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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5 年，本澳共有 10 所高等院校，其中 4 所为公立院校，6 所为私立院校，当中有综合

性教学和研究双结合的大学，也有偏重实用性的多学科及专科高等院校。 

特区政府继续贯彻“教育兴澳”的指导方针，致力推进高教领域法规和制度的优化，有

序开展高等教育评鉴制度的构建和测试工作，并积极协助院校优化设施及提升素质；同时，

持续强化对大专学生的关心和支持，提供多元信息和创设不同的学习机会，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 

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下称“高教办”）在社会文化司的指导和支持下，于 2015 年继续

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展开，当中包括投入资源，协助院校完善教学设施及支持教职人员的专

业发展；进一步促进本澳与中国内地、葡语系国家或地区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构建高等教

育人才数据库，为政府、院校、以至学生及家长提供重要参考信息；继续实施“大专学生学

习用品津贴计划”，减轻学生就学负担；透过“澳门大专学生部落”和“大学生中心”，为

学生提供各类信息和服务；持续举办多元化校际活动，组织大专学生前往各地交流学习，并

与相关机构合作，让学生体验不同的学习经历，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高教办于 2012 年开始编制办公室的年刊，把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进行简略的汇报，目的

是让社会各界更了解高教办，并给予宝贵意见，让工作更臻完善。今年继续汇整各类信息，

编成 2015 年《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年刊》，期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支持及指导，让高教办能

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促进本澳高等教育稳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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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教办简介 

 

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教办）于 1992 年成立，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

化司司长辖下专责协调、跟进及发展澳门高等教育事务的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构思本澳高等教育发展及国际化策略并提出建议； 

 协助持续提升高等教育的学术、教学及研究水平及课程和学术活动的素质； 

 支持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并提供意见； 

 协助评核本澳高等教育机构的表现； 

 分析高教领域人员的需求，研究人员制度并订定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准则； 

 确保高等教育机构所开设课程的教学计划及大纲等资料得以依法存放及进行登记； 

 协助推广高等教育领域课程以外的文化活动；  

 促进出版教学及学术著作，协助培养非教学人员； 

 协助报读高等教育课程并提供就学的支持； 

 协调、鼓励和支持本地、区域及国际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促进相关协议及

协议书的订定； 

 组织及更新有关高等教育课程、院校人员及学生的数据库及进行相关统计； 

 开展识别急需人才培训范畴的研究，发布具高等教育学历人士的就业及从事专业工作

的信息； 

 订定及发布高等教育学历审查方面的标准或指引，提供技术及行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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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扶助学生学习成才 
 
为协助学生进行升学选择，进而按照自己的志向和特长规划人生路向，高教办采用了多

样化的方式，向学生传递升学信息。同时，高教办亦在就学方面提供支持，包括跟进特区政

府大专学生学习用品津贴的登记及发放工作，亦持续调整研究生奖学金的发放类别、名额及

金额，并着手整合各公共部门的奖、助、贷学金信息。此外，高教办亦不断优化其服务及设

施，发挥大学生中心的多元功能，持续强化与学生沟通的网上平台，藉以向学生提供更适切

的协助。 

 
1. 提供丰富的升学信息： 

举办不同主题的升学活动 

为协助学生了解不同地区的升学信息，有利于选择适合自己的升学路向，进而为人生道

路进行规划，高教办每年均开展多场升学讲座，邀请不同国家的使领馆人员、各地高校的代

表、以至正在各地高校就读的学长、学姐等，介绍各地升学条件、手续、费用、学科优势等

重要信息，分享学习生活，讲解注意事项。2015 年，相关的活动包括系列的各地升学信息及

公开试讲解会、校友分享会、保送生考前辅导讲座等，相关详情可参阅附录 1。 

  
 “挚”在分享－校友分享会 各地升学信息及公开试讲解会 

  
 保送生考前辅导讲座 科英布拉大学升学讲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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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澳门大专学生辅导服务规划探索研究 

为进一步探讨本澳大专院校学生发展及辅导支持服务的现况与未来规划，以配合本澳高

等教育的发展，制订整全的大专学生辅导服务蓝图，高教办委托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进行

“澳门大专学生辅导服务规划探索研究”。 

高教办领导及工作人员于 3 月至 4 月期间走访本澳 7 所高校，并与相关代表就学生事务

的整体工作及未来规划作意见交流与分享。期间，各院校及高教办代表亦就危机事件处理机

制、相关培训，以及心理辅导方面的督导人员需求交换意见。为此，高教办于 9 月 7 日召开

第一次“澳门大专院校跨部门危机事故小组”会议，并邀请了本澳 10 所院校、卫生局、社会

工作局、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及消防局等代表出席，以便就日后相关的联络安排取得共

识。 
  

协助推广外地的奖学金信息 

为让学生能接触到更多外地升学奖学金的资料，高教办协助发放其他海外奖学金的信息，

除上载至高教办网页及大专学生部落外，亦会将讯息发送予本澳各中学及高等院校，藉此加

强推广。2015 年协助发布的奖学金信息包括： 

美国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学士学位课程奖学金 

文莱 文莱政府 2016/2017 学年奖学金 

日本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本科生奖学金及研究生奖学金 

土耳其 土耳其语暑期班奬学金计划、土耳其硕士学位课程奖学金 

中国香港 香港教育大学（前香港教育学院）学士学位课程奖学金 
 
 

2. 为学生继续升学提供支持 

续推大专学生学习用品津贴 

为体现特区政府对大专院校学生的重视和关心，支持大专学生购买书籍、参考资料等学

习用品，特区政府于 2014/2015 学年继续实施“大专学生学习用品津贴”，并优化了登记及

发放津贴的相关流程。经评审，2014/2015 学年符合发放津贴的人数有 32,686 人，发放金额

为澳门币 98,058,000 元。前十位升学国家或地区人数统计如下： 

升学国家或地区 升学人数 

中国澳门 16,395 

中国内地 6,653 

中国台湾 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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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国家或地区 升学人数 

中国香港 2,286 

英国 815 

美国 785 

澳洲 462 

加拿大 327 

葡国 278 

瑞士 79 
 

处理研究生奖学金的申请及发放工作 

高教办自 2004 年起开始协助研究生资助发放技术委员会处理研究生课程奖学金的申请

及发放工作。本澳研究生奬学金自 2014/2015 学年开始每年分两期发放；于 2015 年新发及续

发的奬学金获奬者共 337 名，发放金额共澳门币 13,644,500 元。 

另外，高教办分别与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签署《关于发放研究生奬学金的合作协议书》，透过向内地优秀学生，以及国家民委直属的六

所高等院校之应届高等教育课程毕业生发放奬学金，以支持其来澳升读硕士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资助发放技术委员会与内地研究生奖学金获奖者合照 

 

跟进各公共部门奖助贷学金的服务平台 

为具体落实施政方针中提及有关“探讨整合各项面向大专学生奬助贷学金的较合适和可

行方案，更有效地发挥鼓励和支持居民继续深造的作用”之内容，高教办在完成第一阶段构

建专门信息平台的工作后，随即开展第二阶段对各类奬助贷学金的法规、章程及申请表等资

料进行分析的工作，并从申请方面着手研究整合和优化的可行方案──构建各公共部门奬助贷

学金的“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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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续办考试为学生报考内地高校提供便利 

为协助有意升读内地高校本科课程的市民，高教办受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的委托，

每年在本澳开展招收港澳台地区学生及本澳保送生的澳门区报名及考试工作。 

为方便市民，近年已对相关报考手续进行了优化，市民可在完成网上报名后，预约办理

服务，而报名安排在大学生中心进行。此外，亦适时更新了相关网页的手续指南及考试信息，

以供市民了解有关报名、准考及录取等更多考试细节。 

考试情况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

招收澳门保送生考试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

招收华侨、港澳台地区

学生考试（澳门区） 

中国内地高校研究生 
课程考试（澳门区） 

考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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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地点 教业中学 澳门培正中学 澳门培正中学 

获录取 
学生人数 361 185 126 

（博士 20、硕士 106）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考试”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地区 
 分享会 学生考试（澳门区） 

此外，为加强本澳中学毕业生及市民对内地高等教育情况的了解，高教办于 1 月 23 日至

25日期间邀请内地高校代表团来澳访问并参加由高教办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联合举办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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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地高等教育联展”。同时，为了加强访问团对本澳中学的认识及了解，高教办特意安排

了访问团于 1 月 22 日分组参访了本澳 8 所中学。 
 
 

4. 持续完善面向学生的设施及服务平台： 

大学生中心 

大学生中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活动空间，让其发挥才能。自中心启用以来，该

中心举办了多项不同主题的升学与就业准备活动，同时积极搜集有关资料以便向学生提供相

关信息。该中心也提供办理报名及文件申领服务，亦支持学生社团开展会务及提供场地设施

借用服务。此外，透过招募及赋权义工承担特定工作和筹办活动，在实践过程中提升义工组

成员的综合素质。 

2015 年，该中心的设计基调主题为“拓阔视野”，目的是鼓励大专学生透过不同形式的

沟通，分享自己所见所闻，达至互相学习、诱发思考的目的。2015 年，共吸引了 10,872 人次

使用中心服务，其中大专学生占 59.39%。 

为更有效提供办理各升学考试及高教办活动报名或申领文件服务，高教办于 2015 年 1 月

起，延长中心对外开放时间为星期二至六，上午 11 时至晚上 8 时。有关该中心的详情，可浏

览以下网址：http://www.gaes.gov.mo/big5/cees/。 

  
 

升学信息网推陈出新 

高等教育升学信息网让学生更便利地查找及掌握所需之升学及就业相关信息，并一直持

续更新及丰富网页资料，有关详情，可浏览以下网址：http://www.gaes.gov.mo/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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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专学生部落粉丝专页及手机应用程序 

为加强与澳门大专学生的

交流和沟通，让大专学生可以

更方便及迅速地接收最新之高

等教育及高教办信息，“澳门

大专学生部落Student Blog”脸

书粉丝专页（Facebook Fan Page）
于 4 月 17 日正式开通，吸引约

2,900 人赞好。 

此外，为更好利用互联网及

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的趋势，并

配合学生的沟通模式，部落分

阶段进行网页及手机 APP 优 

化。第一阶段手机应用程序之

优化已于 10 月完成，包括新增

日程表、收听网上对话功能及

活动报名等功能。而网页版面

优化包括新增社交网页分享功

能、信息按年份分类、加入搜

索功能、电邮分类查询、升学

咨询站加入分类搜索功能等。 

   
 iOS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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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促进学生全人发展 
 
优秀人才的培育工作，为社会赖以持续发展和不断进步提供重要的动力来源。高教办关

心和支持大专学生的健康成长，并致力透过开展不同的活动，拓展他们的眼界，体验不同的

文化，提升语言能力，锻炼团队精神……藉着不同的学习经历，让大专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均

得到综合提升，获得较全面的发展。 

 
1. 为学生创设不同的学习体验： 

扑满人生－澳门大专学生丰盛暑假系列活动 

高教办推出了“扑满人生－澳门大专学生丰盛暑假系列活动”，期望透过语言学习、文

化体验及国情教育等范畴的多元暑期活动，丰富大专学生的人生阅历，为日后丰盛人生奠定

良好的基础，系列活动包括以下几项： 

活动类型 项目名称 举行日期 参与人数 

语言学习 

拥“普”北京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8 日 18 

澳洲英语培训之旅 
2015 年 7 月 18 日 

至 8 月 22 日 24 

葡语达人－ 
葡萄牙夏令营 2015 年 7 月及 8 月 99（赴葡人数） 

文化体验 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5 日 135 
（包括 22 名本澳学生） 

国情教育 
寻根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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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有关各项活动的详细资料请参阅附录 2。 
 

  
 学生于北京语言大学体验京剧文化课程 学生参加“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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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参加“葡语达人－葡萄牙夏令营” 学生参加“澳洲英语培训之旅” 

  
 “寻根之旅”学生展示书法 学生“探索”河南 

 

澳门优秀大专学生欧盟交流访问活动 

在澳门驻布鲁塞尔欧盟经济贸易办事处协助下，高教办于 6 月 13 日再次组织澳门优秀学

生前往比利时进行为期 7 天的交流访问。是次交流活动吸引了 66 名学生报名，经甄选后，共

挑选出 20 名优秀学生前往比利时；

在出发之前，参与者被安排接受由欧

洲研究学会举办之预备课程，加强学

生对欧盟概况的了解。  

在活动期间，学生获安排前往比

利时布鲁塞尔参观欧盟总部，与欧盟

人员进行座谈，还拜访了欧洲学院及

礼宾与外交国际学校。 

 

剑桥学习体验之旅 

为了让学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了解旅游、科技等产业的发展趋势，启发学生多角度学习

及思考，拓阔视野，提升综合能力，高教办于 2015 年首次举办“剑桥学习体验之旅”，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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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展协会承办。活动与扑满人生─澳门大专学

生丰盛暑假系列活动一同进行报名，吸引 142

人次报名，经甄选，共挑选出 20名学生于 8月

3 日至 17 日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参加专题课程、

语言课程及系列讲座，并参观当地著名企业以及

游览当地历史文化景点。 

 

 

代办国际学生证代办国际学生证代办国际学生证代办国际学生证 

为鼓励学生到外地

增广见闻，体验不同地

区的文化风俗，拓宽国

际视野，高教办于 8 至

10 月期间推出澳门大专

生国际学生证计划，为

学生代办国际学生证，以便他们在世界各地均能享受相关的学生优惠。2015 年共有 4,105 名

学生成功申请，其中 3,750名为本澳高校学生，355名为澳门以外地区升学的澳门大专学生。 

 

 

2. 开展丰富的余暇活动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开展丰富的余暇活动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开展丰富的余暇活动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开展丰富的余暇活动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高校篮球赛高校篮球赛高校篮球赛高校篮球赛 

“澳门高校篮球赛－2015”于 2月至 3月期间举行，男子组共有 7所高校参加，包括澳

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澳门城市大学、圣若瑟大学及

澳门科技大学；女子组参赛队伍共有 6 支，分别是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

门城市大学、圣若瑟大学及澳门科技大学，其中，旅游学院及澳门城市大学更是首次派女子

队参赛。决赛及颁奬礼于 3月 22日假澳门大学澳大综合体育馆举行，并吸引约 500名观众到

场观赏。相关获奖名单见附录 3。 

 



 

 

高等院校学生写作比赛 

“第十一届澳门高等院校学生写作比赛”于 3 月上旬截止投稿，并于 5 月举行颁奖礼。

比赛设评论类及诗歌类，共收到来自中国内地、澳门、香港、台湾及荷兰等国家／地区升学

的澳门学生提交之 306 份参赛作品，其中评论类作品 136 份，诗歌类作品 170 份，参赛作品

数目是历届之最。相关获奖名单见附录 4。 

 
 

高等院校学生辩论比赛 

“第十三届澳门高等院校学生辩论比赛”于 10 至 11 月期间举行，赛事分广州话组、普

通话组及英语组。广州话组及普通话组赛事由澳门演辩文化协会承办，分别有 6 所及 4 所高

等院校参加，并于 11 月 7 日及 8 日假澳门科学馆会议中心举行准决赛及决赛；而英语组赛事

则由澳门英语辩论协会承办，共有 5 所高等院校参加，并于 10 月 24 日及 25 日假澳门大学学

生活动中心举行初赛及决赛。相关获奖名单见附录 5。 

  
 英语组辩论比赛 广州话组 / 普通话组辩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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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高校普通话辩论赛 

高教办支持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第十二届澳门高等院校学生辩论比赛（普通

话组）之冠军队伍－澳门理工学院普通话辩论队，于 9 月 20 日赴港参加“2015 年粤港澳高

校普通话辩论赛”。比赛队伍分别来自南方医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澳门理工学院。赛事

进行了三场辩论赛，赛果如下： 

奬项 获奬院校 

冠军 南方医科大学 

亚军 香港中文大学 

季军 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理工学院中国和亚洲区高校葡语辩论赛 

为加强中国内地、亚洲区及本澳的高等院校学生的学术交流，同时提高学生的逻辑思考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分析能力，由高教办及澳门理工学院合办之“第六届澳门理工学院中

国和亚洲区高校葡语辩论赛”于 11 月 25 日及 26 日举行，赛事共有 11 所高等院校参加，分

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吉林华

侨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河内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及

澳门科技大学。赛果如下： 

奬项 获奬院校 

冠军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军 澳门大学 

季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多媒体软件技能比赛及网络技能竞赛 

为提升学生在应用设计软件方面的技能，并配合澳门发展创意产业的策略，高教办与澳

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合办“第二届澳门学生多媒体设计软件技能比赛（大专组）”及挑

选优胜者参与 2015 年“全球 Adobe 多媒体软件技能大赛”的活动。 

活动对象为持澳门居民身份证，15 至 22 岁高等院校学生，活动胜出者张慧霖同学于 8
月代表澳门赴美国德州参与 2015 年“全球 Adobe 多媒体软件技能大赛”。 

另外，为港澳两地学生提供网络技术方面的竞技及交流平台，思科系统（香港）有限公

司（Cisco Systems Hong Kong, Ltd.）、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香港信息科技

教育领袖协会（AiTLE）、香港专业教育学院（IVE）、香港培正专业书院（Pui Ching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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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CPTTM）及高教办联合主办“2015 港澳青少年网络技能竞赛”

（大专组）赛事，对象为全澳大专学生，活动胜出者吴翠妍同学于 9 月代表澳门参加在香港

举行的思科网络技能世界大赛 2015，与全球网络菁英竞技，最后更勇夺该大赛第一名。 

  
 

第十四届全澳英语演讲大赛暨 
第二十一届“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澳门分区赛 

为鼓励各界人士学习和掌握英语，促进英语教学，提高全

澳英语水平，高教办协助澳门理工学院向大专生宣传第十四届

全澳英语演讲大赛暨第二十一届“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澳门分区赛。赛事分为小学初级组、小学高级组、初中组、

高中组、大学组及公开组；大学组共有 10 名来自本澳大专院校

之学生晋身于 11 月 14 日至 15 日假澳门理工学院礼堂进行之决

赛，赛果如下： 

赛事 奬项 获奬学生 

大 
学 
组 

冠军 Abuan Romina Eloisa Manabat 
（澳门大学） 

亚军 Insigne Bianca Margarita Vega 
（澳门大学） 

季军 张佩颖 
（澳门理工学院） 

最佳即席演讲 Abuan Romina Eloisa Manabat 
（澳门大学） 

最具幽默奬 Insigne Bianca Margarita Vega 
（澳门大学） 

最佳风度奖 张佩颖 
（澳门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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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生活动 

高教办亦会不定期举办或协办一些特定主题的活动，2015 年的有关活动包括电影欣赏、

分享会、赛车活动宣传及门票派发等，相关详情可参阅附录 6。 
 
 
3. 支持大专学生自行筹组活动 

藉着提供适当资助，鼓励大专学生及其社团组织各类活动，透过相关的构思、筹划、组

织、联系、执行、总结等过程，让大专学生获得领导和被领导的宝贵经验，提升多方面的综

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2015 年“高校学生活动资助计划” 

这项资助计划包括“高校学生社团年度活动资助”及“特别专项资助”两部分，藉以重

点鼓励大专学生服务社会，发挥所长，增广见闻，并更深入地了解本澳的法制体系。 

2015 年，“高校学生社团年度活动资助”共资助 25 个高校学生社团举办 350 个活动，

最后共有 299 个活动顺利举行，实际资助约为澳门币 281 万元。“特别专项资助”共资助 16 

  
 高校学生活动资助计划说明会 第三届两岸四地青年论坛 
  （北京大学澳门文化交流协会） 

  
 赴港升学活动 哈尔滨体育学院交流活动 
 （全港大学澳门学生联会） （澳门理工学院学生会体育暨运动高等学校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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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校学生社团及 21 个民间团体的 78 个以“义务工作”、“专业实践”、“扩阔视野”及

“知法普法”为主题的范畴项目，共有 72 个活动顺利举行，实际资助约为澳门币 299 万元。 
 

推动大专学生学习基本法 

为让纪念及推广活动深入校园，推动大专学生学习基本法，提升大专生的法制意识和对

“一国两制”的理解，携手“知法普法”，高教办继续透过“特别专项资助”，资助高校学

生社团及民间团体举办相关主题的大专学生活动。 

  
第三届法律知识大比拼（澳门大学学生会法学院学生会） 

 
“普法校园”夜间定向体验（中国澳门定向总会） 

 

个别单次资助 

除年度性质活动外，高教办亦接受个别活动的资助申请。2015 年，共资助了 11 个民间

团体及 18 个高校学生社团所举办的 37 个大专学生活动，实际资助约为澳门币 66 万元。另  

外，亦资助 4 名学生前赴加拿大、美国及香港参加研讨会及活动，实际资助达澳门币 2.6 万

元。 

自 2015 年起，新增以个别单次形式，资助相关团体举办大型的升学就业辅导活动，合共

资助了 2 个民间团体举办 3 个相关活动，实际资助约为澳门币 1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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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见大专学生社团了解需要 

透过每年分批约见大专学生社团，加强各学生社团与高教办的沟通，并让彼此就大专学

生事务交换意见，并进一步了解学生及其社团的

需要，推动社团的会务发展。 

2015 年，高教办分别接待了 11 个本地社团，

包括澳门大学学生会、澳门大学研究生会、澳门

大学研究生会（青年国际问题研究会）、澳门理

工学院学生会、澳门城市大学研究生会、澳门高

校内地学生联合会、北京（高校）澳门学生联合

会、澳门学生事务协会、澳门国际精英会、中华

民族团结促进会及澳门大学校友会。 

 
 

5. 接待西北民族大学来澳交流访问 

高教办邀请西北民族大学师生来澳进行交流访问，交流团一行 40 人于 12 月 12 日至 16
日来澳参加专题工作坊及系列参访活动，包括参观游览澳门大学住宿式书院、大学生中心、

澳门博物馆、塔石艺文馆、望德堂创意园区及龙环葡韵等，以加深对澳门的认识，体验中葡

文化交融之美。此外，交流团在澳期间，安排 2014 年曾参与“从甘肃出发”的澳门学生陪同

游览澳门，进一步促进彼此的交流与联系。 

 

  

澳门城市大学研究生会与高教办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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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协助学生规划职涯 
 

为协助澳门大专学生了解不同专业范畴在澳门的发展前景、从业资格、工作条件，以至

实际工作情况，高教办透过多种形式，向学生传达有关就业的信息，并积极为大专学生创设

实习机会，让学生将所学与实务相结合，从而累积社会经验及拓展人际网络，协助其规划自

身的发展路向，并为将来投身社会作好准备。 
 

走在“职”前─职前辅导工作坊 

为加强准大学毕业生了解现时的就业形势，同时掌握撰写履历表及面试的技巧，高教办

于 2 月 16 日及 3 月 2 日在大学生中心首次举办“走在‘职’前－职前辅导工作坊”，并邀请

到行政公职局、劳工事务局及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代表为在场大专学生讲解公共部门的招

聘程序、私人机构的求职情况和注意事项、履历表撰写及面试技巧，还设有模拟面试环节。

活动共吸引 85 人出席。 

  
 

大专学生网上对话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大专学生对本澳不同领域的发展前景和政策方向的了解，高教办于 2015 年

继续透过澳门大专学生部落的网上聊天室，举办“大专学生网上对话系列活动”。资料如下： 

日期 嘉宾 主题 

4 月 8 日 文化产业基金行政委员会 
梁庆庭主席 分享“澳门文化产业基金与你” 

7 月 22 日 社会工作局容光耀局长 分享澳门社会服务的多元发展 

11 月 17 日 体育发展局戴祖义局长 分享澳门体育范畴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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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规划系列分享会 

为提升大专学生对生涯规划的认知并了解其重要性，以便因应自己的特长和志趣，及早

作出适当的就业规划，高教办于 7 月举行了 7 场“敢梦敢创－生涯规划系列分享会”，主题

为“我爱文创－创作天空无边界”、“我爱文创－《澳门文化创意产业系列补助计划》”、

“梦想引航－打开成功锦囊”、“创业解碼－创业路是这样开始的”，以及“你创业，我支

持！－《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及受惠企业分享”，先后邀请了文化局及经济局的代表详细介

绍，系列活动共吸引了 173 人次参加。 

  
 

专业认证介绍会 

为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不同专业的认证情况，高教办于 8 月至 9 月期间举办“专业认证

介绍会”大学生及中学生专场，邀请了卫生局、社会工作局及澳门律师公会代表介绍澳门现

时有关医生、药剂、社工及法律专业之申请手续、认证情况等，共吸引约 988 人参加。 

  
 

“你”想前途－澳门大专学生实习计划 

为向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其把学习成果应用于实际的工作当中，累积经验，并亲身体

验工作环境，建立人际脉络，高教办于 2015 年继续举办暑期实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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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办除向学生提供本地及内地实习外， 

还首次增设澳洲实习机会；是次活动由普莱德创

新教育与训练承办，于 7 月 13 日至 8 月 28 日期

间前往澳洲悉尼、布里斯本、墨尔本或黄金海岸

其中一个城市进行为期 6 星期之实习，涵盖的专

业范畴包括城市规划、医学管理、药剂、环境学

及工程学等。 

“本地实习”由澳门中华青年工商联会及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承办，分别于 7 月

及 8 月组织学生到本澳不同企业进行为期四星期之实习，专业范畴包括英文专业、心理、设

计、金融及投资、市场学、旅游会展、影视制作等。 

  

“内地实习”则由湖南省青年联合会主办，高教办协助组织学生于 7 月 2 日至 31 日参加

“2015 年两岸四地大学生暑期湖南实习计划”，专业范畴包括管理、资讯工程、教育及医护

等。学生被安排到湖南当地企业实习外，还可与三地学生进行交流，以及进行文化体验等。  
 

续办创业计划大赛助学生实现梦想 

由高教办与澳门创新科技

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合办之“澳

门信息及通讯科技创业计划大

赛”成功协助部份获奖队伍将

其创业计划付诸实践。2015 年，

赛事共有来自中国内地、澳门、

台湾、英国的 30 支队伍参加，

在比赛前，澳门创新科技中心

先举行工作坊，教导参赛学生

如何组成队伍及撰写创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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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并邀请嘉宾分享经验，颁奬礼于 8 月 17 日进行。 

奖项 冠军奖 亚军奖 季军奖 

队名 Innovations Engineering Leave a Leaf 澳视群雄 

院校 香港公开大学 台湾大学 成功大学 

队员 罗国池 詹志炜、周纪宁、任洁

慧、苏星宇、李咏珊 龙泽升、陈旻琦 

计划书简介 

开发一套基于 Android
平台的蓝牙停车场泊车

导航系统及室内定位 
系统。 

地点回忆记录应用程

序。 

提供服务产品为智能型

运输系统，产品为“公

交车动态系统”，主要

是装置在公共汽车上，

透过先进侦测通讯及控

制技术，让乘车人透过

“多路线智能型站牌”

来了解其巴士到达时

间，可提升节省等车之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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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积极推动高教发展 
 
完善的高教制度是推动本澳高教发展的重要基础，高教办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

相关法规的立法进程，让本澳相关制度更能配合世界高教的发展趋势，亦更合适地符合本澳

院校的发展需要。与此同时，高教办亦积极促进高教领域的合作，协助院校的发展及教职人

员的专业成长，力求推动本澳高等教育的优化。 

 
1. 积极推进高教法规的建设： 

为促进本澳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特区政

府系统地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建设，高教办一

直积极推动修订《高等教育制度》法律，有关

法案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获立法会一般性通过，

并将由立法会第二常设委员会进行细则性讨 

论。截至 2015 年 12 月高教办与立法会法律顾

问团举行共 11 次技术工作会议，及与立法会第

二常设委员会举行共两次会议，讨论法案内容，

争取尽快完成立法进程。 

《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系列相关法规的

修订，将可保障公共资源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放，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同时，亦会设立学分制度及评鉴制度，以利于学生的流动、院校的对外合作，以至其素质的

保障与持续提升，从而推动本澳高等教育稳步向前发展。此外，高教办亦有序进行包括高等

教育基金、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规章、高等教育评鉴制度、高等教育学分制等一系列

配套法规的草拟工作。 
 
 
2. 构建高等院校交流平台： 

教育部与澳门高等院校校长座谈会 

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长于 10
月率团来澳访问期间，高教办

协调安排澳门大学、澳门理工

学院、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

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若瑟大

学六所高校校长，与杜副部长 
 

《高等教育制度》法律获立法会一般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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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及社会文化司司长办公室

代表，举行澳门高校校长座谈

会，就“快速发展的澳门高等

教育如何为澳门的繁荣发展，

长治久安作出新的贡献”议 
题，交换彼此意见。 

 

 

 

组织本澳高等院校领导会议 

高教办与本澳 10 所高等院

校设有定期会议的机制，于 3
月组织了相关联席会议。会上

介绍了 2014/2015 学年高等教

育统计、大专学生学习用品津

贴发放情况及相关统计数据，

以及 2014 年澳门大专学生毕业

后追踪调查统计信息；报告《高

等教育制度》进度及澳门高教

评鉴制度进展情况；并就推动

本澳高校性别公平和防止性骚

扰的相应措施或机制进行讨论。 
 

支持“培养中葡双语人才工作小组”开展工作 

高教办于 2015 年持续协调培养中葡双语人才工作小组的相关工作。在小组会议中，共识

结合各院校力量，共同出版中文版葡语教科书及共同编汇中葡双语辞典；加强学生培训及交

流，加强学生葡语学习成效；开展更多其他专业学科的葡语课程，以培训各专业的双语人才；

此外，加强葡语教师培训工作，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并加强与邻近地区（如内地）合作，为

相关地区提供教师培训。小组将研究如何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策略，培训更多中葡

双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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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澳门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发展 

为配合澳门高等院校图书

馆之间的合作发展，高教办协

调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

旅游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

学校、澳门城市大学、圣若瑟

大学、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澳

门科技大学、澳门管理学院等 9
所高等院校组成了澳门高校图

书馆联盟，并以“共建、共购、

共享、共享”为理念，透过各

高等院校图书馆之间资源和信

息的共享，发挥现有资源的最

大成效。 

联盟将联合采购之 14 个数

据库链接上载于“澳门高校图

书馆联盟电子资源中心”，并

完成澳门高校联合目录测试 
版，作为开发第二阶段图书馆

代借代还系统之基础，以及正

式启动学位论文呈缴系统开发

工作。此外，联盟于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组织“澳门高校图书馆联盟澳洲参访团”，前往

澳洲交流访问，与当地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相关高校图书馆联盟交流，收获甚丰。 
 

协调院校组成“澳门高等院校性别平等促进委员会” 

为持续完善高校性别平等及防治性骚扰的相关机制及措施，本澳十所高校于 9 月正式组

成“澳门高等院校性别平等促进委员会”。委员会正开展草拟澳门高等院校性别平等促进委

员会政策框架、校园性骚扰事件的处理程序框架及委员会短期培训计划的工作，将持续完善

相关政策框架。 

另外，高教办于 11月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张妙清副校长及罗文钰教授来澳举行“Seminar 
on Combating Sexual Harassment: Concept, Policies and Practices”，介绍香港有关性骚扰的定

义及其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并分享香港在建立相关防治政策及处理相关事件之机制，让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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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及负责相关事务之高校教职人员对此有更深入了解。 

 
 

协办“在线教育与大数据合作研讨会” 

高教办于 3 月协办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何鸿燊博士医疗拓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在线

教育与大数据合作研讨会”。会议邀请了麻省理工学院资深教授 Chris Terman 及 Steve Ward
分享在线教育平台和大数据之最新发展情况，题为“See One, Do One, Teach One”及

“Algorithmic Education”。会议合共邀请来自本澳 9 所高校、香港中文大学及本澳成人教育

机构超过 80 人参加，成效良好。 

  
 

协调院校组织联合入学考试 

为减轻学生奔波不同入学考试的负担，并响应教育界、学生及家长多年来的要求，

现时已涵盖本地大部分考生的四所高等院校（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

澳门科技大学）于 2012 年组成筹备小组，开展澳门四高校联合入学考试（下称“四

校联考”）的筹划工作。筹备小组按计划有序开展“四校联考”的工作，定期举行

会议，以协商方式就项目取得共识，共同推进有关考试，考试将于 2017 年起实施，

每年 4 月举行，四校亦邀请高教办协助推行，提供行政支持。 
 

为推进联考的宣传工作，由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代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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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澳门四高校联合入学考试筹备小组与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代表会面，介绍了联考方案

及交换意见，而四校代表到各中学举行的“中学介绍会”情况亦已制作成影片，并于四校及

高教办网页发布，让市民清楚联考相关的安排。此外，高教办亦将“四校联考 2017”的相关

资料发送至全澳 44 所中学、相关政府部门、教育团体、青年社团及中心，以让学生、家长、

教师及社会各界更了解联考的

情况。 

四校联考相关人员于 7 月

前往香港考察，拜访香港考试及

评核局，了解该局网上阅卷系统

及评核工作情况，交换相关工作

经验。 

“四校联考”知多些 

“四校联考”并不是统考，统考是对基础教育的全面评估，是完成高中毕业的标准；

而“四校联考”则为检视学生是否有能力入读本澳四所高等院校（澳门大学、澳门

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的评估；“四校联考”联合了四所高等院校

入学考试其中四科（中文、英文、数学及葡文）的考试科目及考核内容，考生毋须

报考全部四科，可因应拟报考的院校和学科要求，选择报考当中的部分科目；而四

科以外的考试科目，则由院校各自安排。 

 
“四校联考”并非唯一的录取方式，各院校在录取过程中除了审视考生的考试成绩

外，亦会因应各院校自身特色和所报读课程的要求，加入其他考虑因素，以作综合

考虑。 

 
中学生不一定要参加“四校联考”，学生的考试成绩与中学毕业无关，不影响学生

参加“四校联考”院校以外本地其他院校的入学考试，也不影响学生到外地升学。 

 
“四校联考”没有设定考试分数线，因此并不存在合格或不合格成绩的标准。考生

的考试成绩只供院校进行甄选和录取之用，考生的个人成绩及各校的平均分等统计

数据并不会对外公布。录取的程序及标准，仍依照现时的做法，由四所院校根据各

自定义立的收生标准进行录取。 

 
“四校联考”不会作出中央分配。学生填报志愿时，仍依照现时向院校报名填报志

愿的方法，有关的注意事项，可参考拟报考院校的学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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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积极对外推广及寻觅合作机会积极对外推广及寻觅合作机会积极对外推广及寻觅合作机会积极对外推广及寻觅合作机会 

组织高校领导前往葡萄牙及德国进行访问交流组织高校领导前往葡萄牙及德国进行访问交流组织高校领导前往葡萄牙及德国进行访问交流组织高校领导前往葡萄牙及德国进行访问交流 

为加强本澳高等院校领导对葡萄牙及德国两地高等教育发展情况之认识，促进本澳与两

地高等院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高教办于 12 月中旬组织本澳 9 所高等院校领导前往当地进行

访问交流。访问团透过与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及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校的代表会面，

了解更多有关德国职业教育的特色及经验，为本澳未来高等院校开展职业教育工作奠定基础，

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此外，高教办拜访了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协调委员会，并与该委员会共同签署“澳门高

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与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协调委员会之活动发展协议声明书”，以进一步推

动澳葡两地高等院校在中葡双语人才、学历认可、科研，以及师生流动等方面的合作。 

  

 访问团参访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校 高教办拜访葡萄牙理工高等院校协调委员会 

 

协办协办协办协办““““第五届江苏第五届江苏第五届江苏第五届江苏－－－－澳门澳门澳门澳门．．．．葡语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推进会葡语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推进会葡语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推进会葡语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推进会””””    

高教办协助江苏省人民政

府港澳事务办公室，邀请本澳

高等教育机构代表于 10 月下旬

前往江苏参访，以及参加“江

苏－澳门．葡语国家高等教育

国际合作推进小组第一次工作

会议”。会议约 50 人参加，参

加单位包括中国、葡萄牙、巴

西及莫桑比克 4 个国家共 23 所

院校及教育机构代表，当中包括本澳 6 所高等院校及 2 所葡语教育机构代表。会议促进了江

苏与澳门及葡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部份与会代表于会上签订了合作协议，进

一步建立稳固的合作交流机制。 



 

组织澳门高等院校参加国际教育展 

高教办于 3 月组织本澳 5 所高校（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

及澳门城市大学）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向内地学生介绍

澳门高等教育概况，让其掌握澳门高校的招生讯息。 

另外，高教办亦于同月组织本澳 4 所高校（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及澳门

科技大学）赴台北参加“大学暨技职校院多元入学博览会”，让当地学生和家长了解本澳高

等教育概况。 

  
 高教办组团参加“大学暨技职校院多元入学博览会” 参加北京“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 

 

筹办国际高等教育升学博览会 

为向本澳及泛珠三角地区有志继续升学的

学生及其家长提供一个了解本澳以至世界各地

教育及升学信息的平台，高教办与澳门威尼斯 

人于 3月 13至 15日联合举办“国际高等教育升

学博览会”，是次博览会设有约 110 个参展摊 

位，吸引 112 个机构来澳参加，期间举行了逾

50 场升学讲座、18 场学科分享会，以及 8 场各

地校友分享会。 
 

推进中山与澳门合作专责小组－教育合作工作小组 

在“推进中山与澳门合作专责小组第一次会议”共识在专责小组下设“教育合作工作小

组”的基础上，高教办于 8 月邀请“教育合作工作小组”中山协调单位－中山市教育和体育

局黎国喜副局长一行来澳，与高教办、教育暨青年局、劳工事务局及经济局等代表，共同商

议两地教育交流合作项目。随后，中山市副市长吴月霞于 10 月率团来澳举行“中山市与澳门

社会文化范畴合作交流座谈会”，就教育合作事宜作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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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基础上，高教办经与“教育合作工作小组”中山负责单位协调，并咨询教育暨青

年局、经济局及劳工事务局等相关部门意见，于 12 月共识《中山澳门教育交流合作项目》，

内容涵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青年创业及职业培训等范畴。 
 

协调澳门高等院校在内地的招生工作 

本澳 6 所高等院校（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

学及澳门镜湖护理学院）获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批准及教育部同意，可在内地招生。高教办

除了协助有关招生的宣传工作外，亦于 3 至 4 月期间组织了有关高校的代表前往北京、南  

京、西安及郑州举行招生讲解会，以加强宣传效果。 

  
 于北京举行的招生讲解会现场情况 于南京举行的招生讲解会现场情况 

 
 
4. 促进教职人员的专业发展及院校的优化 

资助院校、教师及社团 

为支持本澳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及教职员的专业发展，高教办拨出资源，资助院校优化

校园设施及教学设备，协助高校完善教学条件，提供更优质的学习和教学环境，亦支持高等

院校教师进行学术活动，及协助院校或社团开展有助本澳高等教育发展的项目等。2015 年相

关资助项目包括： 

高等院校 资助项目 资助金额（澳门币） 

澳门科技大学 

“呼吸道新发突发及重大传染病综合防诊治”

及“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创新中药研究” 

研究项目配套经费 

$2,280,000.00 

购买澳门高校图书馆联盟第三阶段 

电子数据库使用权 
$260,532.76 

举办“世界青年创业论坛 2015－澳门站” 

创业教育研讨会 
$92,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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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 资助项目 资助金额（澳门币） 

澳门科技大学 

举办“全球地图中的澳门”国际研讨会 $236,740.49 

购置信息科技学院教学实验室设备、 

中药课程教学实验室设备 

及人文艺术学院陶艺实验室设备 

$2,980,000.00 

举办“首届世界医学峰会” $595,000.00 

购置四校联考信息系统第一阶段经费 $500,000.00 

澳门城市大学 举办“第七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 $70,000.00 

圣若瑟大学 购置科学及环境研究所实验室教学设备 

及更新院校信息设备 
$1,400,000.00 

澳门镜湖 
护理学院 

购置实验室教学模型器械 

及更换破损的解剖模型 
$1,000,000.00 

澳门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 

参加“世界医学物理与生物医学工程大会” 

学术交流活动 
$10,000.00 

澳门高等教育 
人员交流协进会 

进行“澳门学生至台/中就读大学的学习情形 

与生活适应之分析”研究项目 
$443,800.00 

澳门国际文化 
教育交流协会 举办内蒙古高等教育交流访问活动 $30,000.00 

澳门护理 
教育学会 举办“护理与生死”学术会议 $14,988.53 

澳门社会综合 
研究学会 出版《澳门人文学刊》学术刊物 $12,000.00 

澳门化学会 
参加“250th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 

National Meeting & Exposition” 

国际学术研讨会 

$26,300.00 

澳门陕西高等 
院校校友联会 

参加“澳门—陕西两地优秀大学生游学 

交流项目专题研讨会”暨访问交流活动 
$45,988.51 

总 $9,997,954.44 
 

  
 信息科技学院教学实验室设备（部分） 中药课程教学实验室设备（部分）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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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教学模型器械（部分） 解剖模型（部分）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世界青年创业论坛 2015－澳门站”创业教育研讨会 内蒙古高等教育交流访问活动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协会） 

  
 “护理与生死”学术会议 澳门—陕西两地优秀大学生游学交流项目专题研讨会 
 （澳门护理教育学会） （澳门陕西高等院校校友联会） 

另外，为支持本澳教研人员积极参与有关提升相关教学及研究素质的项目，高教办于 

2015 年共向 30 名教研人员提供超过澳门币 55 万元资助。 
 

为高校教研人员提供培训 

为贯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培养优秀人才的施政方针，培训本地应用、专业和精英人才，

高教办于 8 月上旬举办“澳门高校教研人才培训计划－剑桥大学暑期研修课程”。课程由英

国剑桥大学 Clare Hall 承办，透过密集及针对式的研修培训，提高本澳高校教研人员的科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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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专业能力发展，从而为本澳高校组建优质高效的教研队伍，增强本澳高等院校的整体竞

争力，以及推动本澳的高等教育质量及科研水平。 

获录取之 20 名学员表示课程有助提升其教研能力，并能从宏观角度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

管理模式，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同时，促进了两地教研人员的交流，为日后各方的合作搭建

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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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持续提升高教素质 
 
高等教育的素质是高教领域当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为此，高教办借鉴不同地区的相关经

验，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研究，以为未来高等教育评鉴制度的实施做好各项准备，藉以有效

保障和持续提升院校的办学素质，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创造有利条件。 

 
1. 推进高等教育评鉴及高校素质保证的建设工作： 

有序构建本澳的高教评鉴制度 

在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制度》法律立法进程

的同时，高教办持续为高等教育评鉴制度的实施

做准备，委托了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下

称“香港评审局”）为本澳构建评鉴指引，制定

“院校认证指引”、“院校素质核证指引”、

“课程认证指引”及“外评机构指引”四本/套
评鉴指引初稿。2015 年进行了第一阶段有关

“课程认证”的先导计划，以检视相关指引的适

用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为加深社会各界对高教评鉴制度的认识，高教办制作了一条说明短片，简介本澳

高等教育评鉴框架、目的、特点等概念，详细可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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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课程认证”先导计划 

高教办已开展第一阶段“课程认证”先导

计划，经综合分析各院校提交的意向申请后，最

终接纳了澳门科技大学的应用经济学学士学位

课程为测试对象。澳门科技大学聘用香港评审局

为外评机构；在外评机构的安排下，邀请了来自

英国、澳洲及香港的专家学者担任评审专家，并

根据本澳评鉴相关的指引原则及标准，以多方引

证的方法对该课程进行评审。其后将透过举行说

明会向院校发布相关指引的修订版。 
 
 
 

评审专家组到澳门科技大学进行实地考察 

澳门高等教育评鉴制度框架 - 说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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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高等教育机构交流及举办相关培训活动 

加强与各地评鉴机构的联系 

高教办与亚太区域质量保障网络组织（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在 1 月 22
日至 23 日合办“Quality Assurance in Cross Border Higher Education”（“跨境高等教育素质

保证”研讨会），30 多位来自香港、台湾地区、欧盟、澳洲、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

中东等地的国际评鉴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云集本澳，广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郑

文处长、交流合作处李金俊副处长以及本澳各高等院校代表亦应邀出席，与各地专家学者就

跨境高等教育素质保证议题进行专题经验分享。 

研讨会举行期间共举行了 7 个主题演讲及就 3 个子题目进行讨论，共 15 位专家学者于会

上以“跨境高等教育素质保证”为题，分享其研究成果及心得。活动除了为本地高等院校与

国际不同的评鉴机构专家学者构建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外，也可藉此让参与者了解国际高

等教育素质保证发展的趋势，有助促进亚洲地区高等教育素质保证的发展。 

 
高教办与 APQN 合办“跨境高等教育素质保证”研讨会 

此外，英国素质保证协会 British Accreditation Council 行政总裁 Paul Fear 先生及首席评鉴

员 Sheila Needham 女士于 6 月份到访高教办，会面期间双方就两地的高教情况进行交流，均

认为可继续保持沟通，扩展合作空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高教办除了向对方介绍本澳

高等教育概况及未来高等教育

评鉴制度框架外，透过是次交

流亦进一步了解到国际高等教

育素质保证机构的具体操作和

情况，为日后顺利开展有关本

澳高等教育评鉴制度的各项工

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高教办与英国素质保证机构交流高教评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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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涉外办学、评鉴专责部门建立沟通机制 

为了解内地高等教育评鉴工作的发展情况，高教办于 10 月 18 至 20 日派员前往北京拜访

教育部辖下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涉外办学处和监管处、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加强了高教办与内地的涉外办学、评鉴专责部门的交流并建立了沟通机

制，为促进本澳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 

  
 高教办拜访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高教办拜访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提升院校人员素质保证工作能力 

为加强本澳高等院校及高教办人员对高等教育素质保证及评鉴方面的认识，高教办邀请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顾问服务总主任／高级评审主任李淑仁于 7 月 9 日开展“高等教

育质素保证培训课程”，透过案例研习及模拟练习，让参加者掌握使用高等教育素质和评鉴

的信息工具及进行分析，从而有效管理及监察有关课程的认证；其后于 10 月 15 日开展“指

导观察员在评审工作上的实务操作”培训工作坊，让参加者掌握课程认证的程序，了解评审

证据的来源、搜证的重点和过程、证据评估、评审判断和结果及对跟进事项的影响。 

  
 “高等教育质素保证培训课程”情况 香港素质保证学者黄志坚为 

  本澳高等院校及高教办人员提供培训 

12 月 10 日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名誉专业顾问及兼任讲师黄志坚主讲“学习成

效为本教育＂培训工作坊，让本澳高等院校及高教办人员认识“成效为本教育”理念、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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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描述”的素质，以及如何使用“成效为本”方式规划课程。 
 

汲取国际经验提升服务水平 

高教办于 2015 年分别派员参与高等教育素质保证国际网络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INQAAHE），以及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

织（The Asia-Pacific Quality Network, APQN）举办的年会。透过参与素质保证组织年会，藉

以了解有关高等教育素质保证的最新信息、专业意见及分析，以及实际操作的经验分享等，

透过借鉴各地的经验，为构建本澳高等教育评鉴制度提供重要参考。 

此外，高教办亦有派员参与其他相关活动，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之“数说教育：政策

优化与学校改进的分析与借鉴国际学术会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馆合办之“中澳跨境教育与学生流动论坛”、香港恒生管理学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教

育办事处合办之“The 1st Forum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及天津师范

大学举办之“第十二届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等，与各地的素质保证人员交流经验，进一步

了解各地相关工作的发展及趋势，提升服务水平。 

  
 高教办参与 2015 INQAAHE 年会 高教办参与第十二届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 

 
 
3. 持续跟进院校的运作状况： 

分析澳门高等院校年度报告 

高等教育机构须依法向特区政府有关部门提交年度报告，对其各项活动作出详细的说明。

高教办在接获相关报告后，会进行分析、比较，以便深入了解各高校的运作和发展状况。 

高教办按照内部工作指引分析本澳 10 所院校向高教办提交的 2014/2015 学年年度报告，

同时，高教办亦对每所院校的年度报告独立编制详细的分析意见书，并送回各高等院校代表

参阅及跟进。 
 

37 



 

核查本地及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的运作情况 

高教办分别于 3 月至 4 月及 10 月至 12 月期间，派出人员前往本澳 10 所高等院校及 6 所

协办机构，对各本地课程及在本澳运作的非本地课程进行核查。在过程中，共抽查了 135 个

课程共 182 班次，以了解课程的有关情况，确保正常运作，并符合法规及课程批示当中的各

项相关规定。 

2015 年课程核查情况如下： 

课程类别 
2014/2015 学年下学期 2015/2016 学年上学期 

课程数量 班次 课程数量 班次 

本地课程 46 56 62 81 

非本地课程 16 23 11 22 

总 62 79 7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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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构建高教信息平台 
 
完善的信息有利于清晰地揭示事物的状况、特性、水平和性质，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为此，高教办持续完善高等教育相关的数据库系统，优化高教资料的收集、统计及管理方面

的工作，同时亦制定高教指标体系，有序搜集人才信息及开展相关研究，并更好地整合和优

化各类高等教育信息的发布平台，以提供更优质的信息系统。 
 

持续完善高等教育人才资料库 

高 教 办 于

2013 年构建了由

高等教育“人才

现况”、“人才供

应”和“人才需

求”三部分组成

的“高等教育人

才数据库”，为市

民大众，尤其是准

备就读高等教育

课程的学生及其

家长，以及本澳高

等院校提供相关

的信息。 

2015 年继续

开展相关调查和

资料搜集工作，以

更新资料数据；同时，继续开展“澳门大专学生毕业后追踪调查”，以了解本澳大专毕业学

生的就业情况，尤其是他们所从事的行业、职位、薪酬，以及未来继续升学的计划等，藉此

推算整体高教人才毕业后的流向及变动趋势。 

为让市民更有效地取得有关信息，2015 年持续更新高等教育人才数据库专题网页，而为

进一步丰富高教人才数据库的内容，将持续更新数据库的相关资料，并适时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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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高等教育资料库 

高教办透过优化高教资料收集的方式和途径，更系统化地

收集本澳高等院校的教学人员、非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及学生

等的资料，并进行有关统计，以作为特区政府、本澳院校、教

学及研究人员的参考，藉以促进本澳高等教育的发展及研究，

另一方面，也可向公众提供较完整的高等教育资料数据。详情

可浏览：http://www.gaes.gov.mo/mhedb/，又或参看高教办于

2015 年出版的出版的《高教统计数据汇编 2014》。 

 

出版澳门高等教育杂志 

为了让市民了解高等教育及高等院校的情况，高教办继续出版《澳门高等教育杂志》，

除探讨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议题外，还包括介绍本澳院校特色机构和学系、学生分享学习经验、

简介大专学生活动、升学信息、以至个人创作的展示等。 

《澳门高等教育杂志》包括中文版及国际版两个版本，让本澳社会各界和其他地区的人

士能更深入了解本澳高等教育发展，为准备升学的中学生和其家长提供更多高等院校信息，

并为大专师生构建一个沟通交流、分享成长经验的平台。 

详情可浏览：http://www.gaes.gov.mo/publish/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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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更新高等教育指标 

为了更有效反映本澳高等教育的情况，高教办持续更新和完善高等教育统计指针体系的

资料，并透过与外地同类资料的比较分析，了解澳门高教发展的情况。2015 年，高教办完成

编制《2014/2015 年度澳门高等教育指标报告》，当中内容共分为“澳门高等教育指标”、“澳

门十所高等院校的高等教育指标”、“澳门高等教育指标的国际比较”三个部分，内容包括

各高等院校的全职教师比率、女性教师比率、外地教师比率、具博士学位教师比率、全职行

政支持人员与全职教师比率、师生比、男女学生比率、外地学生比率、研究生人数比率，本

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以及“高等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率”、“高等教育政府开支占政府开

支总额的百分比”、“高等教育每生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师生

比”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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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2015 年高教办提供升学信息的主要活动 

项目 简介 

各地升学信息及 
公开试讲解会 

（系列活动共 14 场） 

包括中国内地、日本、美国、葡萄牙、西班牙、澳洲、英国、

瑞士、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家，而公开试包括国际英语

水平测试（IELTS）、托福测试（TOEFL）及多益考试（TOEIC），
合共吸引了 553 人次参加有关活动。 

保送生考前辅导讲座 
协助获保送资格的学生做好考试准备，向学生讲解考试程序、

面试技巧、仪表及注意事项等内容，来自 26 所中学合共 294
名应届毕业生参加。 

科英布拉大学升学讲解会 
邀请科英布拉大学副校长 Dr. Joaquim Ramos de Carvalho 及

相关代表为参加者讲解大学概况、报名方式、学费及住宿等

内容，以及解答提问。活动共吸引 80 人出席。 

“挚”在分享－校友分享会

（共 5 场） 

邀请曾于不同地区或国家升学的校友进行分享，让准高中毕

业生进一步了解在不同地区及国家升学的情况，共吸引 508
人出席。 

内地升学说明会 

邀请了于广东、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南京、四川、福

建、浙江及湖北等地区升学之师兄、师姐，向已获内地院校

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分享在内地学习和生活情况，并介绍

相关注册手续和注意事项等。 

保送生内地升学分享会 邀请相关大专学生社团的代表到场与保送生分享大学的生活

点滴，协助保送生对前往内地升学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内地高校研究生课程 
考试说明会 

为有意到中国内地高校升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及市民讲解报

考方法、条件、考试及录取等信息，活动共吸引 32 人出席。 

研究生奖学金说明会 
研究生资助发放技术委员会代表为有意申请研究生奖学金的

人士讲解奖学金申请手续、名额、金额及获奖者义务等信息，

两场说明会吸引 110 人出席。 

瑞士升学讲解会 
邀请了瑞士驻香港总领事馆代表来澳出席，就报读瑞士高等

教育课程的入学要求、校园生活、学费、奬学金及签证等进

行介绍，该活动有 60 人出席。 

北京高校升学讲解会 
来自北京市 15 所高校的代表，向本澳师生讲解北京各所高校

概况、学科设置、奖助学金、招生标准，以及培养澳门学生

的政策和措施，该活动共有 60 人出席。 

升学标竿－ 
高中升学辅导讲座 

（巡回各中学进行系列讲座） 

委托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巡回本澳各中学进行讲座，协助

拟升读高等教育课程的高中学生选择合适的升学路向，有关

活动共有 33 所中学参加，报名人数总计达 5,4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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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15 年扑满人生－澳门大专学生丰盛暑假系列活动 

活动名称 
及期间 参与人数 举办单位 活动内容及成果 

语言学习： 

1 

拥“普” 

北京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8 日 

18 
主办单位：高教办 

承办单位：北京语言

大学 

 活动内容：参与者参加了普通话培训

课程、语言文化课程及专题讲座；参

观及游览当地历史文化景点及著名企

业。 
 活动成果：增强普通话沟通能力，为

将来投身社会打下根基。 

2 

澳洲英语 
培训之旅 
2015 年 

7 月 18 日 
至 8 月 22 日 

24 

主办单位：高教办 

承办单位： 
普莱德创新教育与训

练 

 活动内容：前往澳洲昆士兰大学参加

语言课程，并与当地澳门学生社团进

行交流。 
 活动成果：增强英语能力，促进两地

学生的文化交流，并拓展视野。 

3 

葡语达人-葡
萄牙夏令营 

2015 年 
7 月及 8 月 

99 
（赴葡人数） 

主办单位：高教办 

承办单位： 
 东方葡萄牙学会 
 里斯本大学文学院 
 波尔图大学 

 活动内容：前往葡萄牙里斯本或波尔

图参加语言课程。 
 活动成果：加强学生对葡语及葡萄牙

文化的认识，提高学习葡语的兴趣。 

文化体验： 

4 

粤港澳青年 
文化之旅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5 日 

135 
（包括 22 名

本澳学生） 

合办单位： 
 高教办 
 广东省文化厅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民政事务局 

 活动内容：参观港澳、潮州、汕头、

揭阳、普宁、汕尾、佛山、南海、广

州及福建厦门等地多个著名历史文

化景点和博物馆，并观赏文艺表演。 
 活动成果：加深粤港澳三地高校学生

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和国家的认识，促

进三地高校学生之交流。 

国情教育： 

5 

寻根之旅 
“浙江”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 

38 
主办单位：高教办 

承办单位： 
宁波侨务办公室 

 活动内容：参加专题讲座、参观当地

著名企业及文化景点，并与当地学生

进行交流。 
 活动成果：促进两地学生交流，并加

强对祖国政制、经济、法制、教育、

历史文化的认识。 

6 

探索 
“河南” 

2015 年 8 月 
17 日至 26 日 

40 
主办单位：高教办 

承办单位： 
河南省教育厅 

 活动内容：出席专题讲座，参观了当

地著名企业，游览当地历史文化景

点，并与当地学生交流。 
 活动成果：促进两地学生的交流，并

让参与者更了解祖国的政制、经济、

法制、教育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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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澳门高校篮球赛 – 2015”获奬名单： 

奬项 男子组 女子组 

冠军 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 

亚军 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理工学院 

季军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殿军 圣若瑟大学 旅游学院 

银碟赛冠军 澳门城市大学 -- 

得分王 黎家栋（澳门大学） 吴家欣（澳门科技大学） 

三分神射手 袁锦志（澳门理工学院） 吴家欣（澳门科技大学） 

篮板王 黎家栋（澳门大学） 劳美欣（澳门理工学院） 

卓越得分球员奬 

黎家栋（澳门大学） 郑雅斯（澳门大学） 

罗协铭（澳门理工学院） 陈嘉怡（澳门理工学院） 

梁浩文（旅游学院） 任毓翠（旅游学院） 

刘德昌（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 谭安如（澳门城市大学） 

林嘉盛（澳门城市大学） 彭静思（圣若瑟大学） 

罗智豪（圣若瑟大学） 吴家欣（澳门科技大学） 

陈树鹏（澳门科技大学） -- 

优秀运动员奖 

黎家栋（澳门大学） 麦绮彤（澳门大学） 

罗协铭（澳门理工学院） 盛安琪（澳门理工学院） 

李劲涛（旅游学院） 叶思男（旅游学院） 

刘德昌（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 谭安如（澳门城市大学） 

黄柏颖（澳门城市大学） 吕晓晴（圣若瑟大学） 

陈宝裕（圣若瑟大学） 吴家欣（澳门科技大学） 

陈树鹏（澳门科技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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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第十一届澳门高等院校学生写作比赛”得奖名单： 

奖项 
评论类 诗歌类 

学生姓名 就读院校 学生姓名 就读院校 

冠军 曹安妮 香港树仁大学 吴浩文 澳门大学 

亚军 欧苏施 澳门科技大学 邓汉昕 武汉大学 

季军 葛佩瑶 澳门理工学院 张鸣浩 澳门理工学院 

殿军 陈洋 澳门科技大学 周颖琪 澳门科技大学 

优异奖 

任一林 澳门科技大学 李泳诗 澳门大学 

朱叶子 澳门科技大学 徐美婧 澳门科技大学 

肖斐歆 澳门科技大学 陈胜飙 澳门大学 

高树唐 华中师范大学 黄家诚 澳门科技大学 

刘雅霖 澳门科技大学 葛佩瑶 澳门理工学院 

庞颖欣 旅游学院 卢苇 澳门科技大学 

优良奖 

王永昌 武汉大学 李璐瑜 澳门大学 

周子航 澳门科技大学 周颖思 澳门大学 

孙嘉卿 澳门城市大学 袁梦庭 澳门城市大学 

许景扬 中山大学 张培霓 澳门科技大学 

郭海茵 澳门理工学院 张丽芝 北京师范大学 

郭培锋 澳门大学 陈晓晴 澳门大学 

陈文昊 澳门科技大学 黄中永 武汉大学 

黄丽铭 复旦大学 蒋哲宇 澳门科技大学 

郑嘉琪 澳门大学 邓晓琳 澳门科技大学 

郑权 澳门科技大学 苏卓华 澳门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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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第十三届澳门高等院校学生辩论比赛”获奖名单 

奬项 广州话组 普通话组 英语组 

冠军 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科技大学 
林诗翔、林碧淇 

（澳门大学 C 队） 

亚军 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 

梁倩盈、郭燕 
（澳门大学 A 队） 

田馨颖、谷子丰 
（澳门理工学院 A 队） 

苏施迪、张笑瑜 
（澳门科技大学 C 队） 

季军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 -- 

决赛 
最佳辩论员 

冠军赛 
黎洁玲（澳门理工学院） 

冠军赛 
郑博文（澳门大学） 

林碧淇（澳门大学） 季军赛 
汤咏芯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准决赛 
最佳辩论员 

第一场 
麦钰恒（澳门大学） -- -- 

第二场 
贺明扬（澳门理工学院） -- -- 

初赛 
最佳辩论员 

第一场 
卢志荣（澳门大学） 

第一场 
郑博文（澳门大学） 

林诗翔（澳门大学） 

第二场 
黎嘉韵（澳门保安部队 

高等学校） 

第二场 
常昊（澳门科技大学） 

郭燕（澳门大学） 

第三场 
陈紫欣（澳门理工学院） 

第三场 
殷梦迪（澳门科技大学） 

林碧淇（澳门大学） 

第四场 
麦钰恒（澳门大学） 

第四场 
姜逸雪（澳门大学） 

黄嘉琪（澳门大学） 

第五场 
汤咏芯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 梁嘉伟（澳门大学） 

第六场 
关家熹（澳门理工学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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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2015 年开展的其他学生活动 

活动项目 日期 举办单位 活动具体情况 

1 电影欣赏活动 

第一场： 
3 月至 4 月 
第二场：8 月 
第三场：10 月 

高教办 

 透过电影欣赏，向学生灌输

正面积极的人生观及价值

观，三场电影分别是《五个

小 孩 的 校 长 Little Big 
Master》、《破风 To The Fore》、
《火星任务 The Martian》（3D
电影），共派出门票 556 张。 

2 
涉澳外交 

十五年图片展 
4 月至 11 月 

期间 
外交部 

驻澳门特派员公署 

 高教办协助安排于 9 所高校

巡回展出一百多幅图片，有

关图片反映出特区政府和各

界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的情

况，亦展现外交公署开展外

交和文化宣传推介活动的精

彩情况，活动吸引超过 5,400
人次观赏。 

3 
奥运金牌运动员

访澳系列活动 -
夏日动起来 

8 月 9 日 
中国澳门 

体育暨奥林匹克委员会

及体育发展局 

 高教办协助以大学生中心名

义设置摊位及游戏，共吸引

200 人次到场。 

4 

烽火岁月－ 
中国人的抗战记

忆：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活动 

9 月 18 日 

主办单位：社会文化司

司长办公室、教育暨青

年局及高教办 
承办单位：澳门中华文

化交流协会及澳门广播

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者分别来自本澳 8 所高

等院校、大学生中心义工团

队及学生社团，共 30 人。 
 6 所本澳高校组织学生在校

内观看活动实时直播及录

播，参与学生共 522 人。 

5 
资优学生 
培训计划 － 澳门生产力暨 

科技转移中心 

 高教办协助宣传三个范畴之

培训课程，分别是“系统及

网络”、“动漫设计”及

“网页设计”。 

6 
中国内地 
优秀电影 
欣赏活动 

10 月至 11 月 
期间 

中国电影基金会、 
澳门影视传播协进会 

 高教办协助宣传金莲花杯

“第十二届澳门中国内地优

秀电影展”，于 10 月至 11
月期间安排在大学生中心播

放有关电影，让有兴趣的人

士免费欣赏电影。 
 高教办协办“金莲花杯《第

十二届中国内地优秀电影

展》观后感征文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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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项目 日期 举办单位 活动具体情况 

7 

“第 62 届 
澳门格兰披治 
大赛车” 
宣传活动 

10 月至 11 月

期间 
澳门格兰披治 
大赛车委员会 

 高教办协助澳门格兰披治大

赛车委员会向各院校统一派

发练习赛门票，10 所高校共

报名索取 4,242 张。 
 此外，大会也提供了两天共

200 张试车赛门票予高教办，

让有兴趣前往观赏赛事的非

本澳高校澳门学生，可透过

澳门大专学生部落登记索取

门票，反应踊跃。 

8 第八届保险日 10 月 18 日 

澳门金融管理局、澳门

保险公会、澳门保险业

中介人协会及澳门保险

专业中介人联合会 

 高教办协助以大学生中心名

义设置摊位及游戏，共吸引

457 人次到场。 

9 

第十四届 
“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 

11 月 16 日至

21 日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

教育部、全国学联及广

东省政府 

 高教办协助向本澳高校宣传

有关活动，本澳代表团由澳

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及澳

门科技大学组成，共 37 名学

生参加终审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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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服务承诺 

项目 服务 
承诺 

时间
注1 

（工作日）
 

预计 
成功率 

处理 
数目 

按时完成

数目 
未能按时

完成数目 

平均完成 
时间 

（工作日） 

实际 
成功率 

1 

升学咨询服务 

电话咨询 2 98% 151 151 0 1 100% 

电邮咨询 3注 2 98% 20 20 0 1.5 100% 

索取升学资料库内资料
注 3 20 分钟 95% 7 7 0 20 分钟 100% 

索取升学资料库外资料 3注 2-4 95% -- -- -- -- -- 

2 

在澳门开办高等教育课程的申请  

亲临查询 2注 5 80% 4 4 0 1 100% 

电话查询 2注 5 80% 10 10 0 1 100% 

书面查询 
（电邮 / 传真 / 信函） 5注 2 80% 1 1 0 3 100% 

3 
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地区学生考试（澳门区） 

考试报名手续 20 分 
钟

注 6-7 90% 208 208 0 6.78 
分钟 100% 

4 
中国内地高校研究生课程考试（澳门区） 

考试报名手续 20 分钟
注 7 90% 129 129 0 8.14 

分钟 100% 

5 
处理研究生资助发放技术委员会研究生奬学金的申请及发放工作 

本澳研究生奖学金 
申请手续 25 分钟

注 7 90% 424 422 2 15 
分钟 99% 

6 

提供学历审查意见 

亲临查询 30 分钟 95% 31 31 0 11.06 
分钟 100% 

电话查询 2注 4 95% 222 222 0 1 100% 

电邮查询 5注 2-8 85% 61 61 0 2.82 100% 

书面查询 10注 2-8 85% 3 3 0 4 100% 

注： 1. 承诺时间由提出申请之第二个工作日起计。 
2. 倘查询或回复须翻译为另一种官方语言或英语者，时间会延长 5 个工作日。 
3. 大学生中心图书资料区的资料不供外借。巿民除可自行查阅资料外，还可要求影印服务。 
4. 如须查找高教办数据库外的资料，则中止承诺时间，至找到有关资料恢复计算。 
5. 倘查询人（电话／亲临个案）要求索取书面资料（非一般性申请资料），预计完成服务的时间最长为 2

个工作日。查询人倘要求以书面回复，则有关个案须以书面查询方式处理。 
6. 由于报名网络系统设于内地，倘因网络系统问题而引致确认报名程序延误，该延误时间不计入承诺时间内。 
7. 以报名者到柜台办理，且在文件齐备、正确及妥善的情况下方开始计算承诺时间，轮候时间不计。 
8. 如须向其他机构查询资料，则查询当日中止承诺时间，于收到回复当日之第二个工作日恢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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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处理投诉、建议或异议个案 

对高教办之 
投诉、建议或异议 

承诺回复

时间  注 
（工作日） 

处理数目 按时完成

数目 
未能按时

完成数目 

平均 
完成时间 
（工作日） 

实际 
成功率 

投诉 15 5 5 0 6.4 100% 

建议 15 2 2 0 3.5 100% 

异议 15 3 3 0 4.33 100% 

 

对其他机构之 
投诉、建议或异议 

承诺回复

时间  注 
（工作日） 

处理数目 按时完成

数目 
未能按时

完成数目 

平均 
完成时间 
（工作日） 

实际 
成功率 

投诉 15 39 39 0 5.03 100% 

建议 15 3 3 0 1.67 100% 

异议 15 -- -- -- -- -- 

注： 个案如须经高教办转交其他机构跟进，包括咨询意见、审批、查证或索取资料等，承

诺时间在个案转交之日起中止，直至有关机构回复之第二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  

 

附录 9：回复其他部门及市民学历查询 

查询方式 个案数目 

书面查询 15 

电话查询 26 

总 41 

 

附录 10：高等教育课程申请个案 

2015 年高教办处理由澳门高等院校提出开办或修订课程的申请共 37 宗，其中 10 宗获批

准，9 宗撤回申请，18 宗仍须处理。同时，处理外地高等教育机构提出在澳门开办、修订及

续办课程的申请共 40 宗，当中 31 宗获批准，2 宗撤回申请，7 宗仍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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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办联络资料 

 

高教办 

 地址：澳门罗理基博士大马路 614A-640 号 
   龙成大厦 5-7 楼 
   （入口位于果亚街 105 号） 

 网址：http://www.gaes.gov.mo/ 

 电话：(853) 2834 5403 

 传真：(853) 2831 8401 / 2832 2340 / 2837 0105 / 
      2870 1076  

 电邮：info@gaes.gov.mo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四09:00 – 13:00，14:30 – 17:45； 
 周五 09:00 – 13:00，14:30 – 17:30 

 

 

大学生中心 

 地址：澳门荷兰园大马路 68-B 号 
   华昌大厦地下 B 座 

 电话：(853) 2856 3033 

 传真：(853) 2856 3722 

 电邮：cees@gaes.gov.mo 

 办公时间：周二至周六 11:00 – 20:00 
 （中午不休息） 
 周一、公众假期及豁免上班日休息 

 
  

51 

http://www/


 

 

高等院校基本联络资料 

高等院校 电话 传真 电邮 地址 

澳门大学 8822 8833 8822 8822 info@umac.mo 澳门凼仔大学大马路 

澳门理工学院 2857 8722 2830 8801 webadmin@ipm.edu.mo 澳门高美士街 

旅游学院 2856 1252 2851 9058 iftpr@ift.edu.mo 澳门望厦山 

澳门保安部队 
高等学校 2887 1112 2887 1117 esfsm-info@fsm.gov.mo 澳门路环石街 

澳门城市大学 2878 1698 2878 1691 info@cityu.edu.mo 澳门凼仔徐日升寅公马路 

圣若瑟大学 8796 4400 2872 5517 pr@usj.edu.mo 
澳门外港新填海区 
伦敦街 16 号（环宇豪庭）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8295 6200 2836 5204 admin@kwnc.edu.mo 澳门镜湖马路 35 号地下 

澳门科技大学 2888 1122 2888 0022 enquiry@must.edu.mo 澳门凼仔伟龙马路 

澳门管理学院 2832 3233 2832 3267 registry@mim.edu.mo 
澳门新口岸上海街 175 号 
中华总商会大厦 9 楼 

中西创新学院 2878 8186 2878 8246 info@mmc.edu.mo 
澳门宋玉生广场 255 号 
中土大厦 8 楼 

注：一、根据第 6/2011 号行政命令的规定，“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的中文名称已

于 2011 年 1 月改为“澳门城市大学”。 

  二、根据第 64/2009 号行政命令的规定，“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的中文名称已于 2009
年 12 月改为“圣若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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