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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概況

澳門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東面與香港隔海相距約60公里。澳門由澳門半
島、氹仔和路環兩個離島組成，總面積共33平方公里，澳門人口約有67萬人，其中華
人佔總人口約九成，其餘為葡籍以及其他國籍人士。中文和葡文是現行官方語言。居
民日常溝通普遍使用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也很通行，可在很多場合應用。想更認識
澳門，請瀏覽澳門旅遊局網頁（https://www.macaotourism.gov.mo/zh-hant/）。

澳門大學概況

澳門大學（以下簡稱“澳大”）是澳門一所國際化綜合性公立大學，創立於
1981年，具有多元文化共存、協同學院與書院的全人教育體系以及國際化的辦
學模式等特色和優勢。八成教研人員來自世界各地，以英語授課為主，致力培養
具有創新思維、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和世界擔當的人才。

澳大現有學生逾12,500人，設有人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健康科
學學院、法學院、社會科學學院、科技學院、榮譽學院，以及研究生院和持續

進修中心。研究機構設有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應用物理及材料工程研究院、中華醫藥研究院、協同創新研究院、
微電子研究院、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以及澳門研究中心。各個學院的學科特色鮮明，提供學士、碩士、博士等
逾100個學位課程，涵蓋文學、語言、工商管理、市場學、會計學、金融學、國際綜合度假村管理、理學、教育、生
物醫藥、法學、歷史學、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工程、計算機科學、中藥學等不同領域的專業學科。

澳大所頒授的學位得到廣泛認可，台灣地區教育部已早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認可澳大的
學士學位課程，並於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告採認澳大學士學位至碩士及博士學位。

世界大學及學科排名
澳大是澳門進入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及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學排名前
350強的高校，在葡萄牙語大學聯會中名列第一，眾多學科亦獲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國際聲譽

學科 排名

語言學 201-250

教育與培訓 251-300

英語語言及文學 301-320

法律與法律研究 301-340

電子電氣工程 351-400

數學 401-450

計算機科學與信息系統 451-500

醫學 501-550

學科 排名

教育學 / 心理學 101-125

工學 / 法學 126-150

計算機科學 151-175

生命科學 176-200

人文藝術學 / 理學 / 社會科學 201-250

臨床與健康研究 251-300

商業與經濟學 301-400

世界大學 201-250

國際化發展 5

年輕大學 26

亞洲大學 33

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Quacquarelli Symonds

世界大學 304

亞洲大學 96



國際化特色

澳大是一所多元文化融合的國際化校園，實施國際化現代大學管理
模式，教研人員全球招聘，八成來自世界各地。國際多元的辦學特
色吸引世界各地的國際生，令校園洋溢多元文化色彩。澳大不斷拓
展跟海外大學的網絡，以促進學術交流，在校內積極搭建國際合作
研究的平台，擴闊學生視野。目前與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320多所
高等院校建立合作關係，並與其中24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50所的高
等院校簽訂交換生協議。澳大也為學生提供到本地和海外的實習機
會，提升其就業競爭力。

榮譽學院

榮譽學院旨在培育優秀學生成為具國際視野、創新思維及領導才能的社會領袖，為推動澳門乃至全
球發展、進步作出貢獻。榮譽學院課程與學士學位課程同步進行，同學將修讀及參與一系列領袖培
訓課程、校園內外之社區服務、協助書院組織活動等，鼓勵同學學習多角度思維、輔以獨立思考及
群體合作等方式處理問題。同學更有機會到海外一流大學進修，吸收及學習不同國家的文化氛圍和
知識。詳情請瀏覽｢榮譽學院｣網頁（https://hc.um.edu.mo/）。

卓越師資

澳大擁有一支高水平的國際化教研隊伍，當中有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國皇家化學學
會會士、英國皇家生物學會會士、英國工程技術學會會士、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士、葡萄牙科學院院士、美國電機
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士、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會士、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會士、國際光學工程
學會會士，以及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等。

獨特書院制

澳大住宿式書院系統是一個知識整合的學習平台，體現了大學“四位一體”
全人教育理念，在澳門的大學中獨一無二。現時已建立10所書院，包括曹
光彪書院、鄭裕彤書院、張崑崙書院、蔡繼有書院、霍英東珍禧書院、呂
志和書院、馬萬祺羅柏心書院、滿珍紀念書院、紹邦書院及何鴻燊東亞書
院。每所書院可容納450-500人，所有大一新生將獲安排入住書院。書院
與學院相輔相成，以體驗式課程規劃提供全人教育的環境，力求培養學有
所成以及情操高尚的學生。書院教育致力提升學生的7項勝任力：公民責任
心、全球競爭力、知識整合能力、團隊協作、服務與領導、文化參與，以
及健康生活。詳情請瀏覽｢住宿式書院｣網頁（https://rc.um.edu.mo/）。

國際聲譽

精神病學／心理學

工程學 材料科學 生物學與生物化學

計算機科學 藥理學與毒理學 社會科學總論

化學 臨床醫學 農業科學

十大學科領域進入基本科學指標資料庫(ESI)前1%之列



學院 課程編碼 課程 授課語言 文理要求 備註

人文學院

FAHCLL 文學士學位 - 中國語言文學 中文（廣東話及普
通話）

FAHENS 文學士學位 - 英語研究 英文

FAHHST 文學士學位 - 歷史學
英文為主，以中文

（廣東話及普通話）
作輔助語言

FAHJAP 文學士學位 - 日本研究 日文 申請人無需具備日語基礎。

FAHPTS 文學士學位 - 葡語研究 葡文 申請人無需具備葡文基礎。

工商管理
學院

FBAACC 理學士學位 - 會計學

英文

FBABIA 理學士學位 - 商業智能與數據分析

FBAFNC 理學士學位 - 金融學

FBAGBS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首兩學年為共同課程。於第二學年可申請修
讀以下其中一個主修：「商業經濟學」、 
「環球商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市場學」或「企業財務監控」。

FBAIIR 理學士學位 - 國際綜合度假村管理 於第二學年申請修讀以下其中一個範疇： 
「會展及款客服務管理」或「博彩管理」。

教育學院

FEDCHN 教育學士學位 - 教育（中文） 中文（廣東話及普
通話）

FEDENG 教育學士學位 - 教育（英文） 英文

FEDINS 教育學士學位 - 教育（綜合科學） 中文（廣東話及普
通話）及英文

理科；申請人於
高中階段須修讀
物理、化學及生物

於 第 一 學 年 申 請 修 讀 以 下 其 中 一 個 範
疇：「生物」、「化學」或「物理」。

FEDMAS 教育學士學位 - 教育（數學） 英文及中文（廣東
話及普通話）

申請人應具備良
好數學基礎

FEDPPE 教育學士學位 - 學前教育 中文（廣東話及普
通話）為主，以英

文作輔助語言FEDPYE 教育學士學位 - 小學教育

健康科學
學院

FHSBIF 理學士學位 - 生物信息學

英文
理科；申請人於
高中階段須修讀
化學及生物

FHSBIO 理學士學位 - 生物醫學

FHSPHA 理學士學位 - 藥物科學及科技

法學院 FLLBLC 法學士學位 - 中國法與環球法學 英文 為2023/2024學年新開辦課程，並將於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後正式運作。

社會科學
學院

FSSCOM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 傳播學

英文

於第一學年申請修讀以下其中一個範疇：
「創意媒介」、「公共傳播」或「新聞與
大眾傳播」。

FSSECN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 經濟學

FSSGPA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 政府與公共行政 於第一學年申請修讀其中一個範疇：「公
共行政」或「國際與公共事務」。

FSSPSY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 心理學

FSSSOC 社會科學學士學位 - 社會學

科技學院

FSTAPC 理學士學位 - 應用物理及化學

英文

理科；申請人於
高中階段須修讀
物理及化學

FSTCPS 理學士學位 - 計算機科學 理科

FSTCVE 理學士學位 - 土木工程
理科；申請人於
高中階段須修讀
物理

FSTECE 理學士學位 - 電機及電腦工程

FSTEME 理學士學位 - 機電工程

FSTMAA 理學士學位 - 數學（數學與應用）

FSTSDS 理學士學位 - 數學（統計及數據科學） 理科

開辦學士學位課程一覽表（課程修讀年期為四年）：

注意：申請人於選報志願前， 
可先瀏覽學院網頁了解各課程之學習計劃。 

（課程修讀年期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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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浩
理學士學位（商業智能與數據分析）課程 

有一所學校，他擁有國際的環境和師資，充沛豐富的學習資源，
卻鮮少被台灣學生所知，那就是澳門大學。

澳大除了提供全額獎學金給優秀學生，同時也提供加入榮譽學院
的機會。進來這所大學後，才發現一所大學可以將住宿環境營造
得如此舒適，在書院裡不但可以跟各國學生交流，還有眾多書院
設施供學生免費使用，再加上豐富的書院活動，從而提高自己的
社交能力。教學環境也讓人眼睛一亮，整所校園都有數不盡的公
共學習空間給予學生最便利的學習環境，校園內的設施更是包羅
萬象，應有盡有。

最後，雖然是全英語授課，但整體而言台灣學生絕對可以適應，
學校也有開辦一些加強英語能力的短期課程讓學生參加。期盼有
更多台灣學生可以加入UM這個大家庭，我會在鄭裕彤書院等著
各位。

做為赴澳門讀書的台灣人，無論在台灣或澳門，都時常被問過這
個問題「怎麼會想要去澳門大學讀書？」而我認為過去在澳大學
習生活的這段間，為我帶來了以下的機會及改變：

1. 全英文的授課環境：學生在此環境下英語聽力及寫英語報
告都十分熟練，為將來到國外升學做好更充份的準備。

2. 國際化的校園環境：澳大學生組成十分多元，使我在短時
間內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3. 獨立做事：離開了熟悉的台灣、朋友及家人，必須自己重
新適應一個新環境，是一個很好的探索自己能力及成長的
機會。

4. 旅行：澳門是個熱門的旅遊城市。作為澳大的學生，假日
搭上公車就能開啟一段旅程。大三巴牌坊、議事亭前地、
葡國建築及料理，澳門處處都是文化遺跡。另外前往香港
或大陸也是十分方便。

5. 學習廣東話與葡萄牙語

林哲宇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韋載桐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澳門大學的教育體系與歐美大學相近，學生根據個人需要和學習
目標選課，學習規劃相對自主。另外，學校教育資源十分豐富，
提供很多活動和課外課程給學生參加，例如學生會、不同的校隊
等等，學生可以透過這些課後活動精進自己。作為大一新生，我
目前加入了院生會、普通話辯論隊，還有參加了領袖培訓計畫課
程。我認為澳大除了重視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也提供各式探索活
動讓學生找到人生的目標，從而加強學生各方面的能力。

另外，我也非常喜歡澳大的書院式住宿，相比於普通大學宿舍，
澳大的書院有如一個小小的社區，加入院生會讓我更快熟悉書院
的運作方式，也有機會舉辦書院活動，讓外地生也能有歸屬感。

最後，澳大是全英授課，書院裡也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生，
使我英語能力有很大的進步。另外，有別於去歐美大學所有人一
開始都用英文溝通，在這裡與同學都能用中英文溝通，剛來澳大
時也不太需要擔心語言溝通的問題。

 

學生分享



報名資格
現正在讀高三年級或已取得高三年級畢業資格；及「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成績達到以下要求：

學科能力測驗 指定科目考試

採計四科成績：
 ˓ 英文科成績達「前標」或以上；及
 ˓ 其他三科成績達「均標」或以上。
 ˓ 報讀科技學院課程者，其數學科成績

須達「前標」或以上。

採計五科成績：
 ˓ 英文科成績達「前標」或以上；及
 ˓ 其他科目成績包括國文科及數學科達

「均標」或以上。
 ˓ 報讀科技學院課程者，其數學科成績

須達「前標」或以上。

簡章資料截至2022年10月，內容僅供參考。如有任何更新將以澳門大學網站內最新公佈為準。

入學諮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註冊處聯絡。

網上查詢 https://reg.um.edu.mo/adm-contact

台灣學生招生專頁 https://reg.um.edu.mo/adm/taiwan

有關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入學查詢，請瀏覽研究生院網頁：https://grs.um.edu.mo/。

獎學金無需申請。持有效台灣地區身份證明文件報名及入學的申請人，其「學科能力測驗」四科成績總分達52級分或四
科成績皆達「頂標」級以上，有機會獲頒發獎學金。於進行錄取時，校方將根據申請人之「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擇優
頒發。獎學金內容包括豁免首年學費及住宿式書院費用。獲獎學金者如每學年平均績點（GPA）達3.3分及滿足住宿式書
院要求，可於第二至第四學年繼續獲得獎學金，獲頒獎學金年期最長為四學年。

獎學金

如何報名

於報名期2023年1月31日至 
4月21日到網報系統透過「直
接入學」途徑遞交申請表格 

英語能力要求
如報讀課程以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申請人必須接受英語
面試。合資格之申請人將由有關學院通知具體面試安排。如
申請人持有以下成績，可獲豁免英語面試：

 ˓ 托福考試（TOEFL）達550 分（Paper-based test）或 
79 分（Internet-based test）或以上之成績；或

 ˓ 雅思考試（IELTS）達Band 6.0 或以上之成績。

費用預算
詳情請瀏覽網頁：

學費 住宿式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