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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目标

1. 本计划贯彻落实提升本澳高等院校的

学术研究水平，打造澳门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高等教育高地的目标；在2020年，

高等教基金继续向人文社会范畴的研究

项目提供综合性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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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目标

2. 除原有人文社会范畴的研究项目资助

及优化计划的有关程序及配套文件外，

因应全球各地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疫情发展，开展各项研究工作，本计

划下设立了“预防及应对重大传染病的

研究专项”，鼓励本澳高校学者发挥科

学研究的力量，携手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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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选目录

预防及应对重大传染病研究专项

计划优化重点

计划三步曲

责任与义务篇

查询方法

前期 中期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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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澳门特区政府构建科学防疫
措施及政策，提高澳门在应对未
来发生重大传染病的防疫教育、
区域治理及危机应变的能力，在
计划内设立了“预防及应对重大
传染病的研究专项”

预防及应对重大传染病研究

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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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控制等公共政策的探讨及医疗资

源建设等研究

疫后身心健康重建等社会问题研究

疫情对本地、内地经济的影响、社会

复苏等研究

或其他与应对重大传染病相关的社会

问题

期待您的参与，为澳门的防
疫科学研究出谋献策!



经批准的跨年度研究项目 (不迟于
2022年8月31 前完成)，免除翌年续
期申请手续，可获批最长2年的资助
《资助说明》第5点

提供 “研究计划”、 “项目预算明
细表”，提升申报效率，有助规划
研究工作日程《申请指引》第5.3、5.4点

申请第e类论文发表费用资助时，只

要最终论文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不

低于预期水平，可继续获得资助《申请

指引》第6点备注8

在提出合理原因、按规定申请并经批

准后，可预先收取当年的或调动不同

年度的项目经费，更有效配合研究需

要《申请指引》第25、2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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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不限为项

目负责人，但必须是申请实体

的研究成员《申请指引》第21点

每年 更改计划的机会 《申请指引》第27点

跨年度研究项目增设阶段性结

题 ，有助双方掌握研究进度及

处理中期结算《申请指引》第16点

只要求提交基金资助范围的支出单

据，允许提交经申请单位盖章的单

据副本《申请指引》第17点 8



有意参加计划
的您，应准备
及了解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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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组队

项目规划

院内提交 亲临提交

项目排序

统筹管理 补交通知

基金审议

结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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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布之日至9月4日期间接受申请



成员组队

规划项目

校内提交
11

研究团队规划流程及注意事项
至少由1名项目负责人组成，并必须
来自申请院校，成员最多可参与2个
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
与其他院校的人员组队要提交“项目
合作协议书”

可参考范本撰写“研究计划”、项目
预算明细表”
使用“申请清单”检查是否已经填妥
所需文件(如“申请表”、报价参考
及其他附件)
留意申报获得其他资助来源的情况，
考虑是否需要申请预付等

连同载有文件的资料光碟，向院校负
责单位提交
此阶段后将进入校内审议程序



统筹管理

项目排序

亲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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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院校统筹流程及注意事项

院校可设定接收申请文件的期限，管
理项目，可就项目负责人的查询，转
介本局人员及时跟进

建议在收到多个申请项目后，按项目
的重要性填写 “资助优先次序列表”，
就已接纳的研究项目，院校具权限代
表在申请文件相应位置签署及盖章

除前述的申请文件外，连同申请公函
装在注明本计划名称的文件封包，于
办公时间内亲临高等教育局提交
建议在项目开展前50日前提交



补充通知

基金审议

结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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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端受理申请后应注意：

本局专责单位的人员在接收申请文件后，
会按 “申请清单”检视文件，如有需要，
会以电话及电邮方式通知项目的联络人/

负责人，于15日内补交文件或说明

基金会审议申请的项目，有可能对项目
内容要求再提供补充文件或说明，会再
按上点方式发出通知要求期限内说明或
补充

申请结果会以公函通知申请院校，研究
团队可适时向院校单位或向本局了解审
批进度
知悉结果后，申请院校可在规定期限内
申请预付或提出异议



规划申请预付

预付上限:

资助金额的
50%*

在申请时
提出

项目获批后，在
开展前30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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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可申请预
付不多于每一年度资助金额的70%。

《申请指引》第25点

或



请填写申请表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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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怎样做好项目预算?

其
他
费
用
*

研究成
果发表
/出版

赴外
或来
澳研
究

咨询
与技
术支
援服
务

调查
员津
贴

研究
成员
津贴

、

建议视实际需要申请，并经济性及适用性原则预
算规划，申请开支分类如下：

*须注明开支必要原因 16



以津贴的方式支援研究成员、
调查员开展研究设计、数据搜
集及分析等工作

以资助团队提升研究质量，向其他
实体取得专业意见或技术支援服务
的支出

支援研究成员往外地或来
澳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活动

资助研究成员为发表会议或期刊论
文的参会活动及刊登的相关支出

资助研究成员出版研究所得，但不
包括翻译、教材及论文集

研究物料或秏材
等杂项开支可列
入“其他费用” 17



资助金额是以申请预算总金额为
计算基准(《申请指引》第26点)，
请务必提供报价参考为计算依据，
并核对金额无误后，正确填写在
“申请表”相应位置。

(详见“项目预算表”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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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合理规划项目进度
(详见“研究计划”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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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或文件的常见情况

未有提供
报价参考

未有提交申请的 “必
要文件”《申请指引》第

5.1至5.4点

未有在文件要
求的位置签署

及盖章

未有说明研究成
员在各阶段工作
分工及进度

金额计
算错误

未有提交与非申请
院校的人员的“项
目合作协议书”

未有提供出物
版的初步纲目

研究项目早在
申请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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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执行过程中，
往往计划赶不及变化，
项目负责人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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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以下情况，应作出计划变更通知吗?

问1：申报时的研究成
员中途要退出，应该更
改计划?

回复1：但凡已确定的研究成员
名单，特别是项目负责人的更
改必须作出变更计划。

问2：由于研究过程中
多了不少突发工作，我
想邀请更多研究人员加
入可以吗?

回复2：获资助之研究成员的实
际人数减少，则会相应减少资
金额。然而相反是人数增加，
在不涉及追加资助金额，项目
负责人可以自行组织。

问3：期刊机构一直没有
回复是否接纳论文呢?我
能够改投其他机构吗?

回复3: 只要在项目执行期内，
获批准的论文成功在期刊发表，
且期刊的影响因子是不低于申
报时的水平，便可继续获得资
助，而不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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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5：获批的各类开支津
助，能够待此间自由调拨
分配比例吗?

回复5：可留意申请结果通
知公函所规定的限制情况，
由于调动情况不一，建议再
联络本局人员了解。

问6：由于获批出版费仍
与本人预期有所落差，在
不超出获批资助金额，我
能相应减少出版数量吗?

回复6: 倘实际出版数量有
变，乃至著作的题目、内
容的完全变更，必须作出
变更计划通知。

还有其他研究计划变更的
情况，可以致电我们，了
解是否应采取更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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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4：会议主办单位突然
取消学术会议，那么我能
够参加其他类似专题的学
术会议发表论文吗?

回复4:倘实际参与发表论文
的会议与预期情况不同，应
作出变更通知，经批准后可
继续获得资助。



承担未有通知且经批准后，自行修改计
划内容的后果《申请指引》第23点

24

取消
资助

要求退
回预付
款项

影响
执行
表现



跨年度项目：经费调拨

经申请获批准后，可调动不超过当年度的费用的
20%(《申请指引》第26点)

范例1：

2020年获资助金额：$300,000

2021年获资助金额：$150,000

*转移2020年的经费至翌年使用

2021年可获使用的经费上限
为$300,000*20% + $150,000

= $210,000

范例2：

2020年获资助$300,000

2021年获资助$100,000

**预支翌年经费至2020年使用

2020年可获使用的经费上限
为$100,000*20% + $300,000

= $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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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院校统筹单位与项目负责人，对研
究项目进入阶段性或总结性结题阶段，
预早整理报销单据及研究报告等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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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资助期间最长为2年，但须在
2022年8月31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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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新学期即将开展，A教授有意开展一
项研究，获批申请项目后于2020年9月10日
开展研究工作，那么要注意以下日程：



2022年
• A教授的项目进度良好，

较预期早于8月20日完成
项目及出版论着

• 在9月20日前向基金提交
成果1份，以及完成最终
结题#

2020年
• 7月申请
• 在9月10日开展
• 在12月15日前完成阶
段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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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 在1-11月继续执行项目
• 在12月15前完成阶段结

题*

#提交最终结题文件：
• 支出单据
• 资助运用总结报告
• 研究成果报告

按续上例 *提交阶段结题文件：
• 支出单据
• 资助运用总结报告
• 研究阶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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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 3月申请
• 4月10日开展

2021年
• 在1月10日前向基

金提交成果 1份

2020年
• 在12月10日完成项目

及发表论文
• 不迟于12月15日须完

成最终结题#

例2：在非跨年研究项目，例如执行期 4月10日
至12月10日，请注意以下日程：

#提交结题文件：
• 支出单据
• 资助运用总结报告
• 研究成果报告



“资助运用总结报告”填写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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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25,000

资助结算是以“实报实销”原则处理：倘整个项目最
终支出金额有所下调，基金可视乎情况对资助金额
按比例作出调整。(《申请指引》第26点)

例1：项目获资助$30,000，最后只使用了$25,000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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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一个项目获资助$50,000，最终支出了$60,000，
要申报自行承担或其他收入来源(见下图)：

50,000

1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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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员津贴

出版费

5,000

20,000

25,000

27,400

其他费用 300

2,400

8.00

例3：结题的项目必须是收支平衡，实际收入总额等
于支出总额

27,400

27,400



收据

收款人签署：XXX

签收日期：XXXX年XX月X日

院校盖章

以个人名义签收津贴/费用的收据
可供参考的样式《申请指引》第17点

序 项目内容 金额

1 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援或专业
资询的内容

总计

收款人姓名：某某某
收款人身份：专家
标的：作为研究项目(项目名称xxx)的提供专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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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书脊

封面

研究成果标注资助来源(《申请指引》第
21条)

在论文的页首或页尾注明：

研究成果获得“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高等教育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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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前先，请细阅《申请指引》
的第7至13点、第20至30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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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研究项目的预算、进度、成员分工等 (《申请

指引》第9点)

•诚实申报资助来源(《申请指引》第11点)

•不作虚假声明或提供不实资料(《申请指引》第24点)

合理诚信

•遵守期限规定作补充文件或说明、更改计划通知、及

提交总结报告等(《申请指引》第12.4、15、16、27点)

•注明基金资助、交回研究成果(《申请指引》第21点)

•遵守学术伦理、社会道德、智慧产权等方面的法律规

定(《申请指引》第22点)

守法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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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方法
可以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我们，也可以透过传
真或电邮方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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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3969203/83969253/83969395

传真：28322340

电邮：info@dses.gov.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