嘉

許表現優異的大學生中心義工。 

 

 
研究生獎學金頒獎儀式大合照 

 

跟進大學畢業生語言培訓利息補助計劃 

為鼓勵本澳大學畢業生往外進修普通話、葡語及英語等語言，以培育良好的外語能力，

擴闊視野，提升競爭力，特區政府研究通過財政支援機制，設立全新的貸款助學計劃。 

有關計劃於本年 3 月初開始進行規劃，通過收集及分析各地的語言培訓課程資料、與銀

行業界溝通、向高校領導及學生社團代表收集意見等，探討其可行性，並擬定章程及執行方

案。 
 

跟進各公共部門獎助貸學金的服務平台 

特區政府在本年度社會文化範疇的施政方針中提出“研究設立由不同公共部門所提供的

各類獎、助、貸學金的申請服務平台”。 

社會文化司譚俊榮司長與各學生代表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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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於 2016 年中已正式開展構建“服務平台”，並參與使用的公共部門代表組成工作

小組，且由高教辦負責統籌和協調有關工作。有關“服務平台”於 2016 年 11 月完成系統內

各功能的開發，並隨即開放予各部門進行測試和調整。 
 
 

3. 續辦考試為學生報考中國內地高校提供便利 

為協助有意升讀中國內地高校本科及研究生課程的市民，高教辦受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

務辦公室的委託，每年在本澳開展招收港澳台地區的本科及研究生，以及本澳保送生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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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供市民瞭解有關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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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16 日 
2016 年 5 月 21 日 

及 5 月 22 日 
2016 年 4 月 9 日及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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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184 
205 

（博士 26、碩士 179） 

   
 全國聯招考試監考員培訓 全國聯招考試現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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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高教辦於本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期間邀請內地高校代表團來澳訪問並參加由高教辦及國家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聯合

舉辦的“中國內地高等教育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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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高等教育聯展”現場情況 

訪問團共有 50 所高校參與，代表團一行 66 人於 1 月 14 至 18 日來澳訪問。其間，於 1

月 14 日下午本辦與國家教育部及聯招辦人員進行工作會議，對本澳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意

向、本澳學生報考內地及台灣地區高校的情況、就讀教育範疇的本澳學生人數及內地學生在

澳升學等情況及意見進行討論和交流。 

 
 

4. 協調中國內地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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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部同意，可在內地招生。 

在省市招辦的協助下，高教辦分別於本年 3 月及 4 月組織本澳高校到天津市、北京市、

河北省石家莊市、安徽省合肥市及湖北省武漢市舉行 5 場的招生講解會。在講解會上介紹澳

門高等教育概況，以及澳門各高校的招生情況，詳盡講解各校的課程特色、報名方式、錄取

條件、學費、獎學金及畢業出路等，並即場解答學生及家長的疑問。招生交流團亦拜訪了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及湖北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辦公室。 

   
 於天津舉行的招生講解會現場情況 於河北舉行的招生講解會現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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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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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凝聚各院校的大學生，提供發揮專業才能的平台，讓學生參與活動策劃

及協調，中心招募分別就讀於本澳、中國內地、台灣地區、英國及美國等各院校學生加入義

工團隊。 

   
 大學生中心 大學生中心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空間 

為提高義工之領導及溝通能力等軟實力，並加深其對義務工作的認識，高教辦邀請聖公

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承辦“義工基礎培訓課程”，在為期兩日的培訓中，透過理論授課和團體

遊戲的方式，讓 30 位義工瞭解義務工作的精神和價值、義工的態度和責任、認識自我、團隊

精神和溝通技巧的建立等。 

此外，為豐富網頁版面及功能，2016 年 11 月開展相關優化工作，共吸引了 12,484 人次

使用中心服務。有關該中心的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gaes.gov.mo/big5/cees/。 

 

高等教育升學資訊網 

為讓學生更便利地查找及掌握所需之升學及就業相關資訊，高教辦特建立高等教育升學

資訊網，學生可於網站內搜尋升學資料、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及其他國家高等教育院校的

資料，或可前往大學生中心查閱。 

有關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www.gaes.gov.mo/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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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專學生部落及手機應用程式 

為讓市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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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 8 月 29 日正式推出全新設計。新網頁設有八個欄目，為大學生和準大

學生發放本澳最新的升學、就業、活動及社會時事等資訊，其中“最新消息”發佈高教領域

的最新動態和關注社會時事；“學生焦點”羅列近期大專學生活動和比賽、活動津助計劃、

升學與就業活動等；“升學諮詢站”為學生打造交流平台，於各地升學的澳門師兄師姐突破

空間限制，解答有意到不同地區升學的學生的疑問；除此之外，部落還提供“電郵訂閱”服

務，方便市民接收資訊。同時，亦優化手機 App 及 Facebook 之各項功能，以便市民隨時掌握

部落最新資訊。 

截至 12 月 31 日登記電郵訂閱人數超過 28,000 人，而臉書專頁共吸引 4,774 人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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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微信帳號正式開通 

為配合市民使用媒體習慣的變化，以及加強與市民的互動和交流，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於本年 8 月 29 日正式開通官方微信帳號，歡迎市民透過智能手機等流動裝置訂閱，更便捷地

獲取高等教育的最新資訊。 

高教辦微信帳號內容豐富，設有三大欄目：“緊貼高教”發佈高等教育最新消息；“您

最想知”介紹與學生息息相關的資訊，包括學生活動、升學資訊、獎助學金、資助及津貼等；

“認識我們”連結至高教辦網頁。 

高教辦分別開通了繁體版和簡體版兩個微信帳號。市民可於微信內搜尋“澳門高等教育

輔助辦公室”、“GAESMacau 或“GAES_Macau”，亦可掃描專屬二維碼，點擊關注，便可隨

時隨地瀏覽高教資訊，掌握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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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關顧學生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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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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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至 31 日 17 

澳洲英語培訓之旅 7 月 23 日至 8 月 27 日 23 

葡語達人－葡萄牙夏令營 7 月及 8 月 79（赴葡人數） 

文化體驗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7 月 12 日至 21 日 115 
（本澳學生 12 名） 

國情教育 

從“四川”出發 7 月 18 日至 27 日 30 

尋根之旅“山西” 8 月 4 日至 11 日 36 

探索“新疆” 8 月 8 日至 17 日 37 

註：有關各項活動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 2。 

   
 擁“普”北京 葡語達人－葡萄牙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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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澳洲英語培訓之旅 從“四川”出發 

   
 尋根之旅“山西” 探索“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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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再次組織澳門優秀學

生前往比利時及法國進行為期 9 天的交流訪問。是次交流活動吸引了 201 名學生報名，經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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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後，共挑選出 40 名優秀學生參加是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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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學生對歐盟及教科文組織概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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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歐洲學院及禮賓與外

交國際學校；另外，前往法國巴黎參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並與該組織之新員工及實習

生進行交流。 

   
 澳門優秀學生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觀歐盟總部 澳門優秀學生於歐盟了解相關國際事務 

 

劍橋學習體驗之旅 

為了讓學生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瞭解旅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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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繼續舉辦“劍橋學習體驗之旅”，豐富

學生之專業知識水平，以及加深其對劍橋大學的認識。 

高教辦共組織 20 名學生於 8 月 7 日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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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與老師交流 學生與老師於劍橋大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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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國際學生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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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共有 3,558 名學生成功申請，其中 3,173 名為本澳高校學生，

385 名為澳門以外地區升學的澳門大專學生。 

 
 
 

2. 開展豐富的餘暇活動促進學生多元發展 

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 

“第十二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於 3 月 15 日截止投稿，並於 5 月舉行頒獎禮。

比賽以文學作品的人文解讀為題，參賽者須從指定的十六篇作品中選取其一，並撰寫評論文

章。 

本年比賽共收到來自於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地區、葡國及美國等國家升學的澳門學生共159

份參賽作品。相關獲獎名單見附錄 3。 

 
“第十二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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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粵港澳高校普通話辯論賽 

高教辦本年繼續支持由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廣東廣播電視台、香港電台聯合主

辦舉辦“第十屆粵港澳高校普通話辯論賽”。辯論賽於 9 月 24 日假澳門科技大學舉行。本澳

的參賽隊伍為由高教辦主辦的“第十三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普通話組）”之冠軍

隊伍－澳門科技大學普通話辯論隊，其他參賽隊伍為南方醫科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獲奬情

況如下： 

奬項 獲奬院校 

冠軍 香港科技大學 

亞軍 澳門科技大學 

季軍 南方醫科大學 

 

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 

“第十四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辯論比賽”於 10 至 11 月期間舉行，賽事分廣州話組及普

通話組。賽事由澳門演辯文化協會承辦，分別有 6 所及 5 所高等院校參加，並於 11 月 12 日

及 13 日假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行準決賽及決賽。相關獲獎名單見附錄 4。 

   
 廣州話組初賽情況 普通話組初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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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澳門理工學院中

國和亞洲區高校葡語辯論賽”於 11 月 16 日及 17 日舉行，賽事共有 11 所高等院校參加，

分別為哈爾濱師範大學、蘭州交通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河北外國語學院、浙江外國語學

院、天津外國語大學、河內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澳門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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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賽果如下： 

奬項 獲奬院校 

冠軍 澳門理工學院 

亞軍 韓國外國語大學 

季軍 澳門科技大學 

 
第七屆澳門理工學院中國和亞洲區高校葡語辯論賽大合照 

 

多媒體設計軟件技能比賽及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大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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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澳門學生多媒體設計軟件技能比賽（大專組）”，活

動勝出者張國斌同學於 8 月代表澳門赴美國參加“2016 全球 Adobe 多媒體軟件技能大賽”，

並獲得第三名。 

 
第三屆澳門學生多媒體設計軟件技能比賽（大專組）勝出者張國斌同學獲授旗代表澳門赴美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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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普及本澳學界的資訊科技教育，擴闊本澳青少年對電腦網絡科技的興趣及知識，

高教辦與該中心合辦“2016 年度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大專組）”，對象為港澳大專學

生。澳門區選手於 5 月至 7 月期間接受賽前培訓課程，從中挑選 5 名大專生代表本澳參加於

7 月 2 日在香港舉行的賽事。 

同時，為了加深參加者對有關方面的認識，在香港參加比賽期間，獲安排到當地的資訊

科技單位進行參觀。 

 
“2016 年度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澳門代表團合照 

 

澳門高校羽毛球賽 

由高教辦主辦，澳門羽毛球總會承辦的“澳

門高校羽毛球賽 2016”，於 3 月 5 日至 20 日舉

行。賽事採用男女混合團體賽賽制，共有 7 間院

校派隊參加，包括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

遊學院、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澳門鏡湖

護理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 

賽事決賽及頒獎禮於 3 月 20 日假澳門浸信

中學體育館舉行，吸引近 90 多人到場觀賞。獲

獎名單如下： 
 

奬項 獲奬院校 

冠軍 澳門大學 

亞軍 澳門理工學院 

季軍 旅遊學院 

殿軍 澳門城市大學 

澳門高校羽毛球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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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高校羽毛球賽 2016”大合照 

 

高校籃球賽 

由高教辦主辦，中國澳門籃球總會承辦的

“澳門高校籃球賽──2016”於 2 月至 3 月期

間舉行，男子組共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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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湖護理

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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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賽及頒奬禮於 3 月 17 日假氹仔奧林匹克體育中

心室內體育館舉行，並吸引約 400 名觀眾到場觀

賞。相關獲獎名單見附錄 5。 

 
“澳門高校籃球賽──2016”大合照 

 
  

澳門高校籃球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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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中國高校葡語詩歌朗誦比賽 

為加深學生對葡語文學及文化的興趣，鼓勵

及促進閱讀習慣以及推動本澳與中國內地學習

葡語的學生之間的文化交流，由高教辦及澳門理

工學院合辦之“第十一屆中國高校葡語詩歌朗

誦比賽”於 4 月 14 日舉行，賽事共有 12 所高

等院校參加，分別為哈爾濱師範大學、吉林華僑

外國語學院、中國傳媒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西安外國語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

貿大學、中山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

聖若瑟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賽果如下： 

奬項 學生姓名 就讀院校 

高級組 

冠軍 陳潔瑩 澳門大學 

亞軍 張東雲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季軍 陳正豪 中國傳媒大學 

中級組 

冠軍 辛海橋 中山大學 

亞軍 劉子怡 澳門大學 

季軍 李睿萍 澳門理工學院 

初級組 

冠軍 李瑜恒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亞軍 楊麗蓉 澳門理工學院 

季軍 劉嶺逸 中國傳媒大學 

東方基金會奬 吳惠 澳門科技大學 

 
“第十一屆中國高校葡語詩歌朗誦比賽”大合照 

葡語詩歌朗誦比賽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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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全澳英語演講大賽暨 

第二十二屆“21 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澳門分區賽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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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屆全澳英語演講大賽暨第二十二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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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於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假澳門理工學院舉行，大學組獲奬者如下： 

奬項 獲奬院校 

冠軍 Cheung Pui Weng（澳門理工學院） 

亞軍 Peng Yingying（澳門理工學院） 

季軍 Lu Yihan（澳門科技大學） 

最佳即席演講 Cheung Pui Weng（澳門理工學院） 

最具幽默奬 Peng Yingying（澳門理工學院） 

最佳風度獎 Lu Yihan（澳門科技大學） 

 
第十五屆全澳英語演講大賽暨第二十二屆“21 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澳門分區賽大學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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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有關活動包括電影欣賞、

賽車活動宣傳及門票派發等，相關詳情可參閱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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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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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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更深入地瞭解本澳的法制體系。 

2016 年，“高校學生社團年度活動資助”共資助 28 個高校學生社團舉辦 273 個活動，

最後共有 139 個活動順利舉行，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108 萬元。“特別專項資助”共資助 20

個高校學生社團及 10 個民間團體的 57 個以“義務工作”、“專業實踐”、“擴闊視野”、

“知法普法” 及“紀念抗日戰爭”為主題的範疇項目，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200 萬元。 

   
 2016 從心出發愛心支教活動 “樂們與耆”活動 

 （北京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學生會屬會 – 聲夢合唱團） 

為讓受資助單

位及申請者瞭解資

助計劃的內容及注

意事項等，以及加強

受資助單位的廉潔

意識、指導其計劃預

算、會計概念等，高

教辦分別舉辦了四

場相關說明會，參加

人次為 308 人次。 

 

“高校學生活動資助計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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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於 1 月 23 日、29 日、7 月 21 日及 8 月 27 日分別舉行“高校學生活動分享會”，

邀請受資助的社團在大學生中心，期望建構平台讓高校學生社團負責籌組活動的學生作交流，

從而豐富高校學生活動的多樣性，以及透過經驗分享，提供機會讓不同的學生社團作相互學

習。 

 
高校學生活動分享會 

 

個別單次資助 

除年度性質活動外，高教辦亦提供“高校學生個別單次學生活動資助”、“升學就業輔

導活動資助”及“大專生社會實踐資助”。 

高校學生個別單次學生活動資助 

接受個別活動的資助申請。2016 年，共資助了 23 個非牟利團體及高校學生社團所舉辦

的 30 個學生活動，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73 萬元。另外，亦資助 6 名學生前赴美國、加

拿大、日本及泰國參加研討會及研究活動，實際資助約為澳門幣 3 萬元。 

升學就業輔導活動資助 

高教辦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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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相關活動，實際資助撥款金額約為澳門幣 8 萬元。 

大專生社會實踐資助 

高教辦續以個別單次的形式推出“大專生實習資助”，資助大專生進行出外進行實習活

動，為了讓更多學生受惠，本辦於 2016 年下旬完成修訂有關須知，並更名為“大專生社

會實踐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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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見學生會及社團 

高教辦於 2016 年接見了 23 個本澳社團／組織，包括澳門大學學生會、澳門科技大學學

生會、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澳門高校研究生聯合會、北京（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全

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上海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澳鄂大專人士協會、浙江高校澳門學生聯

合會、英國澳門青年聯盟、英國倫敦澳門留學生協會、澳門南海海外留學生聯盟、澳門明愛

大專僑生服務中心、青年創業新培育籌備委員會、中華青年進步協會、澳門商貿發展協會、

澳門青年商貿發展協會、中華民族團結促進會、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官樂怡基金會、澳

門青年峰會、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及澳門旅遊文化協會。 

會面中，高教辦領導及主管與各社團／組織交換了彼此對大專學生事務的意見，同時瞭

解學生需要，互通資訊，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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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習職涯相互結合 

 
為協助澳門大專學生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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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現時的就業形勢，提升職場上的受聘機會，高教辦於 2 月 5 日

及 26 日在大學生中心舉辦一連兩場的“走在「職」前－職前輔導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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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人出席。 

   
 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代表講解私人機構求職情況 勞工事務局為參加者進行模擬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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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高教辦於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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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 

   馬志毅主席（右五） 

日期：4 月 6 日 

主題：分享澳門科技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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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旅遊學院黃竹君院長 

日期：8 月 24 日 

主題：分享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對旅遊業 

   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嘉賓：禮賓公關外事辦公室馮少榮主任（左） 

日期：12 月 7 日 

主題：分享澳門禮賓接待及涉外事務的發展前景 

 

專業認證介紹會 

為讓學生更深入地瞭解不同專業的認證情

況，高教辦於 8 月 13 日及 14 日期間舉辦一連 4

場“專業認證介紹會 2016”，分別邀請了衛生

局、澳門律師公會及社會工作局代表向正在修讀

及有志修讀醫生、藥劑、社工及法律專業之學生

介紹澳門現時相關範疇之認證情況、實習或相關

發展等，活動共吸引約 168 人參加。 

 
日期 主題 嘉賓 出席人數 

8 月 13 日 
醫生專業 衛生局 李楚峰醫生 58 

藥劑專業 衛生局 稽查暨牌照處鄭艷紅處長 51 

8 月 14 日 

法律專業 澳門律師公會 江雪梅大律師 33 

社工專業 

社會工作局 
法律及翻譯處王翠華處長、 

葉詠沁高級技術員、 
專業發展及計劃處楊俊昌技術員 

26 

衛生局鄭艷紅處長介紹藥劑專業認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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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夢敢創－生涯規劃系列分享會 

為提升大專學生對生涯規劃的認知及瞭解其重要性，從而協助其配合自己的能力及夢想，

作出適當的就業規劃。高教辦於 8 月至 9 月期間推出一連 5 場以生涯規劃為題的“敢夢敢創

–生涯規劃系列分享會”，主題分別有“我愛文創－創作天空無邊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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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業孵化

中心”，涵蓋了創業、文創、成功及經營之道的分享，先後邀請文化局及經濟局代表詳細介

紹其補助、援助計劃的內容和注意事項，以及邀請不同界別代表分享創業、文創、經營及成

功之道，整個活動共吸引 188 人次出席。 

   
 經濟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代表分享 博士翻譯有限公司代表講解其創業路 

 

澳門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業計劃大賽 

為鼓勵和促進本澳及外地大專院校澳門學生的創新思維；促進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創

新和發展，支持大專學生實現創業理想；培育更多澳門創意企業及促進創新資訊及通訊科技

的發展，高教辦與澳門創新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合辦“澳門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業計劃大賽

2016”，對象為大專或以上程度的學生（於澳門就讀的學生及於澳門以外地區就讀的學生），

各參加隊伍由 1 至 5 名大專或以上程度的學生自由組成，當中一半或以上的參加者必須持有

澳門居民身份證，在外地就讀的澳門學生亦可與當地學生組隊。 

2016 年賽事共有來自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地區、以及英國的 24 支隊伍參加。6 月 30 日舉

行工作坊，教導參賽學生如何有效地組成隊伍及如何撰寫創業計劃書，並邀請嘉賓分享相關

心得。有關比賽於 8 月 27 日進行評審，並於 8 月 29 日舉行頒獎禮。得獎名單如下： 

獎項 冠軍獎 亞軍獎 季軍獎 

隊名 IMMO APP 一角電子創意文化 城軌生活隊 

院校 聖若瑟大學 台灣交通大學 澳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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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冠軍獎 亞軍獎 季軍獎 

隊員 思銘諾、 
Elena Pomytkina 

李嘉棋、關盛林、 
彭航杰、陳偉國、 

黃遠基 

丁瀟、侯傑華 
張瑩、潘秋婷 

計劃書簡介 

開發一套工具方便用家

能夠更好管理自由時間

去幫助他們能作更好的

決定。 

一個免費的閱讀和創作

平台。利用高回報和長

期性的收益，以及沒有

字數下限，吸引創作人

投稿；以免費閱讀和人

性化的介面排版，吸引

群眾重新愛上閱讀，製

造站內人流；以新型方

式吸引廣告客戶投資買

廣告，回饋創作人。 

旨在依托新媒體技術，

利用城軌戶外廣告，將

生活服務融入便捷的即

時通訊軟件中，在提供

生活便利，同時進行了

産品品牌傳播，活動和

參與者産生的信息將進

行互聯網的第二次傳

播。 

 

 
澳門資訊及通訊科技創業計劃大賽嘉賓與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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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奠定高教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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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由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討論。2015 年 4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3 日期間與

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議員召開了 16 次會議以及與立法會顧問團召開了 21 次技術工作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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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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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高等院校協作及交流平台 

組織本澳高等院校領導會議 

高教辦於 1 月 7 日組織本澳 10 所高校領導舉行 2016 年澳門高等院校領導第一次會議。會

上，高教辦向與會者報告《高等教育制度》進度；介紹 2015 年“大專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

意向調查”及“大專學生畢業後追蹤調查”的結果、高校的學籍管理制度、持中國護照及外國

居留權證明文件報讀本澳高校的內地學生情況，以及報告澳門高校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情況。 

 
2016 年澳門高等院校領導第一次會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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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於 10 月 13 日組織本年第二次澳門高等院校領導會議，各高校領導就本澳最新高

等教育統計數據、“澳門大專學生畢業後三年就業追蹤調查”結果、“大學畢業生語言培訓

利息補助計劃”、《澳門高校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框架》、澳門高等教育宣傳計劃、以及如何

創造條件吸引澳門學生留澳升學等議題進行交流及討論。 

 
2016 年澳門高等院校領導第二次會議情況 

 

協調培養中葡雙語人才 

高教辦於 2016 年協調培養中葡雙語人才工作小組召開兩次會議。3 月 14 日召開的第一

次會議中介紹了“澳門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訓及教研合作專項資助”計劃，分享了本澳中葡

人才統計資料，並提出有關組織考察團前往香港汲取語言教學和培訓經驗的構思。12 月 9 日

召開的第二次會議總結了2016年“澳門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訓及教研合作專項資助”情況，

介紹 2017 年初步計劃，引介建設澳門成為“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方案，並請院校分享對

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參訪活動的意見及商議未來工作構想。 

 
培養中葡雙語人才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 

此外，高教辦於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澳門高等院校領導葡萄牙德國交流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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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程中，與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共同簽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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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促進中葡雙方在高等教育領域

及推進“協議聲明書”的合作，高教辦應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協調委員會請求，於 2016 年 5

月 17 日協調安排委員會代表團到廣州市拜訪廣東省教育廳，以加強代表團對內地教育制度

及廣東省高教發展的瞭解，藉以加強聯繫，為雙方未來合作建立基礎。 

   
 訪問團與高等理工院校協調委員會代表合照 訪問團與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代表合照 

 

協調“葡語專業人才培訓計劃”工作會議 

按社會文化司司長指示，高教辦就《澳門特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開展

“葡語專業人才培訓計劃＂，於 8 月 18 日協調教育暨青年局、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

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旅遊學院代表進行會議，商議由人才發展委員草擬的《有關各部

門協同開展“葡語專業人才培訓計劃”的初步構思》。 

 

第三屆江蘇－澳門．葡語國家大學合作聯席會議 

高教辦獲邀參加由江蘇省教育廳主辦，揚州

大學承辦，於 2016 年 10 月 20 至 26 日舉行的

“第三屆江蘇－澳門．葡語國家大學合作聯席會

議”，曾冠雄副主任代表高教辦前往參加有關會

議。江蘇省教育廳同時邀請澳門大學、澳門理工

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

澳門聖若瑟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等 7 所高校

及 2 所葡語教育機構參加。來自江蘇、澳門及葡

語國家各高校代表於會上通過“江蘇－澳門．葡

語國家高校合作聯盟”章程、討論合作項目和簽

署合作協議。 

第三屆江蘇－澳門．葡語國家大學合作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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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江蘇－澳門．葡語國家大學合作聯席會議”與會代表合影 

 

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培訓及電子教學參訪團 

為了優化本澳高校葡語人才培訓及國際漢語教育的相關工作，及進一步推動相關課程的

電子教學，高教辦於 10 月 12 日組織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培訓及電子教學參訪團，

讓本澳 9 所高校代表涉取兩校於在大規模網絡開放式課程（MOOCs）、電子教學及語言教育的

經驗。高校代表關注香港兩校在電子及語言教學，特別是開發 MOOCs 及漢語教育方面的經驗

及挑戰並與有關代表進行交流。此外，代表團參觀了兩校的語言學習實驗室及港大的多媒體

實驗室大樓，為本澳院校構建及完善相關硬件配套作參考。 

   
 參訪團參訪香港中文大學學能提升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代表介紹國際學生的漢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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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的發展 

2016 年，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按照年度計劃，於 2 月完成購買 14 個電子資料庫於該年 1

月至 6 月份之使用權。另於 3 月完成澳門高校聯合目錄的開發工作，並上傳至“澳門高校圖

書館聯盟電子資源中心”供讀者查找各高校圖書館之館藏內容，並繼續進行學位論文呈繳系

統中論文查找平台的開發工作。另外，聯盟於 4 月向本辦申請資助其採購 10 個電子資料庫於

該年 7 月至 12 月之使用權，批給金額合共 MOP4,043,778.28；聯盟並於 11 月向本辦申請資助

其採購 12 個資料庫 2017 年之使用權，獲批資助金額為 MOP9,387,934.41。 

聯盟本年繼續草擬聯盟合作協議書，各成員

院校正對有關協議書進行最後修訂，並籌備簽署

協議書的相關安排。有關協議爭取於 2017 年上

半年簽訂。 

聯盟於 11 月 21 至 25 日組織交流團前往上

海、杭州及寧波，參訪當地高校圖書館、校史館、

當地著名藏書樓、古籍館及博物館，以加強聯盟

與中國內地高等院校圖書館及相關機構間的交

流。 
  

 
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交流團赴上海、杭州及寧波參訪 

 

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 

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促進於 2016 年舉行了四次常規會議，討論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

及防範性騷擾政策框架及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框架、委員會培訓計劃及委員會發言人制度安

排等事項。委員會在會議上共識《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及防範性騷擾政策框架》及完成討

論《澳門高校處理性騷擾投訴程序框架》。 

交流團參觀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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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於 1月 26日的第一次常規會議邀請了法務局法制研究及立法統籌廳代廳長張涵為

委員介紹“修定《刑法典》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的規定”的主要內容及分享相關諮詢工作

情況。會後，高教辦按共識將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聖若瑟大學對諮詢文本之意見轉送

法務局。 

 
法務局代廳長張涵介紹“修定《刑法典》侵犯性自由及性自決罪的規定”的主要內容 

另外，高教辦於 5 月 24 日至 25 日舉辦了“International Training Workshop On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Combating Sexual Harassment”工作坊，邀請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Maureen 

Maloney 教授介紹加拿大性別平等法律制度、性別歧視及性騷擾之預防及如何在高等教育領

域促進性別平等議題。參加者包括澳門高等院校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成員、高教辦及院校教

職人員，合共 60 人參加。 

 
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 Maureen Maloney 教授進行 

“International Training Workshop On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Combating Sexual Harassment”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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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專院校跨部門危機事故小組及培訓 

由高教辦協調，本澳十所高校及衛生局、社會工作局、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消防

局支持及參與的“澳門大專院校跨部門危機事故小組”於 2015 年 9 月組成，共同應對院校所

面對的學生需要、情緒和環境適應問題，並就院校危機事故互相通報及提供支援。 

小組於 2016 年 2 月召開了本年工作會議，討論跨部門小組危機事故通報流程、院校分享

校內危機處理機制的最新情況及商議應對危機事故的培訓需求。就會議上共識，小組成員間

就大專院校各類事故進行通報，以便相關院校及部門掌握事故即時訊息及採取適當措施，實

現資訊互通、資源共享。 

為了提高院校領導及管理人員建立危機管理團隊的意識，及相關人員對危機事故的應變

及處理能力，高教辦委託澳門科技大學分別於本年 6 月 22 至 23 日及 7 月 5 至 7 日，為高校

領導及主管人員、教職人員、前線輔導人員、小組成員及高教辦人員舉辦兩階段“高校危機

預防及管理短期培訓課程”，由美國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Victim Assistance (NOVA)認可的

培訓導師、臨床及輔導心理師陳俊雄博士介紹了建立危機反應團隊、危機預防及管理、危機

介入技巧、NOVA 模式及模擬訓練等。兩階段課程合共 103 人次參加。 

   
 高校危機預防及管理短期培訓課程導師分享 高校危機預防及管理短期培訓課程參加者合影 

 

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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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校聯考僅是四校聯合組織四個科目的入學考試。各院校仍維持獨立招生，有意報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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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或當中任何一所院校的同學，需按過往做法，分別透過相關院校的網報系統進行報名。並

不是所有考生需參加中、葡、英、數四科考試，而是按其報考專業的要求參加相應科目考試。 

此外，四校已建立了中央資料庫電子系統，處理聯考考生個人資料及其他考務工作，考

生的報名資料和考試成績僅發放予其報讀院校進行錄取工作。聯考不作統一入學分發，考生

仍可同時獲多間院校錄取而作出入學選擇；四校將根據各自課程的入學標準錄取學生。考生

個人成績不會對外公佈。 

四校聯考的考試大綱是根據中學生基本需要具備的入學能力作為指標，並以“求同存異”

的方式制定。統籌小組在擬定考試大綱的過程中，廣泛諮詢全澳中學相關科目教師，並採納

了意見，修訂考試大綱。 

首屆四校聯考將於 2017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舉行，四校入學考試報名、聯考各科目

考試日期等重要日程等已於本年 5 月公佈。為了讓各持份者，尤其學生加深認識和瞭解聯考，

以便作好充分準備，統籌小組已分別向全澳 44 所中學、相關政府部門、教育團體、青年社團

及中心發送四校聯考宣傳海報和單張，並於新學年公佈了考務安排、新一輯四校聯考問題集

等；並已開設查詢熱線，以及設立聯考專題網頁。此外，四校於 9 月至 12 月期間進入本澳中

學舉行招生講解會，並出席論壇、記者招待會及座談會等，藉此機會向應屆高三學生介紹四

校聯考報名及錄取安排。 

 

推進中山與澳門合作專責小組－教育合作工作小組 

為進一步開展《中山澳門教育交流合作項目》之“共同引進高水準大學”的合作共識，

高教辦於 2016 年 3 月協調安排葡萄牙米尼奧大學代表團到中山參訪，與中山“教育合作工作

小組”代表會晤及參觀教學用地，並瞭解未來發展規劃。此行讓葡萄牙米尼奧大學代表對中

山市三角鎮民森工業園及翠亨新區的發展規劃加深認識，並對中山引進高水平大學的具體方

向及要求有更深入了解；同時讓中山市相關部門人員了解葡萄牙米尼奧大學的科研及教育情

況。 

   
 考察人員參觀中山翠亨新區規劃館 葡萄牙米尼奧大學簡介該校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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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於 4月接獲“教育合作工作小組”中山負責單位提供之“中山市 2016年職業院校

畢業生就業供需見面會暨職業教育成果展示巡迴活動方案”，並轉送相關方案予“教育合作

工作小組”參與部門，包括教育暨青年局及勞工事務局，以及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請其考慮或組織相關學校或機構參加。 

“推進中山與澳門合作專責小組－教育合作工作小組”於 9 月 5 日在中山市教育和體育

局舉行工作對接會議，總結 2016 年上半年中山澳門兩地教育交流合作情況及討論下半年兩地

教育交流合作有關項目。高教辦代表於 9月 13日出席“推進中山與澳門合作專責小組”會議，

並就“教育合作工作小組”澳門方的工作情況提供書面發言。 

 

澳黔高教旅遊會展專業合作考察團 

高教辦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港澳台辦公

室邀請，於 11 月 13 日至 18 日組織澳門 6 所高

校 18 名旅遊及會展專業主要課程負責人及教研

人員往貴州交流訪問。考察團參訪了貴州省教育

廳、省商務廳、省旅遊局及省民宗委、黔東南州

政府、州教育局、州旅遊局、貴州大學、貴州民

族大學、凱里學院、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及雷山民

族中學等，並考察了當地旅遊資源發展情況。此

行加強了本澳高校對當地旅遊業發展情況的瞭

解，並為未來合作開展相關專業人才培訓搭建了

良好的平台。 

 
澳黔高教旅遊會展專業合作考察團參訪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 

考察團參觀貴陽大數據應用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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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區域合作之工作會議及合作機制 

高教辦於本年 5 月 6 日出席 2016 年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籌備工作會議，會議討論粵澳合作

聯席會議書面發言議題及擬簽署協議的分工安排、聽取各司長辦公室代表介紹工作情況和未

來工作設想，以及與各專責小組代表交流工作情況。 

此外，應廣東省教育廳之請求，高教辦協助組織會議，並邀請中聯辦及本澳高校代表出

席；會上，主辦方向參與者引介了“推進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建設”及“粵港澳高校聯盟”兩

項計劃並交換意見。同時，高教辦亦協助邀請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澳門科

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聖若瑟大學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七所高校，連同中央人民政府駐澳

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代表一同舉行相關項目引介會。11 月 15 日，“粵港澳高校聯盟”

創盟儀式於廣州舉行，有關聯盟包括 10 所廣東省高等院校、9 所香港高等院校，以及 7 所澳

門高等院校。 

除加強粵澳在高教方面之合作外，澳門特區政府亦有持續跟進涉澳外交溝通機制，促進

與泛珠三角區域、北京、深澳、葡國等地方之高教合作平台，如：與北京市人民政府中關村

科技園區管理委員簽署《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就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企業與澳門高校科研創新的合作備忘錄》。相關備忘錄將發揮中

關村自主創新示範區和澳門各高等院校創新資源及國際資源優勢，推動資源整合優化配置，

推進區域在創業創新和國際化領域良性互動，共同發展，同時為有意創業的澳門學生提前作

好創業準備，並提供適度及適時的支援。  

 

 

3. 支持院校的優化及教職人員的專業發展 

澳門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訓及教研合作專項資助 

高教辦於本年 4 月推出“澳門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訓及教研合作專項資助”先導計劃，

以配合特區政府“促進本澳逐步邁向成為亞太地區葡語人才培訓基地的目標”之施政方針，

積極推動本澳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工作。有關資助項目的申請日期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30 日，

接受本澳院校於同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開展的項目申請。 

高教辦收到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合共 27 個項目申請，包括舉辦研討

會、教師及學生培訓、編寫及出版葡語及漢語教材等項目，申請金額合共 MOP4,858,262.86，

經分析，共審批 22 項計劃，批給資助金額合共為 MOP1,952,500.00。整體情況如下： 

高等院校 項目數目 資助金額（澳門幣） 

澳門大學 4 $40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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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 項目數目 資助金額（澳門幣） 

澳門理工學院 16 $1,188,200.00 

澳門科技大學 2 $359,400.00 

總 22 $1,952,500.00 

 

資助院校及非牟利學術機構 

2016 年高教辦批給本澳私立高等院校及非牟利學術機構的資助項目共有 17 項，批給資

助金額合共 MOP21,759,098.47，當中包括 10 項協助院校完善教學條件及提升教學及研究質素

的項目，資助金額合共為 MOP8,159,200.00；2 項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委託澳門科技大學向高

教辦提出聯合購買 2016 年 7 月至 12 月及 2017 年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使用權以及有關系統維護

費、伺服器租用費及行政費等經費，資助金額合共 MOP13,379,755.47。此外，支持本澳非牟

利學術機構開展有助本澳高等教育發展的項目，5 項資助金額合共為 MOP220,143.00。整體情

況如下： 

高等院校 /  
非牟利學術機構 

高等院校資助項目數目 
資助金額 

（澳門幣） 購置設備 
提升教學及 
研究質素 

澳門科技大學 4 3 $16,783,255.47* 

澳門城市大學 -- 1 $21,800.00 

聖若瑟大學 1 1 $3,589,300.00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1 1 $1,144,600.00 

非牟利學術機構 -- 5 $220,143.00 

總 6 11 $21,759,098.47 

* 包括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委託其申請之 MOP13,379,755.47。 
 

高等院校教研人員專業發展資助申請 

2016 年共資助 23 項提升教學人員教學及研究素質的項目，資助金額合共為

MOP202,695.71，包括資助澳門科技大學 5 項合共 MOP56,900.00，聖若瑟大學 16 項合共

MOP135,895.71，澳門城市大學 1 項 MOP5,100.00 及鏡湖護理學院 1 項 MOP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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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辦繼續與英國劍橋大學 Clare Hall 合作，於 2016 年 7 月 16 日至 24 日舉辦“2016 年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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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研人才培訓計劃－劍橋大學暑期研修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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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業能力發展，以及推動本澳的高等教育質量及科研水平。參

考去年參加者意見，本年課程分為商務與管理範疇，以及社會及行為科學兩個範疇。是次活

動共甄選了來自本澳 7 所高等院校的 20 名澳門高校全職教研人員參加。 

   
本澳高校教研人員參與“2016 年澳門高校教研人才培訓計劃－劍橋大學暑期研修課程”  

此外，人才發展委員會與科英布拉大學簽訂的《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學術、科學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協議書》中，高教辦將開展協議書有關

高校教研人員的培訓項目，藉以促進本澳高校教研人員與葡萄牙教研人員的相互交流與合

作。 

 

第四期澳門高校中青年骨幹教師國情研習班 

為了讓本澳高等院校教學人員進一步瞭解

國情及國家的發展情況，更好地掌握國內未來的

發展趨勢，並促進各高等院校人員的溝通與交流，

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文

化教育部於 2016 年 6 月 12 至 19 日期間，組織

本澳高等院校中青年骨幹教師前往中國井岡山

幹部學院參加“第四期澳門高校中青年骨幹教

師國情研習班”，高教辦獲邀為是次活動的合辦

單位。來自本澳 7 所高等院校 18 名中青年骨幹

教師及 5 名高教辦人員前往中國井岡山幹部學

院進行為期 8 天的國情研習活動。 

是次課程的設計涵蓋範疇全面，包括國家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政制、文化、民生、教

育，以至國家最新發展目標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並結合國家的發展規劃，以不同角度、多

元的方式向學員進行講授和介紹，讓學員對祖國的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有更深入的瞭解。 

本澳高等院校中青年骨幹教師與導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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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習班的學員於分享學習心得時均表示，是次培訓不但讓其瞭解國家最新的發展情

況，還可以加強不同高校人員之間的聯繫，並希望相關部門能繼續舉辦此類的研習班，進一

步推動高校學術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有助本澳高等教育的穩步發展。 

 

高校人員加強瞭解高校教師隊伍建設情況 

為優化現時高校教師隊伍建設以及瞭解各國學術聘任制度的變革趨勢，高教辦舉辦“當

前國際學術勞動力市場發展趨勢與高校教師隊伍建設”專題講座，吸引了本澳 7 所高等院校

和高教辦人員共 40 人參加。 

講座由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閻光才教授主講。閻教授詳細介紹了現今高校

教師隊伍建設所面臨的境況，以及透過分享發達國家的例子，同時結合自身的經驗，深入淺

出地分析了各國不同學術聘任制度的變革趨勢。會上，閻教授與參加人員互動交流，並就引

進優秀師資的策略、教師隊伍建設等方面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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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課程認證”先導計劃專家組與個案主任 

第六章 促進高教素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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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並委託專業機構進行研究，以為未來高等教育素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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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及高校素質保證的建設工作： 

為配合特區政府持續貫徹“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指導方針，在繼續推進《高等

教育制度》法律立法進程的同時，高教辦繼續為《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的實施做準備。 

為完善本澳的高等教育評鑑制度，高教辦於 2016 年委託葡國的 Agência de Avaliação e 

Acreditação do Ensino Superior（高等教育評審及認證機構，A3ES）制訂《課程審視指引》，相

關指引將於 2017 年上半年完成編制。 
 

開展“課程認證”先導計劃 

高教辦於 2014 年開展了第一階段“課程認

證”先導計劃，並委託了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

審局顧問組為是次先導計劃的研究團隊，以測試

《課程認證指引》及《外評機構指引》的適用性

及可操作性。研究團隊透過收集及分析參與院校、

外評機構、專家組，以及高教辦的反饋，對相關

指引作出調整，並於 2016 年 11 月 29 日舉辦了

“評鑑指引修訂說明會”，向本澳院校簡介相關

指引修訂的內容，並與各院校進行交流。高教辦

於同年 12 月收到是次先導計劃的研究報告。 

高教辦於 2016 年 7 月開展第二階段“院校素質核證”先導計劃，經綜合分析各院校提交

的意向申請後，接納了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城市大學為第二階段“院校質素核證”先導計劃

的測試對象。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城市大學分別聘用英國的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QAA）和台灣地區的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簡稱“台

評會”）為外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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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先導計劃：澳門城市大學 第二階段先導計劃：澳門科技大學 

 
 
2. 與國際高等教育機構聯繫及舉辦相關培訓活動 

參與國際素質保證組織論壇及研討會 

高教辦於 5 月 22 日至 27 日派員前往斐濟參加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質素保證國際網絡，INQAAHE）論壇及亞太質素保證網

絡 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APQN）研討會。 

本年 INQAAHE論壇的主題為“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llenging Times”，

而 APQN 研討會的主題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透過參與素質保證組織的論壇及研討會，藉以瞭解有關國際高等教育素質保證的最新資訊、

發展情況及趨勢，以及實際操作的經驗分享等，為本澳評鑑制度發展提供不少借鑑的機會。

同時，高教辦人員亦向評鑑機構代表簡介本澳高等教育的發展現況，並探討其為本澳院校提

供評鑑服務的可行性。 

   
 參與 INQAAHE 論壇 參與 APQN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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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素質保證組織的交流 

高教辦於本年分別接待了英國的 British Accreditation Council（認證機構，BAC）、美國的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美國藥劑認證機構，ACPE），以及葡國的 Agência 

de Avaliação e Acreditação do Ensino Superior（高等教育評審及認證機構，A3ES）。會面期間，

與會者就當地的高教情況進行交流。其中，ACPE 向高教辦簡介其背景及服務範圍，雙方並就

藥劑學專業認證情況進行交流；而 A3ES 主席 Alberto Amaral 教授與高教辦代表就制訂《課程

審視指引》事宜進行討論，以及探討該機構為本澳院校人員和高教辦人員提供培訓的可行性。 

此外，高教辦於 9 月應邀前往香港，出席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工作會議及週年晚

宴。會面期間，雙方探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為本澳院校人員和高教辦人員提供培訓，

以及為本澳院校提供評鑑服務的可行性。 

   
 與美國藥劑認證機構到訪成員交流 出席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活動 

 

增進院校人員在素質保證工作方面之認識 

為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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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邀請台

灣地區的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HEEACT）的前品質保證處處長蘇錦麗教授於 2

月舉行“優化校內品質保證機制－自我評鑑”

培訓工作坊；此外，高教辦於 11 月邀請葡國的

Agência de Avaliação e Acreditação do Ensino 
Superior （高等教育評審及認證機構，A3ES）主

席Alberto Amaral教授分享葡國推行評鑑制度的

經驗及素質保證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期間，院校

人員與主講者交流推行評鑑時遇到的挑戰。 

 

“優化校內品質保證機制－自我評鑑”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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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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深入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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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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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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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至 5 月、10 月至 12 月期間，派員前往本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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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個課程

共 175 班次，以瞭解課程的有關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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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課程核查情況如下： 

課程類別 
2015/2016 學年下學期 2016/2017 學年上學期 

課程數量 班次 課程數量 班次 

本地課程 46 59 55 83 

非本地課程 11 13 13 20 

總 57 72 6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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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高教資訊平台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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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市民大衆，尤其是準備就讀高等教育課程的學生及其家長，以及本澳高等院校瞭解

更多高等教育資訊，高教辦持續優化高等教育人才資料庫專題網頁，以及更新資料庫之相關

數據，包括多項調查項目，並適時對外公佈。有關項目如下： 

高教辦本年繼續開展“澳門大專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意向調查”及“澳門大專學生畢

業後一年追蹤調查”，分別收集應屆畢業生繼續升學或回澳就業的情況，以及畢業一年學生

的就業情況（包括所從事的行業、職位、薪酬，以及未來繼續升學的計劃等），以此掌握整體

高教人才畢業後的流向及變動趨勢。 

此外，高教辦首次開展“2016 年澳門大專學生畢業後三年就業調查”，持續蒐集有關學

生後續的就業數據，以檢視該等學生的流動資訊（主要為投身的行業、工作職位、收入等資

料），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參考資訊。 

另一方面，高教辦委託香港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開展“僱主對本澳高等院校畢業生滿意

度調查”，以收集僱主對本澳高等院校畢業生的評價，為特區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同時亦可為本澳高等院校、大專學生以及在職人士提供實用資訊。此外，為配合“進行識別

急需人才培訓範疇研究”的職責，高教辦於本年底聯同衛生局委託鏡湖護理學院開展“護士

就業現況及未來需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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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出版的《高教統計數據彙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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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澳門高等教育雜誌 

為了讓市民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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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能更深入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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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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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澳門高教發展的情況。2016 年，高教辦完成

編製《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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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了“具高教程度人口比例”及“公私立高等院校學生比例”的國際比較。 

此外，開展了對鄰近地區、OECD 成員國以及高教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和地區近年高等教

育指標的資料蒐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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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2016 年高教辦提供升學資訊的主要活動 

項目 簡介 

保送生考前輔導講座 
（面試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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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名應屆畢業生參加。 

各地升學資訊及 
公開試講解會 

（系列活動共 15 場） 

為市民提供多國之升學資訊，包括中國內地、葡國、加拿大、

英國、日本、美國、澳洲、瑞士、韓國、法國、德國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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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吸引了 880 人次參加有關活動。 

英國高校升學講解會 
英國文化協會組織 15 所英國院校來澳進行講解，設置諮詢攤

位與參加者進行交流。活動共吸引 134 名老師、家長及學生

出席。 

內地高校升學講解會 

（共 2 場） 

協助有意到中國內地升學的學生作事前準備及規劃，分別邀

請內地 12 所院校代表參與，包括：中山大學、南方醫科大學、

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北京

師範大學、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

及廣州中醫藥大學，共吸引 738 人次出席。 

清華大學升學講解會 

邀請了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韓景陽教授、校友總會秘

書長唐傑教授、對外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張磊博士向與會

師生講解學校概況、學科設置、奬助學金、招生標準，以及

培養澳門學生的政策及措施，共吸引 102 名師生出席。 

“摯”在分享－校友分享會

（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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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生進一步瞭解在不同地區及國家升學的情況，共吸引 388
人出席。 

北京大學升學講解會 

邀請了北京大學工學院黨委書記孫智利副院長（高級工程

師）、北京大學元培學院黨委書記孫華教授及北京大學港澳台

辦公室謝佩宏項目主管向與會師生講解該校升學資訊，共有

66 名師生出席。 

中國內地高校 
研究生課程考試說明會 

為讓居民了解到中國內地升讀研究生課程的情況，以及講解

報考手續及注意事項，本辦分別於 12 月 2 日（週五）下午 6
時至 7 時及 12 月 3 日（週六）下午 3 時至 4 時，在大學生中

心舉行題述活動，出席人數共 2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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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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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4 日至 31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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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23 日 

至 8 月 27 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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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及 8 月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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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葡國參加語言課程。 

 活動成果：加強學生對葡語及葡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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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12 日至 21 日 

115 
（包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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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新、創意、創業”

為主題，內容包括講座、文化體驗活

動，以及安排學生參觀粵港澳三地相

關歷史文化景點及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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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四川”

出發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27 日 

30 

主辦單位：高教辦 

支持單位：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承辦單位： 
西南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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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學生對中華民族的認

識，促進與當地少數民族學生的交

流，以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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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及期間 

參與人數 舉辦單位 活動內容及成果 

6 

尋根之旅 
“山西” 

2016 年 8 月 
4 日至 11 日 

36 

主辦單位：高教辦 

支持單位：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承辦單位： 
山西省外事僑務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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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探索 
“新疆”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17 日 

37 

主辦單位：高教辦 

支持單位： 
國家教育部 

承辦單位：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教育廳 
 新疆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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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參與者更瞭解祖國的政制、經濟、

法制、教育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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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第十二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得獎名單 

獎項 學生姓名 就讀院校 

冠軍 何東燃 澳門理工學院 

亞軍 朱葉子 澳門科技大學 

季軍 黃駿朗 澳門大學 

殿軍 宋佳憶 澳門理工學院 

優異獎 

曾嘉文 澳門大學 

李睿萍 澳門理工學院 

王暢 澳門城市大學 

潘春宇 澳門城市大學 

涂馨予 澳門科技大學 

潘翹楚 澳門科技大學 

優良獎 

李淳 澳門理工學院 

杜康依 澳門理工學院 

歐陽婧賢 澳門城市大學 

唐靖恒 澳門城市大學 

蔡志杰 澳門科技大學 

施銀瑩 北京師範大學 

陳小清 北京師範大學 

黃麗銘 復旦大學 

麥健駿 台灣師範大學 

盧韻如 葡萄牙天主教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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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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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澳門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亞軍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理工學院 

季軍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大學 

決賽 
最佳辯論員 

高文灝（澳門理工學院） 劉曦冉（澳門理工學院） 

季軍賽 
最佳辯論員 

李梓豪（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胡楷琦（澳門大學） 

準決賽 
最佳辯論員 

黎嘉韻（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鄭博文（澳門大學） 

高文灝（澳門理工學院） 易鑫（澳門科技大學） 

初賽 
最佳辯論員 

洪愉欣（澳門大學） 王旭姮（澳門理工學院） 

黎嘉韻（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張超（澳門城市大學） 

賀明揚（澳門理工學院） 鄭宇霆（澳門科技大學） 

容博燊（澳門大學） 葉黎萌（澳門大學） 

高文灝（澳門理工學院） 馮凡（澳門城市大學） 

黃漢揚（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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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澳門高校籃球賽 –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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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城市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殿軍 聖若瑟大學 澳門城市大學 

銀碟賽冠軍 澳門科技大學 -- 

得分王 
周卓然（澳門城市大學） 陳敏琪（澳門大學） 

三分神射手 

籃板王 李嘉翔（澳門城市大學） 勞美欣（澳門理工學院） 

卓越得分球員奬 

黎家棟（澳門大學） 陳敏琪（澳門大學） 

羅協銘（澳門理工學院） 勞美欣（澳門理工學院） 

黃駿曜（旅遊學院） 許瑞欣（旅遊學院） 

吳意嵐（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譚安如（澳門城市大學） 

周卓然（澳門城市大學） 呂曉晴（聖若瑟大學） 

凌梓衡（聖若瑟大學） 劉晨芳（澳門科技大學） 

何柱森（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 

徐晨宇（澳門科技大學） -- 

優秀運動員獎 

莫敬輝（澳門大學） 梁鳳梅（澳門大學） 

鄧萬耀（澳門理工學院） 陳嘉怡（澳門理工學院） 

梁浩文（旅遊學院） 許瑞雯（旅遊學院） 

林康（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林婉婷（澳門城市大學） 

周卓然（澳門城市大學） 黃彩玲（聖若瑟大學） 

譚振耀（聖若瑟大學） 何秀真（澳門科技大學） 

何柱森（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 

徐晨宇（澳門科技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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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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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是我

Happiness》 
9 月 高教辦 

 透過電影欣賞，讓青年人敢

於面對逆境，關愛身邊人，

共派出門票 133 張。 

2 

金蓮花盃“第十

三屆澳門中國內

地優秀電影展” 
第三屆觀後感徵

文比賽 

9 月至 11 月 
期間 

中國電影基金會、 
澳門影視傳播協進會 

 高教辦協助宣傳有關活動，

除於 9 月至 10 月期間安排在

大學生中心播放 7 套有關電

影，讓有興趣的人士免費欣

賞電影，還協辦觀後感徵文

比賽，以加深學生對中國內

地電影文化之認識，推動本

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並提

升其寫作能力。 

3 
第 63 屆 

澳門格蘭披治 
大賽車 

11 月 17 日 
及 18 日 

澳門格蘭披治 
大賽車委員會 

 應體育局之邀請，高教辦協

助向各院校統一派發練習賽

門票，10 所高校共報名索取

5,097 張入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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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6 年“創青

春”中航工業全

國大學生創業大

賽 

11 月 15 日 
至 19 日 

中聯辦 

 中聯辦來函邀請本澳高校參

加有關賽事，本澳共有 4 所

院校派出共 13 隊（41 名學生

參加，13 項參賽作品），並分

別獲得金、銀及銅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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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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145 0 1 100% 

電郵諮詢 3註 2 98% 38 38 0 1.9 100% 

索取升學資料庫內資料
註 3 20 分鐘 9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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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0 1 100% 

電話查詢 2註 5 80% 2 2 0 1 100% 

書面查詢 
（電郵 / 傳真 / 信函） 

5註 2 8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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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221 0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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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296 0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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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 566 0 

15 
分鐘 100% 

6 

提供學歷審查意見 

親臨查詢 30 分鐘 95% 22 22 0 
9.05 
分鐘 100% 

電話查詢 2註 4 95% 248 248 0 1 100% 

電郵查詢 5註 2-8 85% 35 35 0 2.03 100% 

書面查詢 10註 2-8 8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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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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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0 6.67 100% 

建議 15 2 2 0 3 100% 

異議 15 9 9 0 7.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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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9 0 2.31 100% 

建議 15 4 4 0 1.75 100% 

異議 15 1 1 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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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電話查詢 264 

電郵查詢 37 

親臨查詢 22 

總 334 

 

附錄 10：高等教育課程申請個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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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宗，其中 31 宗獲批

准，2 宗撤回申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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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宗，當中 20 宗獲批准，4 宗仍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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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辦領導及主管人員 

 

主任 

蘇朝暉 

 
副主任 

何絲雅、曾冠雄 

 
職務主管（高校學生輔助） 

黃月冰 

 
職務主管（高等教育研究規劃） 

丁少雄 

 
職務主管（高等教育事務） 

盧麗萍 

 
職務主管（行政財務） 

陳家豪 

 
職務主管（資訊） 

梁永安 

 
職務主管（法律） 

José Manuel Bento Ferreira de Almeida 
 
職務主管（高等教育素質保證） 

黃咏 

 
職務主管（高校協作） 

姚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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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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