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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點滴
澳門大專學生座談暨研究生
獎學金頒獎儀式及迎春午宴
2014年1月24日
高教辦於1月24日假澳門旅遊塔會展
娛 樂中心 舉 行“澳門大專 學生 座 談
暨研究生獎學金頒獎儀式及迎春午
宴”，獲得社會文化司張裕司長應邀
出席，向學 生表 達 關 心 和 致 以 節日
問候，並聆聽學生的意見和建議。會
上，與會學生踴躍發言，分別就人才
培養、吸引人才回流、專業實習、專
業認證、學習交流、就業、個人發展
等提出多項意見和建議。
研究生資助發放技術委員會於同場
舉行2013/2014學年研究生獎學
金頒獎儀式，向獲得碩士獎學金、
碩博連讀的博士獎學金、博士獎學
金的學生頒發證書。張裕司長勉勵
獲獎學生繼續努力，追求更高層次
的知識殿堂，並強調政府未來會不

斷優化機制，創設條件，支持更多
居民接受高等教育，促進居民向上
流動。

地、香港、台灣、澳洲和本澳高校
的澳門學生會代表、澳門大專學生
部落會員，以及曾參與去年高教辦
外訪交流活動的學生等約170人。

出席是次活動的包括2013/2014
學年研究生獎學金獲獎者，來自內

“2013/2014 大專學生學習
用品津貼”接受登記
2014年1月28日至3月31日
為體現特區政府對大專學生的重視
和關心，支持大專學生購買書籍、
參考資料和學習用品，特區政府於
2013/2014學年繼續實施“大專
學生學習用品津貼”計劃。凡持有
澳門居民身份證，並在本澳或外地
修讀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學士學
位、高等專科學位、兩年或以上的
文憑或副學士課程的學生，均可由
本年1月28日至3月31日期間登入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網頁（www.
gaes.gov.mo）填寫有關表格及上載
在學證明文件進行登記。
為優化登記程序，去年曾作登記的學
生無需重複填寫部分個人資料，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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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需要修改的資料及 上載在學證明
文件。除可在網上登記外，符合發放
條件的學生亦可親臨或委託親友到
高教辦下設的大學生中心（荷蘭園大
馬路68-B號華昌大廈地下B座，即盧
廉若公園巴士站對面）、高教辦接待
處（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14A-640號
龍成大廈七樓），或民署中區市民服
務中心（三 盞 燈5及7號 三 盞 燈 綜合
大樓三樓）、民署離島市民服務中心
(氹仔黑橋街平民新村75K號)、政府
綜合服務大樓（黑沙環新街52號）索
取登記表及遞交文件。
此外，為盡量簡化有關手續，就讀
於本地高校的學生；在外地就讀並

三

月

領有本澳其他公共實體發放獎、
助、貸學金的學生；以及由本澳機
構協辦，外地高等教育機構獲特區
政府許可於澳門運作課程的學生，
均可豁免遞交在學證明文件。
有關津貼將於登記期結束後60天
內透過銀行轉賬的方式支付發放，
已作登記的學生可憑在網頁進行登
記時所取得的登入密碼，隨時查詢
登記結果和發放狀況。當津貼發放
後，高教辦會以電郵及短訊通知登
記人有關津貼的發放消息。詳情可
瀏覽高教辦網頁或致電語音熱線
28571111查詢。

向獲內地高校
錄取的保送學生派發錄取通知
2014年1月25日

李展潤局長
講解在澳門如何登記成為醫生
2014年2月11日

澳門高校籃球賽-2014
2014年2月至3月

2014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
澳門保送生的考試工作已結束，包括
北大、清華、復旦等四十二所內地高
校合共錄取了306名應屆畢業生。

為讓本澳大專學生了解在本澳成為
合資格之醫生的相關執業資格和要
求，高教辦於2月11日下午邀請衛
生局李展潤局長舉行講座，與學生
面對面交流，吸引到超過二百名分
別在內地、英國、澳洲及香港就讀
醫科的本澳學生及部份家長出席。
有關講座於衛生局行政大樓地下禮
堂舉行，李局長詳細講解了在澳成
為執業醫生的條件、申請手續以及
設立醫療診所的要求，亦分享了以
往職業生涯的甜酸苦辣，勉勵學生
要有奉獻精神、救死扶危。與會的
學生踴躍提問，反應熱烈。

為加強澳門高校學生對體育運動的
興趣，鍛鍊體格，增加各高校學生的
凝聚力，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團 結 高 校 學 生 及發 揮 團 隊合 作 精
神，高教辦 在2014年繼 續舉辦“澳
門高校籃球賽”。

高教辦在1月25日於下設的大學生中
心分批向獲錄取的保送生派發錄取
通 知，並 邀 請正在 有關院 校 或同一
地區升學的澳門學生向保送 身分享
當地學習及生活情況，加強保送生對
內地高校學習及生活情況的了解，建
立聯繫以利日後相助相扶。
獲錄取的同學應 於3月1日至15日完
成 網 上 預 報名 手 續，3月17日至31
日於 所屬中學（只 限 參加 集 體 報名
中學）或親臨大學生中心（地 址：荷
蘭園大馬路68-B號華昌大廈地下
B座。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
午10時半至下午7時；週六，上午
11時至下午6時，中午不休息；週
日休息）辦理確認報名手續，詳請
瀏覽高教辦網站 http://www.gaes.
gov.mo。

何時開始以
“A”
代表最好或一流 ?

A 是英語第一個字母，

因而常用來表示“第一”
的意思。但習慣以 A 代表
最好或一流，據說是源自17
世紀英國著名的勞埃德船級社
( 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 )，該社將凡屬最好的
船隻，都用“A1”在登記簿上作登記，
出口商只要看到評價是 A1的船，就可安

賽事設有金盃賽及銀碟賽，初賽首名
及次名進入金盃賽，未能進入金盃賽
之隊伍則進入銀碟賽。除此之外，高
教辦亦鼓勵各高等院校組織啦啦隊
伍，在賽事中為所屬院校的籃球隊伍
吶喊助威，提高隊員的競賽氣勢，加
強各院 校學生 之間的凝 聚 力。在 獎
項方面，除設冠軍、亞軍、季軍、殿軍
的獎項及得分王獎、三分神射手獎、
優秀運動員獎外，更增設籃板王獎。
今屆共收到7間高等院校報名（澳門
大學、澳門理 工學院、旅 遊學院、澳
門保 安 部隊高等 學 校、澳 門城 市大
學、聖若瑟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
參賽隊伍包括7隊男子隊和3隊女子
隊。有關賽程表 及 比賽 情 況可 於澳
門大專 學生部落查閱，網址ht t p : //
studentblog.gaes.gov.mo。

心把貨品交付託運。而已沉沒的船隻則登記
在一個黑色封皮的簿上。後來，人們便習慣把最
好的或一流水準的稱為“A”
，而把記載不祥消息
或不好事物的名單叫做“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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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活動率先睇
各地升學資訊及公開試講解會
2014年3月至5月

“撲滿人生”系列活動 2014
2014年6月至8月

2014葡語達人─里斯本夏令營
2014年7月至8月

為讓學生及家長了解各地的升學條
件、教育制度、學費、報名手續及
公開試資訊等資料。高教辦於本年
2月至5月期間繼續舉辦各地升學資
訊及公開試講解會。為方便預留座
席，請留意各場的截止報名日期，
提前到高等教育升學資訊網 http://
www.gaes.gov.mo/counseling/報名
登記。

高教辦在今年暑假期間將繼續舉
辦“撲滿人生”系列活動，藉著各
種不同類型的交流及國情研習活
動，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拓寬其
視野，並加強學生的語言能力及愛
國情懷，有關活動包括：

為提高澳門大專學生學習葡語的興
趣，鼓勵更多學生持續學習葡語，
從而為澳門特區培育更多中葡雙語
人才注入新動力，高教辦已連續兩
年舉辦“葡語達人－里斯本夏令
營” 活動。活動深受學生歡迎，報
名情況踴躍，而且成效良好，故本
年繼續舉辦有關活動。

Dean - 院長
大學裏各學院的院長，英文稱為“ dean”，這個字起源於拉丁文 decem，是「十」的
意思。古時羅馬軍中設有 decanus (十夫長 )，即十個士兵的領導者。中古時代教會
中也有de-canus (十個僧侶的領班 )。後來大學的學院也設有 decanus，為
學院的負責人，但decanus慢慢被誤拼成 dean，一直用到現在。現代大學各學院的

dean，已不單是十個人的領導者，而是可以領導成千上萬個師生。
•
•
•
•
•
•
•

澳門優秀高校學生歐盟交流訪問團
澳洲英語及領袖才能培訓之旅
從“回族”出發：文化體驗活動
探索祖國─哈爾濱：國情教育活動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澳門大專學生尋根之旅
擁“普”福建─語言文化課程

各項活動詳情稍後於澳門大專學生
部落公佈，預計於3月下旬至4月份
開始接受報名，請各位同學留意！

日期
3月22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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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5:00-16:30

主題

主講機構

內地

教育部

截止報名日期
第十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
2014年5月

3月20日

3月29日
（星期六）

15:00-16:30

西班牙

西班牙駐香港總領事館

3月27日

4月11日
（星期五）

17:30-19:00

多益考試TOEIC

澳門城市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4月9日

4月12日
（星期六）

15:00-16:30

澳洲

澳洲駐香港總領事館

4月9日

4月26日
（星期六）

15:00-16:30

英國

香港英國文化協會

4月23日

5月3日
（星期六）

15:00-16:30

法國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4月30日

為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寫作能力
及思考能力，推動校園閱讀風氣，
並加強院校間的學術交流。由高教
辦主辦，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承辦
的“第十屆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
比賽”已完成報名投稿工作，比賽
分評論類及詩歌類。賽果將於5月
下旬在澳門大專學生部落公佈，而
有關獲獎作品稍後亦將於高教雜誌
中輯錄，請密切留意。

除不具葡語基礎的學生可參加外，
本年首次開放給具有一定葡語基礎
的學生參加。前者名額40名，後者
名額16名。針對不具葡語基礎之
學生，分別於農曆新年、復活節及
6月期間在本澳舉行三次葡語基礎
培訓班，完成基礎培訓的學員將有
機會獲選於7月和8月分兩批前往
葡萄牙里斯本，參加為期一個月的
葡語夏令營。有關活動已於1月開
始接受報名，而參加6月基礎培訓
班的截止報名日期為4月30日，請
把握機會進行報名。活動詳情可於
澳門大專學生部落網頁瀏覽，網址
http://StudentBlog.gaes.gov.mo。

“你”想前途－2014 澳門大專學
生暑期實習計劃
2014年7月至8月
高教辦於2012年12月首次推出“你”
想前 途 實習計 劃，協 助 澳 門 大專 學
生了解 不同專 業 範疇的實際工作情
況，提供機會將所學與實際相結合，
學以致用，發揮所長，並累積社會經
驗，拓展人際網絡，為將來投身社會
作好準備，受到學生及企業的歡迎，
成效理想。故於2013年暑假及聖誕
假期期間再次推行有關計劃，開拓更
多實習範疇，逐步滿足學生的實習需
求。
參考了過往幾次參與學生的回饋意
見，高教辦在今年7至8月將再次推
出實習計劃，並將按企業提供實習
機會的情況盡量增加實習範疇，以
及嘗試尋求澳門以外地區的實習崗
位，為更多學生提供合適的實習機
會。有關活動將於4月開始接受報
名，詳情請瀏覽澳門大專學生部落
網頁。

世界上月台最多的火車站
你知道世界上月台（platforms）最多的火車站在那裡嗎? 答案是位於美國紐約市曼哈

5月17日
（星期六）

15:00-16:30

德國

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

5月14日

5月24日
（星期六）

Central Terminal)，這座車站始建於1871年，佔地
十九萬平方米(0.19平方公里)，是美國最繁忙、最著名的鐵路車站之一。車站內一共
有44個月台，67條軌道(tracks)，分佈於地下兩層，以月台數量計，是全世界月台最多

15:00-16:30

加拿大

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

5月21日

的火車站。

三

月

第

頓區的中央車站 (Grand

六

期

第

六

期

三

月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