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基金
HIGHER EDUCATION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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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

1. 本計劃貫彻落實提升本澳高等院校的

學術研究水平，打造澳門成為粵港澳大

灣區高等教育高地的目標；在2020年，

高等教基金繼續向人文社會範疇的研究

項目提供綜合性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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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目標

2. 除原有人文社會範疇的研究項目資助

及優化計劃的有關程序及配套文件外，

因應全球各地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的疫情發展，開展各項研究工作，本計

劃下設立了“預防及應對重大傳染病的

研究專項”，鼓勵本澳高校學者發揮科

學研究的力量，攜手應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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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選目錄

預防及應對重大傳染病研究專項

計劃優化重點

計劃三步曲

責任與義務篇

查詢方法

前期 中期 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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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應澳門特區政府構建科學防疫
措施及政策，提高澳門在應對未
來發生重大傳染病的防疫教育、
區域治理及危機應變的能力，在
計劃內設立了“預防及應對重大
傳染病的研究專項”

預防及應對重大傳染病研究

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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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控制等公共政策的探討及醫療資

源建設等研究

疫後身心健康重建等社會問題研究

疫情對本地、內地經濟的影響、社會

復甦等研究

或其他與應對重大傳染病相關的社會

問題

期待您的參與，為澳門的防
疫科學研究出謀獻策!



經批准的跨年度研究項目 (不遲於
2022年8月31 前完成)，免除翌年續
期申請手續，可獲批最長2年的資助
《資助說明》第5點

提供 “研究計劃”、 “項目預算明
細表”，提升申報效率，有助規劃
研究工作日程《申請指引》第5.3、5.4點

申請第e類論文發表費用資助時，只

要最終論文所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不

低於預期水平，可繼續獲得資助《申請

指引》第6點備註8

在提出合理原因、按規定申請並經批

准後，可預先收取當年的或調動不同

年度的項目經費，更有效配合研究需

要《申請指引》第25、2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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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的第一作者不限為

項目負責人，但必須是申請

實體的研究成員《申請指引》第21點

每年 更改計劃的機會 《申請指引》第27點

跨年度研究項目增設階段性結

題 ，有助雙方掌握研究進度及

處理中期結算《申請指引》第16點

只要求提交基金資助範圍的支出單

據，允許提交經申請單位蓋章的單

據副本《申請指引》第17點 8



有意參加計劃
的您，應準備
及了解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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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組隊

項目規劃

院內提交 親臨提交

項目排序

統籌管理 補交通知

基金審議

結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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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布之日至9月4日期間接受申請



成員組隊

規劃項目

校內提交
11

研究團隊規劃流程及注意事項
至少由1名項目負責人組成，並必須
來自申請院校，成員最多可參與2個
基金資助的研究項目
與其他院校的人員組隊要提交“項目
合作協議書”

可參考範本撰寫“研究計劃”、項目
預算明細表”
使用“申請清單”檢查是否已經填妥
所需文件(如“申請表”、報價參考
及其他附件)
留意申報獲得其他資助來源的情況，
考慮是否需要申請預付等

連同載有文件的資料光碟，向院校負
責單位提交
此階段後將進入校內審議程序



統籌管理

項目排序

親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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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院校統籌流程及注意事項

院校可設定接收申請文件的期限，管
理項目，可就項目負責人的查詢，轉
介本局人員及時跟進

建議在收到多個申請項目後，按項目
的重要性填寫 “資助優先次序列表”，
就已接納的研究項目，院校具權限代
表在申請文件相應位置簽署及蓋章

除前述的申請文件外，連同申請公函
裝在註明本計劃名稱的文件封包，於
辦公時間內親臨高等教育局提交
建議在項目開展前50日前提交



補充通知

基金審議

結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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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端受理申請後應注意：

本局專責單位的人員在接收申請文件後，
會按 “申請清單”檢視文件，如有需要，
會以電話及電郵方式通知項目的聯絡人/

負責人，於15日內補交文件或說明

基金會審議申請的項目，有可能對項目
內容要求再提供補充文件或說明，會再
按上點方式發出通知要求期限內說明或
補充

申請結果會以公函通知申請院校，研究
團隊可適時向院校單位或向本局了解審
批進度
知悉結果後，申請院校可在規定期限內
申請預付或提出異議



規劃申請預付

預付上限:

資助金額的
50%*

在申請時
提出

項目獲批後，在
開展前30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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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合理解釋的情況下，可申請預
付不多於每一年度資助金額的70%。

《申請指引》第25點

或



請填寫申請表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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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怎樣做好項目預算?

其
他
費
用
*

研究成
果發表
/出版

赴外
或來
澳研
究

諮詢
與技
術支
援服
務

調查
員津
貼

研究
成員
津貼

、

建議視實際需要申請，並經濟性及適用性原則預
算規劃，申請開支分類如下：

*須註明開支必要原因 16



以津貼的方式支援研究成員、
調查員開展研究設計、數據搜
集及分析等工作

以資助團隊提升研究質量，向其他
實體取得專業意見或技術支援服務
的支出

支援研究成員往外地或來
澳進行相關學術研究活動

資助研究成員為發表會議或期刊論
文的參會活動及刊登的相關支出

資助研究成員出版研究所得，但不
包括翻譯、教材及論文集

研究物料或秏材
等雜項開支可列
入“其他費用” 17



資助金額是以申請預算總金額為
計算基準(《申請指引》第26點)，
請務必提供報價參考為計算依據，
並核對金額無誤後，正確填寫在
“申請表”相應位置。

(詳見“項目預算表”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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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合理規劃項目進度
(詳見“研究計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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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或文件的常見情況

未有提供
報價參考

未有提交申請的 “必
要文件”《申請指引》第

5.1至5.4點

未有在文件要
求的位置簽署

及蓋章

未有說明研究成
員在各階段工作
分工及進度

金額計
算錯誤

未有提交與非申請
院校的人員的“項
目合作協議書”

未有提供出物
版的初步綱目

研究項目早在
申請前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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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執行過程中，
往往計劃趕不及變化，
項目負責人應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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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以下情況，應作出計劃變更通知嗎?

問1：申報時的研究成
員中途要退出，應該更
改計劃?

回覆1：但凡已確定的研究成員
名單，特別是項目負責人的更
改必須作出變更計劃。

問2：由於研究過程中
多了不少突發工作，我
想邀請更多研究人員加
入可以嗎?

回覆2：獲資助之研究成員的實
際人數減少，則會相應減少資
金額。然而相反是人數增加，
在不涉及追加資助金額，項目
負責人可以自行組織。

問3：期刊機構一直沒有
回覆是否接納論文呢?我
能夠改投其他機構嗎?

回覆3: 只要在項目執行期內，
獲批准的論文成功在期刊發表，
且期刊的影響因子是不低於申
報時的水平，便可繼續獲得資
助，而不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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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5：獲批的各類開支津
助，能夠待此間自由調撥
分配比例嗎?

回覆5：可留意申請結果通
知公函所規定的限制情況，
由於調動情況不一，建議再
聯絡本局人員了解。

問6：由於獲批出版費仍
與本人預期有所落差，在
不超出獲批資助金額，我
能相應減少出版數量嗎?

回覆6: 倘實際出版數量有
變，乃至著作的題目、內
容的完全變更，必須作出
變更計劃通知。

還有其他研究計劃變更的
情況，可以致電我們，了
解是否應採取更改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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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4：會議主辦單位突然
取消學術會議，那麼我能
夠參加其他類似專題的學
術會議發表論文嗎?

回覆4:倘實際參與發表論文
的會議與預期情況不同，應
作出變更通知，經批准後可
繼續獲得資助。



承擔未有通知且經批准後，自行修改計
劃內容的後果《申請指引》第23點

24

取消
資助

要求退
回預付
款項

影響
執行
表現



跨年度項目：經費調撥

經申請獲批准後，可調動不超過當年度的費用的
20%(《申請指引》第26點)

範例1：

2020年獲資助金額：$300,000

2021年獲資助金額：$150,000

*轉移2020年的經費至翌年使用

2021年可獲使用的經費上限
為$300,000*20% + $150,000

= $210,000

範例2：

2020年獲資助$300,000

2021年獲資助$100,000

**預支翌年經費至2020年使用

2020年可獲使用的經費上限
為$100,000*20% + $300,000

=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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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院校統籌單位與項目負責人，對研
究項目進入階段性或總結性結題階段，
預早整理報銷單據及研究報告等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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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資助期間最長為2年，但須在
2022年8月31日前完成

27

例1：新學期即將開展，A教授有意開展一
項研究，獲批申請項目後於2020年9月10日
開展研究工作，那麼要注意以下日程：



2022年
• A教授的項目進度良好，

較預期早於8月20日完成
項目及出版論著

• 在9月20日前向基金提交
成果1份，以及完成最終
結題#

2020年
• 7月申請
• 在9月10日開展
• 在12月15日前完成階
段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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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 在1-11月繼續執行項目
• 在12月15前完成階段結

題*

#提交最終結題文件：
• 支出單據
• 資助運用總結報告
• 研究成果報告

按續上例 *提交階段結題文件：
• 支出單據
• 資助運用總結報告
• 研究階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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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 3月申請
• 4月10日開展

2021年
• 在1月10日前向基

金提交成果 1份

2020年
• 在12月10日完成項目

及發表論文
• 不遲於12月15日須完

成最終結題#

例2：在非跨年研究項目，例如執行期 4月10日
至12月10日，請注意以下日程：

#提交結題文件：
• 支出單據
• 資助運用總結報告
• 研究成果報告



“資助運用總結報告”填寫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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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25,000

資助結算是以“實報實銷”原則處理：倘整個項目最
終支出金額有所下調，基金可視乎情況對資助金額
按比例作出調整。(《申請指引》第26點)

例1：項目獲資助$30,000，最後只使用了$25,000

(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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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一個項目獲資助$50,000，最終支出了$60,000，
要申報自行承擔或其他收入來源(見下圖)：

50,000

1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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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員津貼

出版費

5,000

20,000

25,000

27,400

其他費用 300

2,400

8.00

例3：結題的項目必須是收支平衡，實際收入總額等
於支出總額

27,400

27,400



收據

收款人簽署：XXX

簽收日期：XXXX年XX月X日

院校蓋章

以個人名義簽收津貼/費用的收據
可供參考的樣式《申請指引》第17點

序 項目內容 金額

1 為項目提供技術支援或專業資詢的內容

總計

收款人姓名：某某某
收款人身份：專家
標的：作為研究項目(項目名稱xxx)的提供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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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書脊

封面

研究成果標註資助來源(《申請指引》第
21條)

在論文的頁首或頁尾註明：

研究成果獲得“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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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請前先，請細閱《申請指引》
的第7至13點、第20至30點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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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規劃研究項目的預算、進度、成員分工等 (《申請

指引》第9點)

•誠實申報資助來源(《申請指引》第11點)

•不作虛假聲明或提供不實資料(《申請指引》第24點)

合理誠信

•遵守期限規定作補充文件或說明、更改計劃通知、及

提交總結報告等(《申請指引》第12.4、15、16、27點)

•註明基金資助、交回研究成果(《申請指引》第21點)

•遵守學術倫理、社會道德、智慧產權等方面的法律規

定(《申請指引》第22點)

守法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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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方法
可以在辦公時間內致電我們，也可以透過傳
真或電郵方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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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3969203/83969253/83969395

傳真：28322340

電郵：info@dses.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