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本地高等教育課程申請 

申請須知 

 

一般事項 
 

1. 申辦非本地高等教育課程（下稱“非本地課程”）的辦學機構為校本

部設於外地的高等院校（外地高等院校），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本

地實體（本地協辦實體）。 

 擬在本澳開辦的非本地課程所授學歷須由外地高等院校頒發。該外地

高等院校必須為其所屬地區具許可權實體認可的高等院校，且須獲該

實體同意於澳門開辦有關非本地課程；同時，擬在澳門開辦的非本地

課程所授學歷必須獲外地高等院校所屬地區認可。 

  本地協辦實體須為在本澳依法設立的機構，但不是該非本地課程學歷

的頒授者；而外地高等院校與本地協辦實體須就在本澳開辦非本地課

程締結具法律效力之協議書。 

2. 開辦非本地課程申請是指辦學機構擬在澳門設立一個新課程而提出

申請；續辦非本地課程申請是指辦學機構於一個已獲准在澳門設立的

課程之招生許可效力完結後，提出以相同計畫續辦有關課程的申請；

修改非本地課程申請是指辦學機構為修改一個已獲准在澳門設立的

課程提出申請，不論該課程的招生許可尚有效與否。 

3. 辦學機構須按照課程申請類別填報相關資料，每份申請表只可為一個

課程申請；如擬為多個課程申請，請分別以另表提出。辦學機構可影

印或下載申請表填寫。 



4. 開辦/修改/續辦非本地課程申請應在課程開始運作之日起九十日前

提交；行政當局會於收到完整申請檔後最遲六個月內作出審批決定。 

5. 課程申請必須由辦學機構具許可權或經依法授權之代表提出。有關表

格於填寫後，必須由該代表簽署及蓋上機構印章。未附有申請代表簽

名及蓋章的表格概不受理。 

6. 辦學機構必須依照申請表和申請須知所載的指示填寫申請表格。表內

專案如不適用，請填上“不適用”；如供填寫的空位不敷應用，請以

另紙填寫。辦學機構也可以附件形式提供任何與申請有關的資料。 

7. 申請表要求提供的各項資料，目的是用以協助行政當局考慮應否批准

該課程申請。如有需要，行政當局會就課程申請直接與申請表所載的

課程申請聯絡人聯繫，要求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另外，按照現行高等

教育法例的規定，行政當局可邀請其他高等院校、專業部門或團體、

學者、專家等等就有關課程申請提意見。此外，行政當局會委託學術

專家、學術機構或評鑑實體對課程的素質進行審查，本地協辦實體須

承擔課程素質審查的費用。在課程開辦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審查結果

的有效期一般為七年。 

8. 行政當局可要求辦學機構就其提交的申請資料作解釋或提交補充資

料、又或要求其認為適合之其他資料。倘申請未經適當組成，又或自

收到行政當局公函起一個月內無提供所要求的申請檔或解釋，則有關

課程申請會被初端駁回。 

9. 申請表要求填報的任何個人資料，會用以辦理課程申請事宜。這些資

料可能會披露予其他公共部門、專業機構或人員作上述用途。辦學機

構需提供本表格要求的個人資料。如提供的資料不足，可能無法辦理

有關申請。 



10.  在準備申請文件上，辦學機構如曾於其他課程申請已遞交是次申請所

需的部分檔（如學生手冊、課程管理規章、院校內部課程素質機制等

等），而該等檔內容未有變更且同樣適用於是次申請，則辦學機構經

向行政當局作出說明並獲接納後，可毋須重複遞交有關文件。 

11. 辦學機構可要求查閱和更正申請表所填報的資料。 

12. 課程申請的主要適用法規為第10/2017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第

17/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素質評鑒制度）、第18/2018號行政法規

（高等教育規章）及第19/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學分制度）。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等教育局 

網址：http://www.dses.gov.mo 

電話：（853）2834-5403 

傳真：（853）2831-8401 

電郵：info@dses.gov.mo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14A-640 號龍成大廈 5 至 7 樓 

 

http://bo.io.gov.mo/bo/i/2018/32/regadm17_cn.asp
http://bo.io.gov.mo/bo/i/2018/32/regadm17_cn.asp


 

補充說明 

關於非本地高等教育課程申請－開辦/續辦/修改課程申請表第四及第

六部分要求提供課程的“學習計劃”、“運作規章”，以及“教學人員資

料”： 

－ “學習計劃”的內容為課程每學年的科目/學科單元編排及設

置（見參考表格一：學習計劃）。 

－ 辦學機構須就每一科目/學科單元（如科目、實習、研討會、學

習報告、學位論文等）提供學習大綱，其內容應包括該科目/學

科單元的簡介、類別（必修、選修或其他）、學習時數、授課

語言、教學方式、學分（如適用）、先修規定、考核方式、完

成要求、預期學習成效、參考書目、所須教學設施及授課教員

等資料（見參考表格二：科目/學科單元大綱）。 

－ “運作規章”的內容應包括學生報名、註冊、出勤及考核等制

度；課程科目/學科單元的入讀、重修、豁免修讀或轉移學分，

以及完成課程要求等規定；論文指導過程、論文書寫格式及呈

交方式、論文評審及答辯委員會組成和運作等規定。 

－ “實習規章”的內容應包括實習地點、實習安排細則、指導人

員，以及學生保險等資料；倘實習是在其他機構提供的地點進

行，需同時附上院校與該等機構就實習安排所簽訂的協議。 

－ “教學人員資料”應包括姓名、性別、人員類別（本地/外聘）、

任職方式（全/兼職）、基本履歷（含最高學歷和所修專業，取

得該學位之年期、高等教育教學年資、主要學術著作，以及是

否有擔任管理或行政工作等資料）、職稱、任教科目等資料。

另外，辦學機構須注明全職及兼職教學人員的分類方式，以及

每週工作時數上限等資料（見參考表格三：教學人員資料）。 

倘辦學機構已備有相若資料（如學生手冊、課程規章、教學人員個人

履歷等等），且其內容已涵蓋上述所需資料，則可將該等資料作為相關附

件遞交，毋須另擬。 



參考表格一：學習計畫 

（範例） 

XXXXX 課程 

學習計劃 

 

 

表一  

學科單元 /科目  種類  課時  學分  

第一學年     

xxx 必修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第二學年     

xxx 必修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第三學年     

xxx 必修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第四學年      

xxx 必修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表二  

學科單元 /科目  種類  課時  學分  

xxx 選修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xxx " xx xx 

 

注： 為完成本課程，學生須修讀表一所載的 xx門必修學科單元/科目，以及

表二的 xx門選修學科單元/科目。 

 



參考表格二：學科單元/科目大綱 
學科單元/科目大綱 

學科單元/科目名稱  

學科單元/科目類別： 

□ 必修 □ 選修 □ 其他（請注明）： 

學科單元/科目所屬的學術領域： 

學分數目（如適用）： 

總學習時數： 

授課學年： 

授課語言（可多選）： 

□ 中文 □ 葡文 □ 英文 □ 其他（請注明）： 

倘於分班制下採不同授課語言，請說明： 

 

教授方式（可多選）： 

□ 面授 比例 ______% 

□ 自習 比例 ______% 

□ 實習 比例 ______% 

 

□ 其他（請注明）： 

評核方式（可多選）： 

□ 筆試 比例 ______% 

□ 作業 比例 ______% 

□ 口試 比例 ______% 

□ 實習 比例 ______% 

□ 其他（請注明）： 

先修規定： 

學科單元/科目簡介： 

預期學習成效： 

授課教員（姓名及學歷）： 

教學設施： 

教材及參考書/資料： 



參考表格三：教學人員資料 

教學人員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最高學歷及修讀

專業（附發出證

書之高等院校名

稱） 

取得最

高學歷

的年份 

高等教育 

教學年資 
職稱 

本地/ 

非本地

人員 

任職方式

（全職/

兼職） 

任教學科

單元/科目  

教職外之其

他工作職務 

每週 

工作時數 

每週 

教學時數 

主要學術 

著作目錄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