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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內地由於院校及科系眾多，學費及
生活費相較澳門便宜，且隨著多
項改善教學及科研，創建高水準
大學的計劃 (例如「985工程」、
「211工程」) 被提出，多所院校
成為國家重點發展和建設的高校，
部份院校在世界大學排名中更擠身
前列，故此每年都吸引到不少澳門
學子選擇前往內地升學。
內地的學位證書較為獨特一點在於
有畢業證和學位證雙重制度，例如
學士學位課程(或稱本科教育)的學
生修畢要求的課程及合格科目的要
求，可同時擁有本科畢業證書與學
士學位證書；倘不及格科目超過標
準，則只獲發本科畢業證，沒有學
士學位證書。只獲得大學本科畢業
證將不能報考研究生課程。
2001年起，內地開始對高等教育
學歷證書實行電子註冊制度。國家
承認的各類高等教育學歷證書均可
通過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
進行查詢。
澳門學生報讀中國內地學士學位課
程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報考 “中
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澳門保送
生”，另一是報考 “中國普通高等
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
生考試（澳門區）”。研究生課程
則經由報考 “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
課程考試（澳門區）”入學。

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地
區招生信息網(http://www.gatzs.
com.cn)查閱，有興趣的考生宜在
報名前先詳細閱讀各考試的《招生
簡章》。
學費 (全年)﹕
學士：約 5,000至15,000人民幣
碩士：約10,000至14,000人民幣
博士：約12,000至15,000人民幣
生活費 (每月)：
約2,500人民幣
網頁推介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http://www.gaes.gov.mo/big5/
提供各院校資料、保送生資訊、網
上預報名、相關連結、聯招最新消
息及參考資料。
澳門中華教育會
http://www.edum.org.mo/home2
提供暨大、華大兩校聯招網上報名
查詢系統，中山大學單招資訊。
內地 (祖國大陸) 高校面向港澳台
地區招生信息網
http://www.gatzs.com.cn
提供在線咨詢、招生簡章、院校招
生資訊、中國各地名勝、生活文化
特色等資訊。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是專責辦理上
述考試澳門區招生報名的單位，有
關招生的消息及簡章可透過高教辦
網頁(http://www.gaes.gov.mo)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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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等教育聯展

內地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及澳門高等
教育輔助辦公室於每年12月左右會
在澳門舉辦“中國內地高等教育聯
展”，展覽期間各參展高校除了展
示院校的概況之外，亦會安排院校
代表駐場解答參觀者的提問，高教

辦亦會邀請相關院校的本澳畢業生
到場與參觀者分享經驗及交流學習
心得，還會派發 “中華人民共和國
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
地區及台灣省學生”簡章，讓有意
往內地升學的學生了解相關情況。

2013年12月6至8日舉行的聯展共
有44所內地高等院校參展，期間本
刊記者訪問了北、中、南地區部份
院校代表，讓讀者更深入認識院校
的特色以及求學環境。

Q：內地有不少語言大學，北京語
言大學 (下稱“北語”) 有何特色？

北京語言大學
Q：本刊記者
A：北京語言大學招生辦副主任王悅

A：北語是教育部直屬高校，不僅
向內地學生提供語言類、金融學、
會計學等專業教育，長期以來承擔
著來華留學生培養教育的任務，素
有“小聯合國”美譽。目前是全中
國唯一一所以對來華留學生進行漢
語和中華文化教育為主要任務的國
際型大學，也是唯一一所有中國語
言文學和外國語言文學兩個一級博
士點的高校。學校每年都有來自一
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七千多名外國
留學生就讀，是中國學生學習外語
的“天然語伴”。
Q：北語的培養方式、課程設置對
澳門學生有甚麼吸引力？
A：澳門社會對人才的綜合素養、
實踐能力要求高，北語的人才培養
以“語言+專業”為特色。針對語
言類專業的學生，鼓勵他們以副修
第二外語、金融學、會計學、電腦
科學等，學生可於第一年下學期申
請，通過簡單考核後可副修其他課
程，達到一定學分後更可獲得雙專
業或雙學位。

針對非語言類專業，重點強化學生
的英語水平，學生接受英語教育的
課時數較其他高校多，課程採用進
口原版英語教材，金融、電腦、會
計的專業課使用全英語授課。大部
分非英語專業學生畢業時都可通過
專業英語四級考試，達到專業水
準。
Q：預計澳門將來對葡語人才需求
越趨強烈，可以介紹一下北語的葡
語專業嗎？
A : 葡萄牙語專業用“1+1+1+1”
培養模式，首年於北語打基礎，第
二年到澳門理工學院繼續學習，第
三年赴葡萄牙的大學強化語言訓
練，第四年返回北語完成畢業論
文。不同的教育場所和教學模式，
對學生吸收理論知識和豐富實踐技
能都有很大幫助。
Q：對澳門學生有何特殊優惠政
策？
A：所有招收內地本科生的專業都
向澳門學生開放，每年招收澳門保
送生的名額為十名。原則上每個專
業只收一名澳門學生，但會視乎學
生能力和教學容納程度，力求滿足
澳門學生的第一志願。

wwwnew.blc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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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範大學
Q：本刊記者
A：華東師範大學招生辦公室科員
吳佐晨

內地高等院校情況及報考簡介

Q：大學的特色何在？與其他師範
學校相比，有何優勢？

Q：可否推薦一些學科給澳門同
學？

A：位 於上 海 的 該 校 的 前 身大 夏 大
學、光華大學、聖 約翰大學均在“上
海灘”大名鼎鼎，有口皆碑。一九五
一年成立華東師範大學，將包括浙
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
等部分學系併入，成為涵蓋社會、
自然、管理科學的研究型綜合性大
學。其中，師範教育是最大優勢，
學校為國家教育部直屬的六所師範
大學之一，加上地處大中華地區教
育理念的前沿地上海，培養教師的
環境更理想、理念更先進。

A：瞭解到澳門對教師的需求甚
殷，同學可按照個人興趣，選擇中
文、數學、歷史、地理等科目，再
修讀教育學、教育心理學等幾門教
育相關的課程，學成歸澳後可投身
教師行業。

Q：學校處於國際大都會的地緣特
色，是否造就更多國際交流的機
會？
A：對，學校與紐約大學、東京大
學、巴黎高師等一百五十多間高
校、科研機構簽訂合作協議，學生
有很大的機會到海外交流，且暑期
或平時的課程均可實現學分互認。
最近，學校和紐約大學首創中美合
作大學——上海紐約大學，可見的
未來將有更多學術交流機會和實現
教學資源分享。校園內時常可見不
少國外客座教授及留學生的蹤影，
創造英語學習和交流的天然契機。

Q：上海的高校有“吃在同濟、玩
在復旦、住在交大、愛在華師大”
的說法，意在道出流淌於師大校園
的“麗娃河”之美，確實如此嗎？
A：學校的中山北路校區有“花園
學校”的美譽，除了麗娃河享有盛
譽，行政辦公樓則是典型的紅牆式
俄羅斯建築，美得讓人難以抗拒。
此外，新生將入住設施新穎的閔行
新校區，以專業為原則分配四人間
宿舍，配獨立衛生間、冷氣、熱
水，條件不俗。

南京大學  
Q：本刊記者
A：南京大學學生工作部處副處長
姜輝

A：最新排名綜合實力位列世界第
168位、亞洲第35位、中國第5
位。細至各學科的表現，化學、物
理學、材料科學、地球科學、工程
學、環境與生態學、臨床醫學、藥
理學與毒理學、生物與生物化學、
動植物學、數學、社會科學等12
個學科進入世界ESI排名前1%。根
據全國2009至2011年的學科評
估，物理學、天文學和地質學全
國第一，外語、化學、大氣科學、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位居第二，社
會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列全國第
三。86個本科專業中，三分之二的
專業排行全國前五。
Q：南京大學的基礎學科綜合實力很
強，但根據過往經驗，基礎學科並非
大部分澳門同學的“心頭好”，您有
何建議？

Q：學校為澳門學生設立甚麼優惠
措施和關顧政策？
A：對待澳門學生的政策很寬鬆，
不僅尊重學生興趣按其第一志願錄
取，課程中有關軍事、政治的科目
澳生可自由選擇，各院系設“導師
導學制”說明有需要的澳生學習。
澳生亦有獲得學校所有類別獎學金
的資格，並可爭取國家單獨設置的
港澳台生獎學金。
Q：南京是中國“三大火爐”之
一，學校是否配備相關的生活設
施？
A：圖書館、課室以及學生居住的
四人間宿舍等均裝有冷氣。事實
上，南京的經濟發展水平甚高，南
京大學的硬件設施較好，家長、學
生無須擔心。

A：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現在的熱
門專業不等於將來也是炙手可熱，
更重要的是未必適合自己。澳門邁
向國際性的目標明確，年輕人須放
飛視野，站在中國最好的大學的肩
膀上放眼世界，南京大學每年三千
多名本科畢業生中，繼續研究深造
者達五成，當中更有三分一被世界
名校錄取，走向出國留學路。

www.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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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創校112年的南京大學歷史悠
久，至今在哪些学科繼續擁有優
勢、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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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南開大學有怎樣的治學特色？
A：南開校訓為“允工允能，日新
月異”，即目標為培養工能兼備、
創新型的人才，與澳門的自由、開
放，鼓勵全面發展的人才目標一
致。學校多年不擴招，每屆本科
生不超過三千二百人，堅持“小而
精”的辦學理念，求精求強、注重
特色。

如城市管理專業與英國格拉斯哥大
學開展“3+1”的聯合培養專案
（該大學城市學全英排名第五），
學制四年，其中第一、二、四學年
在南開學習，第三年赴英。條件是
雅思成績不低於6.5分，故此入學
後學生的英語課將採取針對雅思考
試的小班教學，即使不選擇留學英
國，也為其英語打下良好基礎。

Q: 四川大學有何特色科目？
A：首先不得不說今天四川大學組
成，由原華西醫科大學、原成都科
技大學，以及原四川大學三校合
併。其中，華西醫科大學的口腔學
名聲遠播，名列全國之首，醫學門
類在全國排名約第六；川大以文科
見長，文學、新聞學歷史悠久，曾
誕生郭沫若等校友，而三校合併更
將成都科技大學的理科特色吸納其
中。

Q：大學的生活環境如何？
Q：南開的傳統優勢學科有哪些？

南開大學
Q：本刊記者
A：南開大學教代會工會副主席、
博士生導師、付洪教授

A：學校獲一級國家重點學科共六
個，包括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
學、歷史學、數學、化學、光學工
程；環境科學、企業管理等二級國
家重點學科共九個。數學系在內地
大學首屈一指，經濟學也是傳統強
勢學科，有許多名國家部委和地方
政府的“智囊團”。

A：大學設收費較便宜的多人間、
公共洗手間的宿舍，澳門學生也可
選擇入住條件較好的學生公寓，八
至十二人共用一個套間，內設四或
六間寢室，每寢室住二人，套間內
有客廳、衛生間、洗臉間等。天津
距離國家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北
京很近，城際鐵路每十分鐘一班，
車程不過半小時，而生活成本則遠
較北京低。

Q：請為澳門學生推薦若干專業。

四川大學
Q：本刊記者
A：四川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項
目專員張春豔

Q：據悉近年南開推出不少新項目
培養優秀本科生，澳門學生可受惠
其中嗎？

Q：四川大學地處“天府之國”的
成都，川菜以辣聞名，澳門學生容
易適應飲食習慣嗎？
A：食堂提供各式餐飲，“有辣有
不辣”，任君選擇。舉個例子，全
校每年共招收一萬新生，川籍學生
僅二千，其他八千人均來自五湖四
海，都能在食堂中找到合適食物，
很快就會習慣。

Q：對於澳門學生是否有特殊優惠
政策？

A：新項目均歡迎優秀澳門學生，
如“百人計劃”，屬國家留學基金
委“優秀本科生國際交流專案”，
可公派一百名本科畢業生到世界知
名高校、著名專業修讀研究生，未
來成為南開的師資儲備。

A：澳門學生由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與學生所屬學院共同管理，雙方隨
時留意學生情況，並與學生緊密溝
通。學院派出年齡相若的輔導員與
學生交流，更多關注港澳台學生的
狀況。辦公室定期組織港澳台學生
進行兩日一夜的春秋游，遊覽成都
附近的秀麗景色，從而增加師生間
的認識瞭解。

www.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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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推薦臨床醫學院的五年制臨床
醫學專業，部分課程設有中英雙語
教學。此外，工商管理專業也設有
雙語班，優先取錄成績達標的港澳
學生。新聞學、漢語言文學、旅遊
管理、市場營銷等一直為港澳台學
生青睞。

港澳台學生入住境外學生宿舍，設
有雙人間，實行標準酒店式管理，
環境優良。港澳台學生可申請國家
提供的專項獎學金，覆蓋率高達三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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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中山大學的特色和優勢何在？
A：傳承“開放務實”的大學文
化，開放與改革並舉，學生可感受
自由、開放、包容的精神。
2001年，原中山大學與原中山醫
科大學合併後，大學42個學院、5
個直屬系覆蓋除軍事學的所有門
類。國家教育部學科評估中心早前
對卅三個學科進行評估，其中卅二
個進入內地高校的前十位，生態
學、工商管理名列全國第一。

中山大學
Q：本刊記者
A：中山大學招生辦公室副主任許粵

此外，文科中的漢語言文學、歷史
學、哲學，自然科學，管理學的行
政管理、工商管理，環境科學、地
理科學、資訊科技以及醫學等均具
備優勢。
Q: 可否向澳門學生推薦一些專業供
他們參考？
A：澳門學生向來情傾的醫學類專
業，有著堅持精品教育有良好的口
碑。早前留意到澳門社會預計未來
護理、酒店會展、資訊科技的人才
緊俏，中大在三方面具備優勢，走
過百年的護理學院師資力量雄厚；
酒店管理、會展管理發展成熟；擁
有資訊技術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
心、作為教育部示範單位的軟件學
院，引進世界上最先進電腦“天河
一號”的超級電腦學院，以及傳統
強勢的物理、數學一起，構建完整
的資訊學科培養體系。

Q：對澳門學生的特殊政策和優惠
措施？
A：考慮到文化背景的差異，豁免
港澳生選修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政治
課程，以及無須參加軍訓。部分港
澳生的數理基礎較弱，會專門組織
師生進行針對性的輔導。
Q：中大在廣州有東、南、北校
區，及珠海校區，新生將到哪裡上
學？
A：東校區（大學城）專業設置以
新辦的工科、傳播設計、管理學等
學科為主，北校區是醫科單位集聚
地，珠海校區屬海洋科學、國際商
學院、移動資訊工程、旅遊學院等
新興學科所在地，數、理、化、生
物等基礎學科落戶南校區。

內地普通高等學校
聯合招收澳門
保送生考試

內地高校

保送生考試每年約於10月開始接受
報名，12月或翌年1月進行考試，
招生的名額約為應屆高中畢業生總
人數的百分之二十（20%）。凡持
有效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及“港澳居
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成績全科合
格且為全級首百分之二十（20%）
或以上，操行良好，可經由學校推
薦報名。

研究生課程考試每年約於11月下
旬開始接受報名，翌年4月進行考
試。報考條件除了持有效的澳門居
民身份證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
行證”外，報考碩士學位課程者，
須具有與內地學士學位相當的學位
或同等學歷，年齡一般在40歲以
下；而報考博士學位課程者，須具
有與內地碩士學位相當的學位或同
等學歷，年齡一般在45歲以下，報
名時還需遞交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
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分
別填寫的機密推薦書。

2014年招收保送生的內地高校共
有42所，提供近500個保送生名
額，經過甄選後，最後共錄取了
306名應屆畢業生。

研究生課程考試

如報考 藝 術類 專 業，有 可能需 要 到
擬報考的院校報名（或函報）及參加
考試。有關報考資格及須遞交文件以
當年《招生簡章》及最新公佈為準。

考試一 般 分初試 和複試兩個階段，
初試均為筆試，於澳門舉行，每科考
試時間為3小時（個別科目如“建 築
設計”可多於3小時，不超過6小
時）。複試的地點、日期、內容及
方式由招生院校確定。錄取通知書
一般在6月下旬由錄取院校發函直
接通知考生。
2014年度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課
程考試（澳門區）共有299人報
名。考生較熱衷的院校，前五位
分別是國家行政學院、華南師範大
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及北京
體育大學；熱門的科系則為公共管
理、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圖書館
學、教育學、臨床醫學。

Q：澳門學生容易適應新的學習生
活嗎？
A：粵港澳同宗同源，飲食文化和
生活習慣相近。對於港澳學生而
言，廣東是距離最近的“兩文三
語”地域。值得一提的是，中大內
地學生的英文水平非常不錯，大部
分學科使用雙語教學，多數使用英
語教材，不少用英語授課。住宿方
面，港澳生與內地學生同居住於四
人間，設獨立衛生間，有網絡、熱
水供應。

www.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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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等院校情況及報考簡介

內地高等院校情況及報考簡介

2014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考試 (澳門區）
報名資格：
具有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相當於中
學六年級），並持有香港或澳門永
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以及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同
時所持證件必須在有效期限之內。
報名方式：
2014年聯合招生報名採用網上
預報名和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
方式。考生登錄聯招辦網站(網
址：http://www.ecogd.edu.cn）進
行預報名。預報名時，考生需按要
求輸入報考基本資訊（包括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報考地點、報考
科類、報考學校等）。預報名後，
考生需記住自己的密碼，並按規定
時間到有關報名地點辦理正式報名
確認手續。
考生在報名時需同時填報志願。聯
合招生錄取工作分第一批本科、第
二批本科、第一批預科和第二批預
科進行。
考生按錄取批次填報學校志願，
其中每個本科批次填報2所學校志
願，每個預科批次填報1所學校志
願，每所學校填報4個系科或專業
志願。報考內地聯合招生學校的考
生，亦可填報暨南大學和華僑大學
各系科或專業志願。
報名日期：
網上預報名–聯招辦網址
http://www.ecogd.edu.cn
日期：2014年3月1日至3月15日
正式確認報名日期：2014年3月
16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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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文件：
不受理郵寄報名及團體報名（本澳
中學集體報名除外）。
報名者應帶備下列文件到高教辦辦
理正式確認報名手續：
一、經考生簽署的預報名表（網上
填寫後自行列印）；
二、報名費澳門幣550元（費用一
經繳交，概不退還）；
三、港澳地區考生應帶同有效的居
民 身 份 證 及“港 澳 居民 來往內
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正本
及 影 印 本，台灣 地 區 考生 應 帶
同 有 效 的“台灣居民 來往 大 陸
通行證”正本及影印本（證件正
反面皆印於A4紙同一面），華僑
考 生 應 在 內 地 報名 點 報名，港
澳 地區報名點不受理華僑 考生
報考；
四、高中三（中六）畢業證明文件
正本及影印本（應屆高中三畢
業生應具備由校方簽發之在學
證明文件或教育暨青年局發出
的學生證正本及影印本）；

應使用考生的預報名號) 或2吋
x1.5吋正面半身免冠同一底片
的近照兩張，照片背面寫上考
生姓名及預報名號；
七、如由親友代辦，需遞交委託代
辦正式報名確認手續委託書及
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和影
印本（經本澳中學集體報名或
親臨報名者除外）。每名受託
人只能為一名考生代辦確認報
名手續。

科  目

9:00-11:30

中文

13:30-15:30

英語

9:00-11:00

數學

5月25日（星期日）

13:00-15:00

物理、歷史

16:00-18:00

化學、地理

答題方式：
2014年聯合招生考試實行電腦
網上輔助評卷，考生在考試時
必須按規定在專用的答題紙上
作答，各科的選擇題和非選擇
題都在答題紙各題目指定的區
域內作答。考生在考試時必須
嚴格按規定作答，在指定區域
外作答不會給予分數。

註：以上考試時間及科目以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最後公佈為準。

報名及查詢地點：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 大學生中心
地址：澳門荷蘭園大馬路68-B號華
昌大廈地下B座
電話： 83969345（陳先生）
83969390（鄺先生）
傳真：28701076
網址：http://www.gaes.gov.mo
澳門大專學生部落：studentblog.
gaes.gov.mo
電郵：info@gaes.gov.mo
電郵查詢時，請提供姓名及電話，
以便聯繫

五、高一、高二及高三各學年學業
成績表正本及影印本（應屆高
中三畢業生的高三學年只需提
交各學段成績表，並於入學報
到時補回該學年的成績表）；
六、親臨報名者即場拍照，委託
他人報名者，應提交不低於
168x240像素的jpg格式數碼
照片 (存於光碟內，檔案名稱

考試日期及地點：
2014年5月24日至25日
澳門培正中學
澳門高士德馬路7號

月

時  間

5月24日（星期六）

聯考報名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五
上午10時半至下午7時
星期六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 中午不休息）
星期日、一休息

三

日  期

2014年聯考(澳門區)考試日程
時間

登入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辦公室網頁
(http://www.ecogd.edu.cn) 進行網上預報名手續；

3月16至31日

親臨大學生中心辦理確認報名手續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10時半至下午7時（中午不休息）
星期六、日休息

可參與集體報名
(限本澳中學）
或委託親友代辦
報名手續

5月20至23日

親臨大學生中心領取2014年聯考（澳門區）准考證

可委託親友代領

5月24及25日

舉行2014年聯考（澳門區）

考場為培正中學

7至8月

六

期

第

備註

3月1至15日

6月

第

工作流程

六

期

登入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辦公室網頁
(http://www.ecogd.edu.cn）查詢成績及錄取情況
由高教辦統一發放錄取通知書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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