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华推荐专案◎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门大学(以下简称“澳大”)成立于 1981 年，前身为私立东亚大学，目前为澳门地区唯一一所
综合性公立大学。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澳大在教学、研究和社群服务领域均取得卓越的贡献。
澳大现设有人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健康科学学院、法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科技学院、中华医药研究院及荣誉学院，开办学士、硕士、博士合共约 130 个学位课程，主要授
课语言为英语，部分课程以中文、葡文或日文教授。澳大现有学生 8,900 多名，其中学士学位课程
学生约 6,000 名。

收费标准
费用种类*
学费

金额
澳门币$1,2930 元/学分

备注
将按照学生每学期所修读之学分数目缴交相
应学费
住宿式书院费用
澳门币$23,7300 元
为双人间费用以 10 个月计算，包括住宿、每
(约马币 RM13.000)
週 15 餐膳食及活动费。
生活费及杂费
约澳门币$25,000 元
费用以 10 个月计算
总计
每学年约澳门币 91,580(约马币 43,000)
*为 2018/2019 学年费用。详情以网上 reg.umac.mo/admission/nonlocal/malaysia/fees/
资料公布为准。
#以马来西亚学生于第一学年一般选修 36 个学分为例，第一学年学费为澳门币 1,930 元 x36 个学分
=澳门币 69,480 元(约马币 38,000 元)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人文学院

教育学院

本科专业

授课语言

中国语言文学

中文

英语研究

英文

日本研究

日文为主，以英文作辅助语言

葡语研究

葡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学前教育

中文和英文

小学教育
计算机科学
土木工程
科技学院

电机及电脑工程
机电工程
数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数学教育)

工商管理学院

英文

会计学

英文／中文
英文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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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澳门大学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授课语言

企业管理
国际综合度假管理
健康科学学院

生物医药学

英文

传播学
经济学
社会科学学院

英文

政府与公共行政
历史学

英文／中文

心理学

英文

社会学

奖学金
1. 澳大设立「入学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入读本校学士学位课程，学生无需另行申请。校方于
进行录取时，将根据申请人之 UEC 或 STPM 成绩，择优颁发。
2. 新生于入学后，亦可申请奖学金。一般申请条件是按学生大一成绩进行甄选。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umac.mo/sao/srs/ss/awards/cn/srs_scholarship.php。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学生可登入本校注册处网页(http:// reg.um.edu.mo)办理网上报名手续;
3. 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本处『马来西亚学生招生专页』，
(http://reg.umac.mo/admission/nonlocal/malaysia/news/)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门氹仔大学大马路澳门大学，Macau.
电话：00-853-88224007
传真：00-853-88222425
电邮：admission@umac.mo
网址：reg.umac.mo/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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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澳门科技大学为目前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学，
连续 5 年位列两岸四地最年轻的百强大学。
大学设有九个学院，涵盖文、理、法、管、商、医、药、艺术、旅游、传播等学科门类课程。大
学可颁发博士、硕士及学士学位，目前就读各类课程在校生超过一万人。拥有中国高校唯一的中
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收费标准
学费：港币 77,000-95,000 元／年(以专业课程而不同)
住宿：港币 1,700 元／月
首次入住学生宿舍前，须缴交床铺费港币$1,800(约澳门币$1,857)。
报名费：港币 400 元(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资讯科技学院

本科专业
会计学、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供应链管理学、信息
系统学、商业分析学、国际贸易学、商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
计算机技术及其应用、电子信息科技、软件技术及其应用

药学院

★药学

法学院

法学

中医药学院

★中医学、中药学
酒店管理、会展管理、博彩业管理、文化旅游管理、电子旅游、服务质
素和零售管理、厨艺学、餐厅管理
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与广告学、产品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游戏设计、动画设计、影视表演、舞台表演、影视制作

商学院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国际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奖学金
1. 为鼓励成绩优异的国际学生报读学士学位课程，特设「入学奖学金」包括学费全免及学费半免，
大学将以择优颁发奖学金，申请者无需另行申请。此外，学生入读后成绩优秀，还有机会获取在
学奖学金或其他机构奖学金。

备注
1. 课程授课语言因专业而定，课参考最新网页资讯。
2. 详细费用表参考：2018/2019 学年大学先修班及学士学位课程学费表
https://www.must.edu.mo/images/Admission/files/PreUBachelorFT_Non_Macao_residents_TC.
pdf
3. 网报系统：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index.htm
4.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如报读艺术学-艺术设计学士课程须包括美术成绩。
5.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门氹仔伟龙马路澳门科技大学，Macau.
电话：00-853-28881122
传真：00-853-28825777
电邮：enquiry@must.edu.mo
网址：www.must.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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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澳门旅游学院

澳门旅游学院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Macau

澳门旅遊学院于 1995 年成立，是一所隶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的公立高等教育
机构，提供一系列旅游范畴的学位课程和专业培训，包括酒店、旅游、文化遗产、会展、零售及
市场推广、休闲娱乐、康体活动、文化创意及厨艺等。
旅游学院的使命是成为提供国际化旅游及服务业课程的首选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为澳门，更
为整个亚太区域，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使他们有能力在业界担任领导角色。2017 年，
澳门旅游学院成为全球首间高等院校通过英国高等教育质素保证机构(QAA)的国际质素评鉴(IQR);
自 QS 世界大学排名榜于 2017 年推出款待及休闲管理学科排名后，旅游学院高居全球及亚洲排名
榜前列。

收费标准
学费：澳门币 37,400.00(每年按情况将有所调整)
住宿：每学期澳币 5400-6000 元(双人房)，10,800-12,000(单人房)
报名费：澳门币 200 元(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课程类别

修读年期

授课语言

日间学士学位课程

4年

英文

夜间学士学位课程

4年

中文

夜间文凭课程

2年

中文

专业
厨艺管理
文化遗产管理
酒店管理
旅游企业管理
旅游会展及节目管理
旅游零售及市场推广管理
酒店管理
旅游会展及节目管理
旅游零售及市场推广管理
酒店管理
旅游会展及节目管理
旅游零售及市场推广管理

奖学金
1. 所有课程均设有全免学费奖学金，另设有奖学金鼓励学生参与不同海外体验课程(交换生、实习、
文化交流课程等)，文化遗产管理学生更可享有一次亚太区的实地考察活动。
2. 在澳门特区政府、业界及热心社会人士支持下，旅遊学院设立多项奖学金，以表扬成绩优异的
学生，并且鼓励及资助学生到海外进行交换生课程、实习及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学生可通过旅遊
学院网页 http://www.ift.edu.mo/EN/Giving/Home/Index/87 了解相关信息。

备注
1.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澳门望厦山 ColinadeMong-Ha,Macao,China
电话：00-853-28561252
传真：00-853-85981273
电邮：admission@ift.edu.mo
网址：www.ift.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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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圣若瑟大学

圣若瑟大学

University of Saint Joseph

圣若瑟大学于 1996 年创立，由澳门教区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共同设立的天主教会大学暨高等
教育基金一同创办，目标是在澳门建立一所能够记录澳门历史，并能持续推动东西方交流和对话
的欧洲式天主教大学。
圣若瑟大学了解天主教传统以人为本的教育，多个世纪以来在澳门及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
积极地担负起在多元化的科学和文化传统之间作为桥梁的责任，致力于继承这个传统，寻求在科
学、文化及地域关系上的进步。
大学策略性地选择成为一所走在思想尖端及知识最前线的大学，坚持人道主义和人文的价值
及原则，发展俱自主和创意的思维，尊崇最高尚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方式，致力促进生活、教育
和文化的普及。

收费标准
学费：预科 MOP34,000╱年;时装设计学 MOP73,000╱年;其他 MOP63,000╱年
住宿：MOP18,200-26,867╱年
报名费：MOP3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
专业学院／系

创意产业学院

本科专业
哲学、葡萄牙与中国研究(语言及文化)、葡中翻译研究学士学位课
程
传播与媒体、建筑学、数码电影、时装设计学、设计学

宗教研究学院

基督宗教研究

科学及环境研究所

环境科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学、心理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

人文学院

预科

奖学金
1. 奖学金是授予具有杰出表现的学生以及经济困难的学生，无需偿还。积极鼓励表现卓越的学生
继续不遗余力发挥潜能，并协助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继续保持学习的热情。详情请参阅：
http://www.usj.edu.mo/zh/招生/经济援助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门青洲河邊馬路 14-17 號
电话：00-853-85925600
传真：00-853-28725517
电邮：admissions@usj.edu.mo
网址：www.usj.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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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澳门城市大学

澳门城市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门城市大学前身为成立于 1981 年的东亚大学，2011 年 2 月更名为澳门城市大学 (葡文名称：
Universidade da Cidade de Macau，英文名称：City University of Macau)。大学氹仔校本部座山面海，
饱览南海、珠江及澳门景色，是澳门地区海拔最高的综合性大学，亦堪称是求学及从事研究的理
想高等学府。城大遵循“更名、改制、转型、升级”的八字方针，借鉴国际上现代城市大学办学经验，
凝练人文、艺术、商学及社会科学学科特色，培养澳门和区域所需的应用型、实务型中高级人才，
力求成为一所有特色、高质量的多科性大学。大学发展规划与澳门及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
体现城大“根植澳门、服务区域”的社会责任及办学使命。

收费标准
学费：设计艺术学士 MOP70,000╱年;其他 MOP60,000╱年
住宿：HKD24,000╱年
报名费：MOP30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商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学院

本科专业
工商管理学士(BBA) (中文学制)
应用经济学学士 (中文学制)
社会工作学士 (中文学制)
国际款待与旅游业管理学士 (中/英文学制)
服务业管理学士 (中文学制)
设计艺术学士 (中文学制)

奖学金
1. 除大学专设的奬学金外，还有澳门政府部门、机构、企业、社会贤达设立的二十余种奖学金。
详情请参阅大学网站最新公布。

备注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门氹仔徐日昇寅公马路
电话：00-853-28781698
传真：00-853-85902711
电邮：ado@cityu.mo
网址：www.cityu.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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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理工学院

Macau Polytechnic Institute

澳门理工学院是一所多学科、应用型的高等院校，秉持「学生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提供
优秀的学术支持及设施，为学生营造最佳的学习环境。理工的办学历史悠久，过去数十年在艺术、
资讯科技、卫生护理、工商管理、公共行政、体育教育等专业范畴培育众多专才，在翻译人才培
养方面更有逾百年历史。理工迄今已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毕业生以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在相关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深受用人单位好评。理工于 2013 年接受英国高等教
育质量保证局(QAA)的院校评鉴，并以信心评级通过，是亚洲首家通过该评鉴的高等院校。同时，
多个课程也获得国际学术或专业机构认证，办学水平与课程素质获国际肯定。若对课程或报名有
任何查询，可参阅理工网页(ipm.mo/overseas)或与理工招生暨注册处联络。

收费标准
学费： MOP35,200╱年
住宿费：MOP11,350╱年
报名费：MOP250

大学本科院系
专业学院／系

本科专业

资讯科技

电脑学*

语言与翻译

中葡/葡中翻译*、中英翻译*、国际汉语教育、葡语教育

艺术

设计*、视觉艺术*、音乐*

工商管理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关系、电子商务*、会计学*、管理学、市场学、
博彩与娱乐管理

公共服务

社会工作学*

体育

体育教育*

* 课程通过国际学术评审/专业认证。

奖学金
1. 可向大学申请鹏程奖学金及在学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门高美士街 Rua de Luis Gonzaga Gomes, Macao
电话：00-853-8599 6111 / 8599 6103 / 8599 6149
传真：00-853-2852 3746
电邮：admission@ipm.edu.mo
网址：ipm.mo/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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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华推荐专案◎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

Kiang Wu Nursing College of Macau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创办于 1923 年，隶属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是澳门一所历史最悠久的护理
教育机构。学院传承着中山精神和镜湖精神，一直以来弘扬“从人到仁”的教育理念，重视人文关怀
和多元文化教育，培养学生成为品格与才能并重的护理专业人才，在培养合格的护理人才同时，
着重人的整体培育。在逾九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求变、与时并进，从中等教育发展至高等教育，
致力推进护理教育向更高层次迈进。学院的课程设置突显护理以人为中心，强调仁爱、品格、知
识才能、终身学习、科学思维和奉献。学院的毕业生拥有专业的技能和知识，发展前景广阔，他
们服务的范围不单只是医院、小区、学校等不同的场所，更可以到世界各地知名学府继续升学，
攻读更高的学位课程。

收费标准
学费：MOP25,000╱年
住宿费：MOP11,350╱年
报名费：MOP300

大学本科院系
护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四年全日制)

奖学金
1. 设有多项奖助学金(详阅学院网页-招生事项)

备注
1.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澳门镜湖马路 35 号地下
电话：00-853-82956200
传真：00-853-28365204
电邮：admit@kwnc.edu.mo
网址：www2.kwnc.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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