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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簡介
澳門理工學院成立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是一所公立、多學科、應用

型的高等院校。學院以“普專兼擅，中西融通”為校訓，以“教學與科研並重”為

方針，以“小而美、小而精、出精品”為方向，以“紮根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爭創一流”為理念，以“教學標準國際化、科研工作規範化、校園設施電子化、

行政工作法治化”為治校標準。

在國家及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學院持續發揮學科優勢，提升教研水

平，積極推進澳門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設有藝術高等學校、應用科學高等學

校、管理科學高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健康科學及體育高等學校、

語言及翻譯高等學校，建立多元化的學科體系，開辦藝術文創、資訊科技、工

商管理、公共管理、社會服務、健康醫學、體育科學、語言翻譯等不同範疇的

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致力培育具全球視野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為促進國際合作及學術交流，學院與海內外知名大學及機構簽署合作協

議，在美國、英國、葡萄牙、澳大利亞、巴西，以及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等

多個國家及地區，開展交流研習與實習計劃，拓闊學生視野，提升競爭能力。

隨着辦學質量和學術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學院每年均吸引來自美洲、歐洲、亞

洲、非洲等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前來學習。學生組成的國際化、師資團隊的國際

化，以及學術交流的國際化，推動多元文化融合，構建國際化校園。

在中葡英翻譯、創新科技、博彩管理、藝術文創等重點領域上，學院加大

科研投入，並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葡萄

牙里斯本大學、科英布拉大學、北京語言大學、中山大學等聯繫緊密，組建研

究中心、實驗室、創新實踐基地，協力培養高素質的科研人才，舉辦學術活動，

開展深入研究，共建高層次的創新成果。至今，學院的研究成果已獲多項國家

發明專利，以及在澳門、中國內地，乃至葡萄牙、意大利、法國、泰國等公共

部門或高等院校中廣泛應用。

為達至追求卓越的目標，學院積極推展各項學術評鑑工作，優化教育素

質。在院校評鑑上，學院以“充滿信心”的評級，成為澳門首家通過英國高等教

育質量保證局評鑑的高等院校。在課程評鑑上，已先後在不同學術領域通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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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葡萄牙高等教育評估和認可局、英國高等教

育質量保證局、英國工程委員會、英國工程技術學會、新西蘭大學學術質量評

鑑局，以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等權威組織的課程評鑑及專業認證。同

時，學院也是澳門首家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全國唯一兩度獲得“亞太教

育質量獎”的高等院校，優秀的教育素質備受國際認可。

在從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之外，學院亦肩負培訓和回饋社會的任務，落

實“本土教育，服務澳門”的原則。持續教育中心、長者書院長期以來開設的系

列進修課程，以及理工－貝爾英語中心提供具國際認受性的英語水平測試等，

均體現學院積極推廣持續教育、服務澳門社會。此外，學院人員獲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委託，在多個諮詢委員會擔任主席、副主席或委員，以及進行各項調

查分析和政策研究，為澳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貢獻智慧。

立足新時代的新路向，澳門理工學院繼續秉持着“學生為本，質量立校”的

辦學理念，突出重點學科，全面協同發展，優化教育素質，加強科創建設，開

創未來發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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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生期望由理工學術人員及學生會共同擬定，代表理工與學生之間的

協議。

學生對理工的期望

•.提供以科研支撐的高素質教學；

•.尊重持不同觀點、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

•.提供多樣的學習機會，讓學生取得優質的學術體驗和個人發展機會；

•.提供合適的學習資源和設施，支持學生學習；

•.與學生組織保持開放且有效的溝通；

•.提供發展其他生活技能的機會；

•.支持和關懷學生，讓他們取得成功；

•.關注學生需要，維護一安全、相互關懷、所有人都能得到公平對待和應

有尊重的環境。

理工對學生的期望

•.以誠實、負責、合乎道德的態度學習；

•.積極參與學院所提供的各種學習機會；

•.就學校／課程相關事宜提供公平合理、具建設性的意見；

•.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培養寬容的胸懷；

•.力求達到美好的道德標準，擁護理工的核心價值和使命；

•.遵守理工的政策、程序和規章制度；

•.追尋自身學習經驗；

•.畢業後繼續自我提升。

學生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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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學科中表現出較強的學術能力；

•.能作出批判性思考，以及在團隊合作和領導事務上作出具建設性的貢獻；

•.能以言語和文字有效地與人溝通；

•.擁有國際視野，能從不同視角理解問題和爭議；

•.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善用所學知識、技能和專業能力，以服務本地及

國際社會；

•.對社會和環境抱有積極正面的態度，為構建一個公平友愛的社會作出貢

獻；

•.有志於並有能力進行終身學習；

•.恪守高尚的道德標準。

理工畢業生理想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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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可
理工致力於保證和提高教學質量，先後成功接受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

的院校評鑑，通過諸如英國工程技術學會、葡萄牙高等教育評估和認可局、新

西蘭大學學術質量評鑑局、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美國電子商務協會等多個國際學術評審／專業組織的課程評審，開創澳門

院校接受國際學術評審的先河。2015 年，理工更榮獲 APQN亞太地區教育質

量獎。理工的辦學水準和教學質量管理水平獲國際廣泛認可。

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的院校評鑑

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對理工進行全面評審，除了查看二百多份相關文

檔外，尚派出專家組到理工學院進行為期五天的評審，期間與學生、畢業生、

教師、行政人員及管理層直接對話。專家組包括來自世界級名校的領導人員。

院校評鑑的主要內容包括：學術水準、質量管理系統、課程設置、科研工作、

招生工作、教學支援工作、教學與研究資源及資訊系統等。英國高等教育質量

保證局專家組對理工的師資力量、教學計劃、社會服務、硬件環境和學生就業

及升學前景等各個方面給予充分肯定。

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對理工的學術水準、學生學習質量、教育資訊及

持續改善教學質量的總體評價，均充滿信心。此外，理工於以下各個方面的辦

學實踐，也獲得認同和讚譽：

•.對教學人員追求教學卓越的支援和獎勵，包括對教學人員進修、從事科.

. 研、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資助措施；

•.對新入職教學人員的支援（包括入職培訓）；

•.對學習資源的有效利用，特別是對維護師生間良好關係的重視，以支持.

. 學生學習；

•.回應學生訴求和意見的靈活性和熱誠；

•.對新生的有效迎新和培訓活動；

•.重視為學生帶來教育和專業發展效益的實習機會及其合適的安排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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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獲國際學術／專業機構認證的學位課程

學校 評審認證機構

電腦學學士學位課程
英國工程技術學會

英國工程委員會

公共行政學學士學位課程 ( 中文 ) 國家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

公共行政學學士學位課程 ( 葡文 ) 葡萄牙高等教育評估和認可局

社會工作學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電子商務學士學位課程 美國電子商務協會

會計學學士學位課程

澳洲註冊會計師公會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文學士學位課程（公共關係專業）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博彩與娛樂管理專業）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音樂學士學位課程 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視覺藝術學士學位課程 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中葡／葡中翻譯學士學位課程 葡萄牙高等教育評估和認可局

中英翻譯學士學位課程 新西蘭大學學術質量評鑑局

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 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

生物醫學技術理學士學位課程 ( 檢驗技術 ) 葡萄牙高等教育評估和認可局

生物醫學技術理學士學位課程 ( 藥劑技術 ) 葡萄牙高等教育評估和認可局

體育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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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手冊
學生手冊是理工為學生編寫的資訊性文本，載有各項規定、服務、設施設

備及溝通途徑等主要資料。每逢新學年開始派發給新生參閱，其他學生可在理

工網頁（www.ipm.edu.mo）瀏覽或下載最新版本的學生手冊。

課程手冊
課程手冊是理工為學生編寫的資訊性文本，載有校曆、學院簡介、學院標

誌、校訓、願景、組織架構及各學位課程的資料等。詳細內容可於理工網頁瀏

覽或下載（學生＞本科生＞課程手冊）。

學生專用網站
學生可透過理工的網頁獲得本學院的資料、設施及教務方面的最新信息。

所有全日制及兼讀制學生在入學註冊後，均獲分配個人專用電子郵件地

址。學生可透過電郵與教師及各行政學術單位溝通。學生應養成經常檢查及清

理電子郵箱的習慣，確保郵箱不會累積過量的電子郵件，以致重要資訊未能成

功傳遞至電子郵箱內。

信息發放
理工將重要資訊、活動信息及颱風停課消息等，透過理工網頁、網上學生

通告（學生＞本科生＞學生通告）、學生手機短訊、公告欄及學生電郵等，發

放予註冊學生。學生應經常查閱理工信息以獲得最新資訊。

理工校曆表、上課時間表、考試及補考時間表、取消及補課通知、書單及

訂書服務、學生校內培訓計劃、就業機會、學生通告、學生常用下載表格及學

生活動等資料均通過理工網頁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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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ID = 學生證號 (p0123456)
Password = 身份證號 ( 首次預設 )

更新個人資料
學生可在理工網頁更新聯繫資料（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服務＞學生資

訊網上服務.--.SIWeb）。如學生須要更新個人身份資料，需向招生註冊處遞

交填妥之“更改資料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副本，並出示正本以供核對。“更改資料

表”可於理工網頁下載（學生＞本科生＞學生資訊＞下載表格＞更改資料），或

前往招生註冊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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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學位課程教務規章
《學士學位課程教務規章》是重要的學業規則，内容包括學籍及入學登記、

校曆、課程結構、修讀期及時效制度、計入學分、學科單元註冊、考評、考勤、

補回考試與補考、轉修課程（適用於日夜班轉讀）、暫停或終止學業、覆核申

請等方面的規定。（詳情可瀏覽理工網頁 ipm.mo/bachelorreg）。

第一條.

( 適用範圍 ).

本規章適用於澳門理工學院（下稱“本院”）的學士學位課程及其學生。

第二條.

( 規章制度 ).

學生須恪守本院制訂之所有規章制度。

第三條.

( 入學 )

1.. 入讀本院學士學位課程者須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 a)..完成三年制高中教育且成績及格或具同等學歷；及.

. b)..達到本院就其報讀課程所訂定的其他入學條件。

2.. 不符合上款a)項所指的入學條件且年滿二十三歲者，經證實具有相關能力，

尤其是在本院入學考試中成績及格，可入讀本院學士學位課程。

3.. 資優學生如由所就讀的中學推薦、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並獲技術暨學術委員

會批准，即使未完成中學教育，亦可入讀本院學士學位課程。

4.. 下列人士，經本院相關學術單位審批，可以豁免入學考試方式轉至本院修

讀同一專業或學術領域的學士學位課程：.

. a)..現正於其他高等院校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

. b)..已獲副學士文憑的人士。

5.. 上款所述之人士須於每學年開課日起計兩個月前以書面方式提出轉校申請，

並附同有關院校及課程的資料、畢業證書（如有）、已完成學科單元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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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單，以及其他有助於入學審議的正式文件。

6.. 以轉校方式入讀本院的學生須按照第九條規定於指定期間辦理學分計入申

請，以明確於本院應修之學科單元及學分數量。

7.. 報考本院的人士須遵循本院訂定、適用於招生入學範疇的所有規則。

第四條.

( 學籍及入學登記 )

1.. 本院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均屬全日制課程學生。

2.. 獲本院錄取的學生須於指定期間內繳交費用及辦理入學登記，以取得本院

學籍，確定本院學生身份。

3.. 學生須以其身份證明文件顯示之姓名辦理入學登記。

4.. 獲錄取的學生須合格完成指定的體格檢查，方能辦理入學登記。

5.. 循上條第 4款 a) 項所述方式轉至本院的學生，須具有由原屬院校發出之退

學或同意轉學證明，方能辦理入學登記。

6.. 如需延期辦理入學登記，學生須於指定期間內以書面方式提出入學登記延

期申請。獲准者須於指定期間辦理入學登記，逾期者將視作放棄入學論。

7.. 基於疾病或健康原因之入學登記延期申請須附同由衛生領域的主管部門或

註冊醫院發出之醫生證明。

第五條.

( 學費及其他費用 )

1.. 學生須按照本院訂定之學費及其他費用標準及繳費規則繳交費用。

2.. 學生如具全部或部分欠款超過三週，將視作退學論。

第六條.

( 校曆 ).

每學年包括兩個學期，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公佈下一學年的校曆，明確規定

該學年的上課時間、考試日期及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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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 課程結構 )

1.. 學士學位課程由學科單元組成，並以學分反映學生為修讀每一學科單元須

完成的學習量。

2.. 學習量按學生的預計學習時數計算，當中包括規定的任何學習形式，尤其

是上課時間或面授教學、集體授課、導師個人指導、實習、項目、實地工

作或實踐性質的工作、實驗室工作或試驗工作、參加研討會或會議、研究

或評核所需的時間。

3.. 每課程一般最少含 120 學分，學習量不低於 5,400 學時，當中包括不低於

1,800 學時的面授教學。

4.. 每學分平均最少含 15 學時的面授教學。

5.. 學科單元可分以下兩類：.

. a)..必修，即學生按課程要求必須修讀並取得及格成績的學科單元；.

. b)..選修，即學生須在課程所提供之選項中選擇修讀及取得及格成績以.

. .....累積課程要求學分數量的學科單元。

6.. 為取得畢業及獲授予學位的資格，學生須按照課程的學習計劃，及格完成

指定的學科單元，取得訂定的學分數量。

第八條.

( 修讀期及時效制度 )

1.. 學士學位課程之修讀期以學期為單位計算，一般修讀期為八個學期（即四

個學年），最長修讀期為十四個學期（即七個學年）。

2.. 因休學或停學而暫停學業之期間均計入最長修讀期內。

3.. 因第十五條所述之休假而暫停學業之學生可享時效的特別制度，其修讀期

為休假期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與本條第 1款所規定的一般修讀期的總和，並

以小數湊至下一整數。

4.. 學年結束時，如證實學生無法在第 1款規定的最長修讀期或在時效的特別

制度下的修讀期內取得欠缺的學分數目，有關學生於所修讀課程之學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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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終止，並須辦理退學手續。

5.. 因上款所述原因退學的學生，在退學接續的一學年內不能辦理入學登記修

讀同一課程，該期屆滿後可循本院一般招生途徑重新報考。

6.. 上款所述學生辦理新的入學登記不導致其失去入學登記前取得的學分數目，

但因修改課程的學習計劃而改變學科單元的教學內容，導致無法根據第九

條規定計入學分的情況除外。

第九條.

( 計入學分 )

1.. 學分計入是指通過對學生過往取得的學習成果作出認可來替代其正修讀之

課程的學習計劃要求的部分學分的行為。

2.. 學生過往取得的學習成果如屬以下類別，可於指定期間以專用表格連同相

關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成績表、學習內容大綱、專業證照等）提出

學分計入申請，逾期或文件不齊之申請不予受理：.

. a)..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院校的高等課程進行培訓的學分；.

. b)..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校本部設在外地的高等院校進行的學術培訓和.

. .....學習期間；.

. c)..專業經驗及職業培訓。

3.. 學分計入須遵循以下原則：.

. a)..獲計入之學分總數不得超過入讀課程要求之畢業學分數量的三分之.

. .....一，並以小數湊至下一整數；.

. b)..憑上款 c) 項的學習成果而獲計入之學分數量不得超過入讀課程要求.

. .....之畢業學分數量的百分之二十；.

. c)..學分計入須考慮學分的程度及取得學分的學術領域；.

. d)..學分計入不適用於實習、畢業項目、畢業論文等體現學生綜合學術.

. .....素養的學科單元。

4.. 學生如已取得副學士文憑，並以之獲本院錄取入讀同一學術領域的學士學

位課程，其學分計入數量得超過上款 a) 項所述上限，最多為課程要求之畢

業學分數量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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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分計入申請，經聽取所屬學術單位之教學暨學術委員會的意見後，由本

院技術暨學術委員會審議，以決定申請者可獲免修的學科單元及相應可計

入課程畢業要求之學分數量。

6.. 獲准計入之學分僅適用於提出申請當下所作入學登記之課程的修讀期內，

不得延續或追溯。

7.. 因學分計入而獲免修之學科單元的成績於成績單上以“X”標示，且不計入累

積分數（GPA）當中。

8.. 學生於本院在讀期間參與本院與合作院校或機構組織之學習或交流項目後

的學分計入及成績採認不受上數款限制，並由所屬學術單位建議、技術暨

學術委員會審批訂定。

第十條.

( 學科單元註冊 )

1.. 註冊是指賦予具有效入學登記的學生修讀相關課程學習計劃所載學科單元

的資格的行為。

2.. 註冊屬強制性，學生須於指定期間內，按照本院訂定之註冊程序以及根據

就讀課程的學習計劃，選定擬修讀之學科單元，並完成相應之學科單元註

冊手續，方能進行修讀。

3.. 學生獲所屬學術單位批准後可旁聽其就讀課程的學習計劃以外的學科單元，

並可按個人意向申請參加旁聽的學科單元的考評項目，但該學科單元的學

分及成績不計入畢業要求的學分數量以及累積分數（GPA）當中。

4.. 學科單元註冊須遵循以下規則：.

. a)..須恪守學科單元的先修規則；.

. b)..每學期可註冊修讀當學期應修學科單元以外的兩門學科單元；.

. c)..不得同時註冊修讀考試時間重疊的學科單元；.

. d)..不得註冊重修成績及格或已獲免修之學科單元；.

. e)..倘擬重修之學科單元與其他學科單元出現上課時間重疊但考試時間.

. .....不重疊的情況，學生可按既定程序以豁免上課方式重修有關學科..

. .....單元，但其在前次修讀該單元之出席率須符合第十二條第 2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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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款的規定；.

. f)..就獲批准豁免上課的學科單元，學生須按單元要求提交作業及參與.

. ....所有考評項目，並自行向授課導師了解相關要求及安排。

5.. 關於學科單元註冊之未盡事宜，由所屬學術單位審議決定。

第十一條.

( 考評 ).

各學科單元的考評辦法及準則等依循本院訂定的《學生考評與評分準則》辦理，

並由各學術單位之教學暨學術委員會具體審議訂定後載於各學科單元大綱內。

第十二條.

( 考勤 )

1.. 學生須出席其註冊學科單元所規定的全部課堂。

2.. 學科單元出席率須達該學科單元總課時的百分之七十。

3.. 上款所述之出席率要求不適用於實習，實習出席率須達總實習時數的百分

之九十或所屬學術單位於有關學科單元大綱內訂定之要求。

4.. 未達上兩款訂定之出席率要求的學生，將喪失參加該學科單元期終評核的

資格；如不設期終評核，則喪失取得該學科單元成績及格的資格。

5.. 各學科單元的出席率以任教該單元的導師所登記的考勤紀錄為準。導師於

每次課堂開始時即可對學生的出勤情況進行登記。

6.. 因以下情況缺勤可被視為合理缺勤，有關之缺勤課時將計入出席率當中：.

. a)..代表澳門特區參加比賽 /出席活動 /執行公共職務；.

. b)..由澳門的體育總會安排參加比賽；.

. c)..代表澳門理工學院參加比賽 /出席活動；.

. d)..罹患引致不能上學的疾病；.

. e)..其他不可抗力的情況。

7.. 合理缺勤不得超出學科單元總課時的百分之二十，並須於復課後五個工作

天內以專用表格提交合理缺勤申請，逾期申請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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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理缺勤申請須提供充份的缺勤理由，並附同相關有效證明文件。就第 6

款 a) 至 c) 項的情況，有關證明須由負責安排有關學生參賽 /出席活動 /執

行公共職務的單位 /機構簽發；就第 6款 d) 項的情況，有關證明須由衛生

局轄下的衛生中心或澳門本地註冊醫院就因病缺勤而簽發。

9.. 學生如對考勤紀錄有異議，須連同有效證明文件在本院期終評核期前最少

十個工作天內以專用表格提出覆核考勤紀錄申請。覆核結果由授課導師就

學生提供的證明文件分析後作出，並以之更新考勤紀錄。

第十三條 
( 補回考試與補考 )

1.. 因合理缺勤而缺席期終評核的學生，在符合第十二條第 6至第 9款規定的

前題下，可於指定期間以專用表格向所屬學術單位提出補回考試申請。

2.. 獲准參加補回考試的學生，其期終評核成績以在補回考試所得的實際成績

計算。

3.. 倘學科單元設有補考，學生在符合第十二條規定的前題下，可於指定期間

以專用表格就其總成績不及格但達三十五分的學科單元提出補考申請。

4.. 學生每學期最多可申請補考之學科單元數目上限如下：.

. a)..時長一學年的學科單元一個；或.

. b)..時長一學期的學科單元兩個。

5.. 補考成績最高為五十分，低於五十分者須重修有關學科單元。

6.. 獲准補回考試或補考之學生須支付有關考試行政費用，並按照本院規定的

時間參與考試。

7.. 在特殊情況下，所屬學術單位主管，經聽取教學暨學術委員會之意見後，

可批准學生參加補回考試或補考。

第十四條 
( 轉修課程 )

1.. 學生於入學登記後首學年不得轉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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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意轉修課程的學生須於每學年開課日起計兩個月前提出書面申請，並由

擬轉入課程所屬學術單位審批。

3.. 獲准轉修課程的學生須按照第九條規定辦理學分計入事宜，以確定於轉入

之課程應修的學科單元及學分數量。

第十五條.

( 暫停或終止學業 )

1.. 學生可因以下情況暫停學業：.

. a)..休學：因個人原因而暫停學業；.

. b)..停學：根據紀律程序之結果而暫停學業；.

. c)..休假：因下款所述之特殊健康狀況而暫停學業。

2.. 處於以下情況的學生可申請休假：.

. a)..肢體上或感官上暫時或長期無能力的情況；或.

. b)..經衛生領域的主管部門或註冊醫院證實，因成為母親、嚴重疾病、.

. .....需長時間康復的疾病、傳染病或感染病而妨礙學習的情況。

3.. 需申請休學或休假的學生須以專用表格向所屬學術單位提出申請，並須提

交由衛生領域的主管部門或註冊醫院發出的醫生證明。

4.. 上款所述之證明須註明申請者因處於第 2款所列情況而妨礙學習的期間，

並以之視為休假期。

5.. 當暫停學業之期間結束，學生須按既定的復學程序復學。有關學生如在應

復學之學期開課後三週內仍沒有辦理學科單元註冊或繼續暫停學業手續，

將作退學論。

6.. 學生暫停學業期間如課程的學習計劃已有所修訂，復學時學生須按照新的

學習計劃進行修讀。

7.. 因個人原因欲終止學業的學生，須按既定程序辦理退學手續。於當學期期

終評核前退學之學生，其正修讀但尚未完成之學科單元的成績將以“W”（退

學）記錄於其學業成績表上；於期終評核後退學之學生，其已修學科單元

的成績將如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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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如因第五條第 2款及本條第 5款所述之原因退學，在非常特殊的情況

下，可以書面方式向院長提出復學申請。在獲得所屬學術單位同意、院長

特准，並繳納所有欠款及本院規定之行政費用的情況下，有關學生得復學。

9.. 除上款所述之情況外，所有已退學之學生如有意重新入學，須按本院訂定

的一般招生規則重新報考。

第十六條 
( 覆核申請 )

1.. 學生如對以下結果存有異議，可於結果公佈後三個工作天內以專用表格提

出申請，覆核有關評審過程是否存在程序或技術問題。.

. a)..學分計入申請結果；.

. b)..學科單元考評結果。

2.. 逾期或就學術決定之申請將不予受理。

3.. 覆核申請將由所屬學術單位審議，並於收到申請後三週內於學生資訊系統

內公佈經覆核之結果。

4.. 經覆核之結果將為最終結果，不設上訴。

第十七條.

( 證書及證明 )

1.. 按課程的學習計劃及格完成要求之學科單元並取得要求之學分數量的學生，

經所屬學術單位之教學暨學術委員會確認其畢業資格後，將在畢業典禮後

獲簽發畢業證書。

2.. 畢業證書僅簽發一次，不設重發。

3.. 已按第 1 款所述規定獲確認畢業資格的學生，在取得畢業證書前，可按既

定程序申請簽發畢業證明書，以作繼續升學或求職用途。

4.. 學生可按既定程序申請簽發以下證明文件：.

. a)..成績表：載有申請人於指定課程截至文件簽發當天已註冊之全部學.

. .....科單元、相應之考評結果及累計分數（GPA），以及取得之學分數.

. .....量的完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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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學籍狀態證明書：顯示申請人於文件簽發日在本院指定課程之學籍.

. .....狀態的證明文件。

5.. 存有全部或部分欠款或未有按本院規定履行其義務的學生將不獲簽發畢業

證書及任何證明文件。

第十八條.

( 年級制度 ).

學生完成課程的學習計劃每一學年全部學科單元，或完成學科單元的學分達該

學年學習計劃學分的百分之八十，其年級視為升級。此規定只適用於本院發出

之就讀證明或資料統計。

第十九條.

( 學術誠信 )

1.. 學生須維護學術誠信，自覺避免任何違反學術誠信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剽竊及作弊。

2.. 剽竊是嚴重的學術違紀行為。本院根據《剽竊預防指引》及其他適用規定

對被證明已將其他人的作品納入其作業的學生作出處分。

3.. 關於違反考試誠信及紀律的處理，學生可查閱《學生違反考試紀律及考試

作弊的處理條例》及其他有關學生紀律的規定。

第二十條.

( 更新個人資料 )

1.. 學生須確保其提供予本院的個人和聯繫資料真實無誤，並須適時更新。

2.. 學生可使用專用表格向本院申請更改個人資料，及於學生資訊系統內自行

更新聯繫資料。

3.. 畢業生只可更新其聯繫資料。

第二十一條.

( 疑問及缺項 ).

實施本規章所產生的疑問及缺項，經聽取本院技術暨學術委員會意見後，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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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議決解決。

第二十二條.

( 生效 )

1..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議決通過本規章並自翌日起生

效，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獲理事會批准及生效的第01R/CG/2014 號《澳

門理工學院教務規章》、及第 03OS/CG/2002 號工作指引於上述生效日

被廢止。

2.. 就本規章第八條之規定，2018/2019 學年或以前入學之學生，自二零一八

年八月八日起計五年內，有關學生之修讀期及時效視情況適用對其較有利

之原規定或本規章作計算。

3.. 本規章第九條第 7款之規定僅適用於 2019/2020 學年或以後入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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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檔案記錄及查閱辦法

校曆表

上課時間表

學生檔案主要記載學生入學時的註冊資料，包括註冊表、個人身份資料及

學歷等。註冊學生的檔案資料將作永久保存。學生檔案記錄可供學生本人、理

工獲授權人員（例如校長、課程主任、相關教職人員等）查閱或複印。如欲查

閱檔案記錄時，可向招生註冊處提出申請，申請時須註明目的及用途。學生所

提供的資料將用作處理入學相關的事項、作為學生檔案及註冊後把學生資料送

交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作建立大學生資料庫用途。

學生可透過理工網頁查閱校曆表。每一學年包括兩個學期，於每年五月

三十一日前公佈下一學年的校曆表，明確規定該學年的上課時間、考試日期及

假期。（詳情可瀏覽理工網頁 ipm.mo/calendar）

學位課程上課時間表於每學期選科前在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網

上服務＞學生上課時間表查詢）或學生資訊網上服務（SIWEB）公佈，學生須

根據上課時間表按時上課。

由於課程的教學安排可能有變，故部分科目的上課安排資料會於公佈後更

改，建議學生於開學前再次查閱上課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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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試∕補考

書單

理工每學期均就該學期開設的科目舉行一次期末考試及補考，期末考試週

及補考週根據該學年的校曆表訂定。期末考試及補考一般分早、午及晚三個時

段。

期末考試及補考時間表

期末考試時間表約於期末考試週首天的一個月前在理工網頁（學生＞本科

生＞學生網上服務 >學生考試時間表查詢）或學生資訊網上服務（SIWEB）公

佈。補考時間表一般在期末成績公佈日在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

服務 >學生補考時間表查詢）或學生資訊網上服務（SIWEB）公佈。

考試時間衝突

除各科目的考試日期、時間及考場安排外，學生亦須留意考試時間表上的

註釋。如發現問題或考試時間重疊，學生須立即與招生註冊處聯繫。

書單約於每學期開學前一個月在理工網頁公佈（學生＞本科生＞學生資訊

＞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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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守則
為使期末考試及補考能順暢及有秩序地進行，理工制定了《考試守則》供

考生遵守，考生應於考試前細心閱讀《考試守則》。

進入考場

•. 進入考場前，考生應於考場外查閱座位安排。

•. 進入考場時，考生須向工作人員出示理工學生證。

•. 進入考場後，考生須保持安靜，對號入座。

•. 考生須將理工學生證或與註冊時所遞交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放置於考桌的

左上方供監考員檢查。

•. 若證件與考生身份不符，事件將交由學生事務處處理。

離開考場

•. 考生於開考後 45分鐘內及考試結束前 15 分鐘內不得離開考場，身體不適

或緊急情況除外。

•. 考生如欲提早離開考場，須先舉手向監考員示意，得到所屬學校監考員許可

後方可離開。

考試遲到

•. 若考生遲到不超過30分鐘，考生可參加考試，但不獲補回相應的考試時間。

•. 若考生遲到超過 30分鐘，考生不可進入考場參加考試。

考生姓名不在考試座位表上或被橫線刪去

若考生姓名沒有列在座位表上或姓名被橫線刪去，考生須填妥“暫准考試學

生聲明書”，並將該申請書交予監考員，待監考員作出考試安排。

《考試守則》全文可瀏覽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規章制度＞考試守則）。

違反考試紀律及考試作弊

如出現學生違反考試紀律及考試作弊行為，學院將按《學生違反考試紀律

及考試作弊的處理條例》處理，詳見本手冊「學生紀律」部份。學生應於考試

前細心閱讀該條例。
28



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手冊

學
業
規
則

惡劣天氣下之措施
理工在熱帶氣旋及惡劣天氣情況下所採取之措施：除已懸掛八號或以上颱

風信號按下述措施執行或理工發出特別通告外，所有課堂及考試將按原定安排

進行。

熱帶氣旋 

•. 當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時，所有課堂及考試安排如下：

信號生效時間 將被取消之課堂及考試

上午 7時或之後 上午至下午 2時

中午 12 時或之後 下午 2時至 6時

下午 4時或之後 下午 6時至晚上

•. 立即停止所有正在進行之課堂或考試。

•. 如相關考試被取消，理工將另行安排日期考試，並於改掛低於八號颱風信

號後的 5個工作天內透過理工網頁發佈特別通告。

•. 當改掛低於八號颱風信號時，恢復課堂及考試安排如下：

改掛低於八號颱風信號時間 將恢復課堂及考試

上午 7時之前 上午至下午 2時

中午 12 時之前 下午 2時至 6時

下午 4時或之前 下午 6時至晚上

惡劣天氣 ( 如暴雨等 ) 

一般情況下，當暴雨警報信號生效時：.

•. 所有考試如期進行，考生須按考試規則按時應考；

•. 所有課堂如期進行，對於遲到或缺席的學生，將視作合理缺勤。

•. 理工可因應特殊惡劣天氣的情況決定停課或取消考試，安排如下：.

•. 所有正在進行的課堂及考試將仍然繼續至原定結束時間為止；

•. 倘理工決定停課或取消考試，理工將透過理工網頁發佈特別通告；

•. 有關考試被取消後，理工將另行安排日期考試，並於恢復如常運作後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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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作天內透過理工網頁發佈相關的特別通告；

•. 有關課堂如被取消，各學術單位將根據上述的措施決定延期舉行或取消當

日的測驗、期中考試及其他課堂／課外活動等。

通報機制.

理工將透過以下其中一項途徑發佈最新消息：

•. 理工網頁；

•. 學生資訊網上服務。

特殊情況.

對於熱帶氣旋及惡劣天氣情況下的措施未有列明的事項，理工保留最終決

定權。

熱帶氣旋及惡劣天氣情況下的措施內容，請參閱理工網頁（學生 >風暴及

暴雨措施）。

取消課堂／補課
學生可經以下途徑查閱關於學位課程的補課及取消課堂之資料：

•. 電子郵件（學生的理工郵箱）

•. 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服務＞取消課堂及補課時間表查

詢）

•. 掃描 QR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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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8/2019 學年或以後入學的學生）

1..學士學位課程每學年全額學費標準如下：

學生來源 學費（澳門幣）

澳門特別行政區 $24,800

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27,300

其他 $35,200

2..學士學位課程之學科單元學費標準如下：

學生來源
學科單元（澳門幣 / 科）

學年制 學期制

澳門特別行政區 $4,960 $2,480

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5,460 $2,730

其他 $7,040 $3,520

3. 學士學位課程之學費繳付規則如下：

..3.1.學生按照所屬課程之學習計劃辦理學科單元註冊，並按照第 1項所列之學.

. 費標準按學期繳付學費。

..3.2.學生因個人意願而刪減科目或因學業成績而須延畢或未能修讀後續之學科.

. 單元，其當學期之學費將循以下規則計算：.

. 3.2.1. 修讀之學科單元不足四科者，其學費逐單元按照上述第 2項所列.

. . ... 之學費標準計算；.

. 3.2.2.. 修讀之學科單元達四科或以上者，其學費按照上述第 1項所列之.

. . . 學費標準按學期繳付學費。

4..根據澳門理工學院與校外高等教育機構簽訂的學生交流計劃（包括本科 /學.

....位後 /碩士學位課程），將按以往之建議書批示，一律豁免收取報名費用。

所有學生須在每一個學期開始前及指定期限內，繳付學費及其他費用，方

能完成入學登記手續。所有收費均以澳門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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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費用

服務 收費（澳門幣）

一、學位課程

（一）入學報名 $250.00

（二）特別復學（按每個非在學學期計） $2,500.00

（三）學科單元簡介（每學年，每份） $40.00

（四）證明書（每份） $50.00

（五）補回考試 /補考申請（每科） $150.00

（六）補發學生證 $50.00

（七）逾期繳交學費 $200.00

（八）成績表（每份） $50.00

（九）住宿地址聲明（每份） $20.00

（十）研究生延期畢業申請（每次） $5,000.00

（十一）研究生重修申請（每科） $5,000.00

二、宿舍

（一）學生宿費

　　　每十個月之宿費（九月份至六月份），不包括電費、　　　　　　
　　　水費及煤氣費

11,350.00

　　　七月份至八月份期間，每十五天之宿費，不包括電
　　　費、水費及煤氣費

500.00

（二）宿舍保證金 1,030.00

（三）洗衣費（每次） 5.00

（四）乾衣費（每次） 5.00

三、圖書館

（一）圖書館書籍或其他物品逾期歸還（每日） 3.00

（二）圖書館書籍、雜誌刊物或其他物品遺失或損毀
購入價格的一點二倍或

理工訂定的價值

（三）圖書館儲物櫃（每個，每次） 1.00

（四）保證金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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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收費（澳門幣）

四、出納

退票或重發支票 50.00

五、醫療保險

非本地學生門診及住院醫療保險
按保險公司訂定之價格
( 約 150 元至 350 元 )

繳費方式
網上付款

•. 理工網上信用咭或“銀聯在線支付”繳費服務：在學學生登入學生資訊網上服

務（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服務＞學生資訊網上服務.--.SIWeb），選擇

“ePayment”，便可於繳費期內以信用咭（Visa./.Master.Card）或“銀聯在

線支付”繳付學費；

•. 大西洋銀行或中國銀行網上銀行服務。

1.. 網上銀行服務之結算時間視乎該銀行之規定，故請避免於繳費截止日當天...晚上進行
網上繳費，若因銀行暫停“網上銀行服務”或已過結算時間而未能成功繳費者，則視為
逾期繳費。

2.. 銀聯卡有兩種類別：信用卡及借記卡。郵政儲金局接受由中國發出的銀聯信用卡或借
記卡，以及由澳門或香港發出的銀聯信用卡。可支持銀聯在線支付的銀行請參閱網址

http://static.95516.com/static/help/detail_36.html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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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財務處繳費

理工行政樓二樓財務處接受信用咭（Visa./.Master.Card）、銀聯咭、澳

門通 /澳門通手機版電子錢包、銀聯“閃付”、現金（只接受澳門幣）、支票或

本票繳付學費，支票或本票抬頭請寫“澳門理工學院”。

銀行繳費

繳費方式 中國銀行 (1) 大西洋銀行 (1) 華僑永亨銀行 (1)

櫃台

信用咭
（Visa./.Master.Card）

現金

支票 (3)

本票 (3)

轉帳

自動櫃員機 (2) - -

e 道自助終端機 - -

1.. 若在最後一天繳費，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華僑永亨銀行將不會接受他行支票及本票；
2.. 於櫃員機主畫面選擇【繳費】→【其他商戶】→.輸入商戶號碼“171”.→.輸入學費單編

號.→.輸入銀碼.→.畫面將顯示繳費資料供客戶確認.→.繳費完成後可列印收據；

3.. 支票或本票抬頭請寫“澳門理工學院”；

註：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四	 09：00	~	17：45（中午照常辦公）*

星期五	 	 09：00	~	17：30（中午照常辦公）*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午膳時間（13:00.~.14:30）照常辦公，但該時段只集中處理學生收費及領回退款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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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

學生可根據以下資料以匯款方式繳付費用，將費用全數滙入理工下列帳戶：

收款人 澳門理工學院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收款人地址 澳門高美士街  Rua de Luis Gonzaga Gomes,  Macau

收款銀行

( 選擇一 )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Bank of China, Macau 
Branch

( 選擇二 )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分行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Macau Branch

( 選擇三 )
澳門大西洋銀行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銀行地址

澳門蘇雅利博士大馬路
323 號中國銀行大廈
No. 323 Ave. Doutor Mário 
Soares, Bank of China 
Building, Macau

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393-437.號皇朝廣場地鋪
Alm. Dr. Carlos D' 
Assumpcao, No. 393-
437, Edf. Dynasty Plaza, 
Macau

澳門新馬路 22至 38 號
Av. Almeida Ribeiro, 
No. 22-38, Macau

電匯密碼 BKCHMOMX ICBKMOMX BNULMOMX

收款人帳號 1801-01-20-7882036 0108000100000017781 118805-111-5

附言 學號、學生姓名 ( 漢語拼音 )、繳費單編號等個人資料

匯款注意事項：

•. 學生須於繳費期內繳付學費，而辦理匯款需時，為避免未能於繳費期內繳付

學費，請盡早辦理有關匯款手續，確保款項及時匯至理工帳戶；

•. 中國內地部份地區的銀行要求學生在辦理匯款時攜帶繳費通知書及往來港澳

通行證、身份證等身份證明文件；

•. 匯款人須承擔國內、外銀行所有手續費，若因匯率浮動導致款項不足以繳交

費用時，學生須補回差額，而多繳的金額，理工一概不退還；

•. 若選擇於國內中國工商銀行滙款至中國工商銀行澳門分行的理工帳戶，學生

可將費用折算成港元匯出，匯率以 1.03（即MOP103=HK$10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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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學費及逾期未交學費規章

直接轉帳／匯款授權書

網上查詢及服務

關於退還學費及逾期未交學費的詳細規定，可參閱理工網頁（學生 >本科

生 >學費和其他費用 >退還學費及逾期未交學費規章）。

獲得理工獎學金及助學金的學生或退款申請者，可於理工網頁（學生＞本

科生＞學費和其他費用欄＞學生直接轉帳支付授權書）下載及填妥“直接轉帳／

匯款支付授權書”，授權理工將有關款項透過銀行轉帳或匯款發放，而學生須自

行負擔相關銀行手續費用。

學生資訊網

在學學生可登入學生資訊網上服務查詢繳費紀錄及享用相關網上服務（理

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服務＞學生資訊網上服務）。

付款狀況及收據

可查閱個人付款狀況及列印收據，上載時間為當天早上 7：00前的繳費資

郵遞 

可將劃線支票、本票或匯票寄往澳門郵箱 286 號，抬頭請寫“澳門理工學

院”。由於郵寄需時，為避免學生未能於繳費期內繳付學費，請盡早辦理有關手

續，郵寄時請連同繳費單寄出或於票據背面清楚寫明學生姓名、學號、繳費單

編號等資料。以匯票付款者須承擔國內、外銀行所有手續費，若因匯率浮動導

致款項不足以繳交費用時，學生須補回差額，而多繳的金額，理工一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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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前往澳門的銀行繳費或國內的銀行匯款者，由於整合銀行資料需時，個

別學生的最新繳費狀況，或需延遲約 2至 8個工作天不等，才會顯示個人付款

狀況。

繳費單

學生每學期須按理工通告自行下載繳費單。

網上付款

持信用咭（Visa ／ Master.Card）或銀聯咭可於網上繳交學位課程學費及

其他費用（住宿費或保證金等），無須任何手續費。

申請各類證明書

學生可登入理工網頁申請各類證明書（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服務＞學

生各種申請），持信用咭（Visa ／ Master.Card）或銀聯咭更可一併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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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紀律規章
為規範學生紀律，維持學院秩序及完善規章制度，學院通過製訂《澳門理

工學院學生紀律規章》，內容包括違紀處理單位及處理違紀行為的程序等。( 詳

情可瀏覽學院網頁：http://www.ipm.edu.mo/student_corner/zh/regulation_

disciplinary.php)

學生應仔細閱讀，尤其注意第二條《違紀行為》的例子。若有學生干犯任

何違紀行為，一經確定，將要承擔責任及面對該規章第九條所列的處分，嚴重

違規者將被開除學籍。

違反考試紀律及考試作弊的處理
理工根據《學生違反考試紀律及考試作弊的處理條例》處理學生於考試中

違反考試紀律或作弊行為。違反考試紀律及考試作弊的處分如下：

•. 書面申誡；

•. 相關科目總成績記以零分，並紀錄在學生個人紀錄內；

•. 在指定期限內，停止享有在學院的部分權益（包括學院所提供的津貼、

助學金／獎學金）；

•. 取消該年補考相關科目資格；

•. 初犯者停學一年，停學期間不計算在學習時效內及於有關個案發生後

的下一學期開始執行；

•. 情節嚴重（如有預謀、串通、有組織等情況）或重犯者，勒令停學，

為期不超過三年，停學期間不計算在學習時效內及於有關個案發生後

的下一學期開始執行。

上述條例詳細內容可參閲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規章制度＞學生違反

考試紀律及考試作弊的處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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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管理規章
設立《學生宿舍管理規章》的目的是為了給宿生提供良好的學習和住宿環

境，規範和優化宿舍管理。理工宿舍實行扣分制度，違紀宿生將被扣分及處罰，

相關罰則如下：

1.. 凡於學年終結前被扣滿十分者，下學年的宿舍申請將被列入候補名單，

且理工有權勒令該名宿生於指定期限內退宿；

2.. 凡於學年終結前被扣多於十分但少於二十分者，下學年的宿舍申請將

不獲考慮，且理工有權勒令該名宿生於指定期限內退宿；

3.. 凡於學年終結前被扣分滿二十分或以上者，在學期間的宿舍申請將不

獲考慮，且理工有權勒令該名宿生於指定期限內退宿。

上述規章詳細內容請參閱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設施／服務＞學

生宿舍＞宿舍管理規章）。

防止性騷擾政策及性騷擾投訴之
處理程序的工作指引

澳門理工學院致力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具包容文化的工作和學

習環境，絕不容忍院內存在以任何形式出現的性騷擾行為。性騷擾行為一旦於

澳門理工學院發生，任何於學院工作或學習的人士皆可向學院反映有關情況。

澳門理工學院訂立《防止性騷擾政策及性騷擾投訴之處理程序的工作指引》。

倘任何於學院工作或學習的人士感到遭受性騷擾，可透過填寫附於本工作指引

的《性騷擾投訴表格》將相關事件向學院反映。有關表格可於學術事務部索取

或從學院網站下載。詳細內容請瀏覽理工網頁 ( 學生＞本科生＞規章制度 >防

止性騷擾政策及性騷擾投訴之處理程序的工作指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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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剽竊指引＊

甚麽是剽竊？剽竊是指使用他人的想法／意念和文字而沒有明確標明其來

源的一種欺詐行為。避免剽竊的方法如下：

•. 使用他人的意念、意見、理論、事實、數據、圖表、繪圖或不屬常見

知識的任何資訊時，須對作者作出表揚；

•. 引用或改述他人實際所述或所寫；

•. 以引號標示所有直接截取自正文的內容，特別是在作筆記時；

•. 改述，但須確保不僅僅是重排或更換幾個詞語；

•. 檢查改述，確保沒有意外使用任何與原文相同的詞句，以及信息正確；

•. 標明所有已用文獻的出處。

理工是 Turnitin 線上反剽竊系統（www.turnitin.com/en_us/home）的訂

購單位，該系統的功能之一是檢查學生和導師／研究員的學術著作是否含有剽

竊成份。學生應對該系統有所認識，而導師也有可能要求學生的作業通過該系

統遞交。其他相關參考鏈接如下：

•. http://www.plagiarism.com/

•. http://www.web-miner.com/plagiarism

•. http://owl.english.purdue.edu/owl/resource/589/01/

如欲瞭解更多關於剽竊及其避免方法的詳情，請參閱www.plagiarism.org。

如涉嫌剽竊，導師將向有關學生瞭解情況，也有可能把有關情況報告校長，

以開展詳細調查。已確立之個案將上呈教學暨學術委員會審議，委員會將作進

一步調查，並就有關行為以及任何相關之懲處、按照情節之嚴重性和有關學生

之課程進度進行議決。一般而言，抄襲他人著作或讓人抄襲的作業，成績將以

零分計算。

*避免剽竊指引的內容翻譯自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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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指引＊

實習是體驗式學習的一種形式，也是學生教育的重要一環。學生的參與和

投入程度，直接關係到他們從中所得收獲的多寡。實習旨在讓學生置身於與所

學相關的工作環境中，進行觀察、實踐、服務和學習，從而取得各種各樣的學

習體驗。

實習目標是為學生提供與課程相關的體驗式學習機會，作為綜合教育的一

部分，並且也為了協助學生從事有意義的實踐活動，把所學應用於真實情景之

中。

學習成效包括在實際工作環境中，取得與課程相關的工作經驗；取得多元

的學習經驗；結合理論與實踐，認識到現有知識的局限；從事團隊工作，與來

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共同協作；拓寬社會和文化經驗，培養社會和文化價值觀；

為終身職業作準備。

學生的角色與責任：

•. 學生應依循實習機構的政策和程序，以及實習主管的指示。如有任何

與實習相關的困難或問題，學生應報告其實習機構主管及／或導師；

•. 守時是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的。如遇上不可避免的情況，應通知相關的

實習機構主管；

•. 在實習期間，應遵守相關實習機構的著裝指引；

•. 職業道德和行為原則是學生和導師在實習期間須重點關注的事宜，而

他們對隱私、保密和尊重有正確的理解也相當重要；

•. 學生須在指定日期前成功完成並提交所有考評項目。

實習機構主管的角色與責任：

•. 在課程相關領域內提供實習機會；

•. 挑選合適人選；

•. 與實習學生一同訂定實習目標與績效指標；

•. 提供工作監督及指導；

•. 監察和評價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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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導師保持聯繫。

導師的角色與責任：

•. 與實習機構主管保持聯繫；

•. 在實習期間到訪工作地點；

•. 就學生表現提供反饋；

•. 評價學生所提交之考評項目；

•. 監察和評價學生表現。

實習的考評方法依照課程訂定。建議學生在實習完結時向實習機構主管發

送感謝信函，感謝其支持與付出。理工為學生購買的“團體人身意外保險”已涵

蓋學生在實習期間的活動，詳情請參閱理工網頁（學生＞學生設施／服務＞學

生保險）。

*學生實習指引的內容翻譯自英文版本

禁煙規定
為維護清新健康的無煙校園環境，同時響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控煙政

策，除指定吸煙區外，校園範圍內一切設施，包括教室、洗手間、樓梯、餐廳、

圖書館、體育館、宿舍、室外露天空間如花圃、室外運動場等，一律禁止吸煙，

請學生自覺遵守。

肢體障礙學生的入學和在校制度
泛指肢體或身體存在缺陷的學生，應在入學前向招生註冊處報告有關情況，以

便理工在入學考試、上課學習及其他方面的支援作出妥善安排。特別類別學生

將同樣需要完成課程的各種學術要求才能獲取畢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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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澳門本地、中國內地及外地的優秀學生就讀理工學位課程，以及獎

勵在讀及畢業優秀學生，理工及院外機構共設立數十項的獎學金以減免學費及

現金獎勵的方式進行獎助。此外，理工設有無償的助學金計劃，用以資助家庭

經濟困難的本地學生就讀理工學位課程。

專項獎學金
專項獎學金包括有 António.Nascimento.Leitão 醫生獎學金（學業成績優

秀獎、專科護理學深造文憑課程學業成績優秀獎、臨床實習最佳獎、英語最佳

獎）、武術總會獎學金、“21 世紀杯”英語演講比賽獎學金及運動成績優異特別

獎學金。

內地學生獎學金
中國內地學生獎學金包括內地優秀新生特別獎學金（音樂、視覺藝術、設

計、電腦、中葡／葡中翻譯、中英翻譯及會計學課程優異新生）、澳門基金會

內地學士獎學金、宏志獎學金、湖北省獎學金、福建省廈門市中學推薦新生專

項獎學金、內地體育精英獎學金及內地體育精英交換生獎學金。

學位課程優秀新生獎學金
學位課程優秀新生獎學金專為學士學位課程的澳門本地新生而設，參照其

考取理工入學試的綜合成績而定（按各課程入學試不同要求，包括筆試、面試

或專設試分數）。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可獲豁免所報讀課程全年學費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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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優秀成績學生獎學金
學院優秀成績學生獎學金專為理工各高等學校學士學位課程第一年、第二

年、第三年優秀學生而設。每學年結束時，每課程取得最高累積分數或最高平

均分數並獲得所屬學校校長推薦的學生可獲得該獎學金。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可

獲豁免所報讀課程全年學費的 50%。

澳門中學校長推薦新生獎學金
澳門中學校長推薦新生獎學金.–菁英類別和優異類別專為澳門各中學的優

秀新生而設，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可按成績而獲豁免所報讀課程全年學費的 50%

至 100%。

優秀辯論／演講員獎學金
優秀辯論／演講員獎學金專為理工辯論和演講隊的優秀隊員而設。頒發對

象為在讀學位課程學生，每學年 50 個名額，每名獲獎學生可獲豁免學費澳門

幣 5,000 元。

其他獎學金
. 除以上各種獎學金外，理工也為澳門濠江中學、澳門葡文學校，以及北

京語言大學的葡語課程交流生提供獎學金。對於學生獲得一些國際性獎項或特

別殊榮，學院設有榮譽獎學金。而為吸引外地優秀學生入讀理工，特設鵬程獎

學金、亞洲四國學生獎學金、葡語國家學生專項獎學金及公共行政學（葡文班）

獎學金。另外，為表揚及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類型課外活動，投入社會公益服

務，在德、智、體、群、美及跨文化經驗六個範疇全面發展，學生每學年可申

請“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通才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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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
為資助家庭經濟困難的澳門本地學生就讀理工學位課程，理工設有助學金

供有需要的學生申請。申請條件為持有有效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的理工學生；家庭每月人均收入須在指定限額內（具體金額，於每學年助學金

申請通告中的.“重要事項”內公佈）；不具備與正在修讀課程相同或更高學位。

申請須於指定期限內向學生事務處遞交所需文件。

獎助學金的詳細內容請瀏覽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獎學金／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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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設施及服務
使用圖書館是學生教育的重要環節。學生須學習如何捜集所需資料及如何

有效善用資源。一旦掌握這些能力，學生進而能有系統的整理、分析、呈現與

利用資訊，以進行學術研究與終身學習之用。學生須努力掌握文獻目錄、書目

檢索、線上資源和其他工具的使用技巧，以便能更有系統地選取所需文獻。學

生使用圖書館須持有有效的學生證。

理工圖書館收藏書籍、期刊、指定教材、論文、視聽資料和參考書等。除

了紙本藏書外，學生可在家中或辦公室透過校外遠端連接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

圖書館提供數以百萬計的電子資源，包括全文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論

文、電子報章、電子書、參考資料和其他輔助讀物。

為增強學生在使用紙本館藏和電子資源的知識，圖書館備有關於使用服務

設施的指南。此外，圖書館亦舉辦導覽活動和工作坊，指導學生如何有效地使

用圖書館資源。

總館

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匯智樓二樓

電話：8599.6241/6708；傳真：2870.2076

電郵：library@ipm.edu.mo

網頁：http://library.ipm.edu.mo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09:00.-.22:00

. 星期六及日.12:00.-.20:00..公眾假期休息

. （期末考試及學校假期期間的開放時間將另行公佈在入口處及圖書館網頁）

懷遠樓林近藏書

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致遠樓二樓

電話：85996245..傳真：28702076

電郵：library@ipm.edu.mo

網頁：http://library.ipm.edu.mo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09:00.-.13:00，14:30.-.17:30

.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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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圖書館

地址：氹仔潮州街 48-52 號金利達花園地下

電話：8893.6175..傳真：28836216

電郵：library@gtrc.ipm.edu.mo

網頁：http://gtrc.ipm.edu.mo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09:00.–.21:00

.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學校假期期間的開放時間將另行公佈在入口處及圖書館網頁）

輔導服務
踏入大學之門，有些同學在生活適應、學業、人際交往、個人發展、

精神健康、異性相處等方面感到無所適從，甚至有壓力。理工特設有學生輔

導服務，輔導員會與學生個別面談，以協助學生處理各項問題。與輔導員面

談的內容及資料，在沒有涉及學生本人與他人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將獲保密

處理。輔導服務預約及查詢，請聯繫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員。地址：致遠樓

A119 室；電郵：priscillalai@ipm.edu.mo 或.thomasho@ipm.edu.mo；電話：.

8599.6139/6141。

肢體障礙學生支援
理工致力做好學習機會的質量管理工作，使肢體障礙學生的權利得到滿

足。

•. 理工所有員工皆有責任支援肢體障礙學生；

•. 制定肢體障礙學生政策以支援其學習機會；

•. 提供無障礙途徑以前往校園不同位置，安排位於地下的教室及便利的泊車

位。理工每年也為家庭經濟困難的肢體障礙學生提供助學金；

•. 學生事務處的輔導員為肢體障礙學生提供個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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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高肢體障礙學生的支援服務，並事先做好必要的特殊安排，理工申請

表格特設專欄給肢體障礙學生作出聲明；

•. 理工為申請入讀人士及在讀學生提供披露肢體障礙的選擇權，所披露的資料

將由專職顧問跟進以提供意見及支援；

•. 理工致力公平對待肢體障礙學生，學院會保障肢體障礙學生於理工就讀期間

在學習的各方面得到公平機會。

就業發展
理工每年舉辦“就業發展日”活動，邀請澳門各大企業及機構參與就業展覽

及提供職位空缺資訊，並邀請專業人士講解求職技巧及注意事項等。理工還不

定期籌辦就業活動，如模擬面試、企業管理人員培訓計劃講解等。

理工利用網上平台，為學生提供就業信息。最新就業信息請參閱理工網頁

（學生＞本科生＞學生資訊＞就業機會）。就業發展、職業規劃及就業諮詢請

與學生事務處聯繫（地址：致遠樓A119 室；電話：85996625／ 6463；電郵：

sao@ipm.edu.mo）。

學生校內培訓計劃
為讓學生於在學期間充份利用課餘時間累積工作經驗和相關專業技能，從

而豐富自己的履歷內容、建立正面的工作態度、加強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能力，

以及幫助學生盡早找到其職涯方向。學生事務處負責安排本院在學學生於學院

屬下不同單位進行培訓。

參與此計劃的學生必須年滿 18歲並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以及為全日制就讀

本院學位課程.( 休學、停學及畢業生均不符合資格 )。申請文件包括 :.直接轉帳

/匯款支付授權書 ( 可於學生事務處索取或於網頁下載 ) 及銀行存摺內頁戶主資

料部份副本一份。

參與培訓計劃的學生可收取培訓津貼，金額按不同性質由學院訂定。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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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結束後，每位參與計劃的學生將獲頒發培訓證書並自動存入學生的電子

履歷內。

各種證明的申請及領取
學生可登錄理工網頁申請各種證明（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服務＞學生

各種申請），包括：在學證明、在學證明（連上課時間表）、曾修讀證明、成績單、

補發學生證、考試聲明、休學聲明、退學聲明、學生出席率證明、課程計劃、

科目教學大綱、住址證明、行為紀律證明及奬學金證明等。

上述各種證明有既定的內容及格式，如學生需其他證明，須填寫各種申請

表，並草擬證明內容，經相關部門審批後方可簽發。各種證明不提供寄發服務，

學生須親臨招生註冊處或學生事務處領取證明，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如身份

證及學生證等）。

若因故未能親自領取，可委託他人領取。委託他人領取須提交書面委託書

／授權書（須注明委託人及被委託人身份資料，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聯繫

方式、領取文件類別及委託人簽名）、雙方身份證明文件（如學生證、身份證）

副本。

如在申請相關聲明書／證明書後一個學期內未有領取有關資料，理工將以

銷毀的方式處理。

團體意外保險
為保障理工學位課程及長者書院的學生於上課、入住宿舍及進行學校活動

期間或可能發生的意外事故，理工每學年均為學生購買“團體意外保險”。倘學

生不幸於上課、學校活動、住宿期間意外受傷，可於辦公時間（最遲於 15 天

內），連同受傷證明文件到學生事務處辦理申報“保險賠償”事宜。申請表可向

學生事務處索取或於理工網頁下載（學生＞本科生＞學生資訊＞下載表格＞學

生保險索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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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須遞交以下文件：

•. 保險申請表；

•. 身份證副本；

•. 學生證副本；

•. 醫生證明及醫療單正本（由醫院或診所發出）；

•. 上課、比賽或活動時間表；

•. 目睹意外的見證人聲明書正本；

•. 康復證明正本（由醫院或診所發出）。

保險範圍及規定：

•. 保障學生於上課及學校活動期間因意外引致的身體損傷；

•. 保障學生於往返學校的正常途中因意外引致的身體損傷。正常往返途

中是指於課堂前／後一小時內；

•. 保障學生於上下課及參加學校活動途中因駕駛私家車或電單車所引致

的意外；.

•. 保障學生於澳門境外進行學校組織的活動期間因意外引致的身體損傷

（如參加學習／比賽／進行交流／參觀活動等）；

•. 保障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學生及高等衛生學校學生參加比賽及實習期

間因意外引致的身體損傷，醫療賠償限額較其他學生為高；

•. 學生受傷時，到境外就醫的賠償（只限於境外受傷的緊急醫療適用）；

•. 保障包括高等專科學位／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及長者書院學生；

•. 高等專科學位／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年齡上限為 60歲；長者書院的學

生年齡上限為 86歲。.

學生宿舍宿生主要的保險範圍及規定：

•. 保障入住學生宿舍學生住宿及參與宿舍範圍內所舉辦活動期間因意外

引致的身體損傷；

•. 保障入住學生宿舍學生於往返宿舍的正常途中因意外引致的身體損傷。

本地學生門診及住院醫療保險（可自行選購）

為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障給予每一位學生，學院會在學年初邀請中標的保險

公司，在院內設立攤位讓有需要的本地學生進行投保。學生可根據自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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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投保與否。有關保障條款與非本地學生門診及住院醫療保險細則一致。

儲物櫃
使用對象及期間

理工學士學位課程在學學生可申請使用學生儲物櫃，使用期由學生成功登

記使用之日起，至所就讀課程結束。學生如在學期間因故終止學業，儲物櫃的

使用期亦隨即終止。

申請辦法

每學年開學期間理工將發出“申請使用學生儲物櫃”的通告，學生應按通告

要求申請登記使用儲物櫃。儲物櫃數量有限，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學生在學

期間只可申請使用一個儲物櫃。儲物櫃編號經電腦隨機抽出，不能更改，獲分

配的編號可於「學生資訊網上服務」網頁查閱。完成申請登記程序後即可自行

開啟使用所分配的儲物櫃。

使用須知

學生在申請借用儲物櫃前必須仔細閱讀《澳門理工學院學生儲物櫃使用條

例》（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設施／服務＞學生儲物櫃），使用時必

須遵守條例內第四部分的「使用須知」，包括自備掛鎖將櫃門鎖上、禁止擅自

佔用或轉借儲物櫃、禁止在儲物櫃內存放非法或危險物品、禁止在儲物櫃任何

地方張貼粘貼性物品或塗鴉、及禁止在儲物櫃頂部放置物品等。理工有權決定

儲物櫃的使用權。

失物認領
於校園內遺失物品，需要前往校園維護及發展處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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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機制
對話會

理工設有對話會制度，每學年理事會、各高等學校及行政後勤部門與學生

進行對話會，聽取學生對教學及行政管理的意見及建議，以達到持續改善的目

的。對話會會議記錄及跟進計劃請瀏覽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與學生對話

會）。

滿意度調查

理工每年均透過問卷方式收集學生及教職員的意見及建議，目的是評估教

學、行政服務、校園書店、餐廳的滿意度，以完善各方面的服務和管理。

處理學生投訴

招生註冊處歡迎學生以信函或電子郵件方式諮詢本院與學生事務相關的設

施、規定和服務，提供意見或建議。有關意見及建議將有助理工持續改善各項

與學生事務相關的設施、規定及服務。

來函請寄／送：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 A101 室招生註冊處

電子郵件地址：registry@ipm.edu.mo

學生可登入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建議及投訴）下載“建議／投訴表”。

服務承諾
各行政部門設有服務承諾，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理工各項服務承諾詳細

資料可參閱理工網頁（理工簡介＞服務承諾）。

課室及電腦室的使用
在課室／電腦室未有教學及其他活動預留使用的安排下，學生可分別到行

政樓地下保安處及電腦室保安處按先到先得及即時使用的方式登記使用教學設

施。主校部的各類型實驗室和特別功能室，以及院外校區的教學設施的開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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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及使用詳情以設施所屬學校／單位公佈的資料為準。

課室使用方面，學生可登入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網上服務＞場

地使用時間表）查詢課室的使用編排。課室只限用作教學、考試或考核、教學

輔導、複習、學術討論或工作會議用途。

主校部課室及電腦室的開放時間（以公佈的校曆表為準）：

（一）主校部課室：

期　間 日　期 時　間 適用課室

課堂、複習、補課
星期一至六 08:30.~.24:00 全部課室

星期日 08:30.~.24:00 除已預先編排的教學及
其他活動外，只開放
致遠樓 A座地面層課室學院假期 --- 08:30.~.24:00

考試期及
考試期前後各三天

暫停開放 已安排考試的課室

（二）主校部電腦室：

期　間 日　期 時　間 適用課室

課堂、複習、補課
星期一至日 全日 24小時

已作預先安排的電腦室考試期

學院假期 星期一至日 10:00.~.22:00

教學設施的管理及使用規定

理工課室及電腦室按照《澳門理工學院教學設施的管理及使用規定》進行

管理，有關規定可瀏覽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規章制度＞教學設施的管理

及使用規定）。如有任何疑問或需要協助，請聯絡校園維護及發展處人員.( 電

話：85996166 ／ 6223).或保安人員.( 電話：85996189)。

學生電單車停車場
位於主校部致遠樓 A座與駐澳部隊大樓相鄰地段的學生電單車停車場

（約 200 個車位）和明德樓停車場的電單車停車位（約 80個），每日 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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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0 按先到先得原則免費開放予在讀學生停泊電單車。

申請／登記手續

須持有有效學生證及填妥“使用學生電單車停車場登記表”，經校園維護及

發展處核實資料後方可使用電單車停車場。登記表可於理工網頁下載（學生＞

本科生＞學生資訊＞下載表格＞使用學生電單車停車場登記表）或於下列地點

索取及遞交：

•. 匯智樓地下保安室

•. 行政樓地下校園維護及發展處接待處

•. 體育館接待處

•. 明德樓地下保安室

已辦過登記手續正使用停車場的同學無需重新登記，但如所駕電單車資料

變更，則須按上述程序重新辦理登記手續。

學生電單車停車場管理及使用規則

《學生電單車停車場的管理及使用規則》可參閱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

＞規章制度＞學生電單車停車場管理及使用規則）。使用停車場時如遇緊急情

況，可致電校園維護及發展處熱線 85996189。

主校部租借場地
理工主校部的租借場地包括致遠樓禮堂、懷遠樓展覽廳、展覽廊、體育館、

匯智樓演講廳、室外運動場、生物力學實驗室等，場地使用上分為對外租借和

內部借用。理工學生會有權向校園維護及發展處租借上述場地。租借場地的資

料可瀏覽理工網頁（校園設施）。

食堂
理工設有明德食堂及匯智食堂為師生員工提供服務，餐飲選擇包括中式套

餐、粉、麵、粥、面包、蛋糕、奶茶、咖啡等。理工星光書店內也設有餅店，

提供便捷的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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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
理工星光書店為學生、教職員工及市民提供各類書籍、雜誌、文具、紀念

品等銷售服務。

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地下

電話：8599.3110；傳真：2870.6003

網頁：http://www.skbooks.com.mo/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09:00-21:00；

. 星期六及日.11:00-20:00；

. 強制性假期休息

影印服務
理工為方便學生影印，於以下地點提供自助影印服務：

圖書館
地址：澳門高美士街澳門理工學院匯智樓二樓

電話：8599.6241/6708；傳真：2870.2076

電郵：library@ipm.edu.mo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09:00.-.22:00

. 星期六及日.12:00.-.20:00

. 公眾假期休息

. （學校假期期間的開放時間將另行公佈在入口處及圖書館網頁）

學生宿舍
理工學生宿舍為非本地學生而設。由學生事務處及校園維護及發展處共同

負責宿舍有關事務；宿舍的日常管理服務由獲理工授權的管理公司負責，包括

舍監管理、清潔及／或保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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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樓宿舍

位於理工主校部明德樓 11 樓至 16 樓，兩人一房間。宿舍設有免費寬頻服

務、電子門禁、廣播、CCTV 保安系統及消防系統等。宿生憑智能學生證進出

宿舍，扣繳房間電費、自助洗衣乾衣費。宿舍每層均設有共享空間、公用茶水

間及洗衣乾衣房。

•.舍監室設在 11 樓 1101 室；

•.舍監熱線：85993700

南岸宿舍

位於澳門新口岸布魯塞爾街南岸花園二樓平台，設有男生區及女生區，兩

人一房間。宿舍設施設備與明德樓學生宿舍相若，並設有活動室、共用食堂、

洗衣乾衣房及室外羽毛球場等。

•.舍監熱線：28752602.

南方宿舍

位於澳門新口岸友誼大馬路南方大廈第三座，設有兩房、三房或四房一廳

單位，兩人一房間。宿舍提供傢俱、電視機、電話、免費寬頻服務、洗衣機、

熱水爐、空調、煮食爐具等設施設備。

•.舍監室設在 11 樓 R室；

•.舍監熱線：28705582.

利新宿舍

位於澳門高美士街利新大廈 4樓，設有三房一廳單位，兩人一房間。宿舍

提供傢俱、電視機、電話、免費寬頻服務、洗衣機、熱水爐、空調、煮食爐具

等設施設備。

•.舍監室設在 4樓 A室；

•.舍監熱線：28706202.

氹仔校區宿舍

設於理工的氹仔校區，宿舍設施設備與明德樓學生宿舍相若，兩人一房間。

宿舍每層均設有共享空間、公用茶水間、洗衣乾衣房等。

•.舍監室設在 9樓 910 室；

•.舍監熱線：2883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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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管理規章

設立《學生宿舍管理規章》的目的是為了給宿生提供良好的學習和住宿環

境，規範和優化宿舍管理。理工宿舍實行扣分制度，違紀宿生將被扣分及處罰，

相關罰則如下：

1.. 凡於學年終結前被扣滿十分者，下學年的宿舍申請將被列入候補名單，

且理工有權勒令該名宿生於指定期限內退宿；

2.. 凡於學年終結前被扣多於十分但少於二十分者，下學年的宿舍申請將

不獲考慮，且理工有權勒令該名宿生於指定期限內退宿；

3.. 凡於學年終結前被扣分滿二十分或以上者，在學期間的宿舍申請將不

獲考慮，且理工有權勒令該名宿生於指定期限內退宿。

上述規章詳細內容請參閱理工網頁（學生＞本科生＞學生設施／服務＞學

生宿舍＞宿舍管理規章）。

宿舍突發事件應變

理工設有突發事件應變機制，宿生如遇緊急事故應立即聯絡舍監或撥打

999 報警求助，校園維護及發展處及學生事務處將根據工作指引介入和處理。

另外，各宿舍內設有“逃生路線圖”，宿生應留意走火通道的位置，以便火警發

生時迅速逃離現場。

宿舍康樂活動

學生事務處及內地學生聯會均會為宿生舉辦不同類型的康樂或聯誼活動，

以促進宿舍的和諧氣氛和加強宿生之間的情誼。學生事務處於新學年初會與各

宿舍的新生進行聚談會，以了解並協助新生適應宿舍生活。查詢請聯繫學生事

務處 ( 電話：85996486；電郵：sao@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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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備／設施維修
如學生發現校園設備／設施損壞，可透過下列方式反映情況或提出維修申

請：

•. 學院內聯網：

. 登入 SRMS系統填寫設施之損壞情況：

. https://webapps.ipm.edu.mo/srms/eng/main.htm

•. 通知相關部門：

. 教學設備及校園設施：工程及採購處／校園維護及發展處／資訊科技.

. 部，或向校方教職員反映。

宿舍：通過舍監轉達。

•. 保安室 24小時支援熱線：8599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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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生會
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於 1993 年 8 月 5日成立，是一個代表全院學生的組

織，其下設有 15 個屬會。理工學生會旨在爭取及保障學生權益、謀求福利、團

結學生、培養會員的團體意識和責任感，同時還起到學生與院方、教育當局及

社會團體之間的橋樑作用。理工學生會每年舉辦大量文娛活動，極大地豐富了

學生的校園生活。

理工學生會的最新動態及活動資訊可瀏覽理工學生會網站或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aeipm)。

理工學生會辦公室：澳門理工學院明德樓2樓 202B室；電話：85993118；.

傳真：28515031；電郵：aeipm@ipm.edu.mo；網頁：http://aeipm.ipm.edu.mo；.

臉書專頁：www.facebook.com/aeipm。

理工校友會
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於 1999 年 4 月 28 日成立，屬非牟利組織。理工校

友會成員畢業於理工不同專業，在校期間成為志同道合的同學，大家互相勉勵，

共同渡過了難忘的校園生活。離開母校後，在忙於發展事業的同時，為維繫往

昔深厚的友誼，成立了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理工校友會宗旨：

•. 致力加強校友和母校之間的聯繫，共同協助推動母校的發展；弘揚愛

祖國、愛澳門、友愛互助之精神；

•. 聯繫校友，促進友誼；

•. 舉辦對會員有意義的學術、文康、交流活動並參與、服務社會。

歡迎各屆理工校友／應屆畢業生登記成為理工校友會的一份子。理工校友

會網頁（aaaipm.ipm.edu.mo）主要介紹校友會的最新活動消息、組織架構、

年度活動計劃等，並同時提供會員在線登記、在線活動報名等服務。此外，理

工校友會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aaaipm) 也提供理工校友會的最新動

向、活動、會員登記、會員卡優惠等資訊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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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學生須知
根據中國內地出入境部門及澳門出入境部門的規定，學生須持有效往來港

澳通行證及簽注（統稱為“逗留 D”）始能進入澳門。學生首次申領往來港澳通

行證，須在其戶籍所屬的省／市／自治區的出入境管理部門辦理。學生在首次

使用“逗留 D”簽注進入澳門時，澳門出入境管理部門將按簽注的有效期給予最

多 90日的逗留期（即學生可以在進入澳門後連續逗留 90天）。

招生註冊處將協助新生（第一年新生）辦理“逗留的特別許可”（通常可在

澳門連續逗留一年）。第二年及往後的學年，學生須自行辦理。學生憑《往來

港澳通行證》在“赴澳就讀簽注”有效期內可多次往返內地。

因《往來港澳通行證》損壞、遺失或“赴澳就讀簽注”到期，學生須在招生

註冊處申請在學證明，憑在學證明可在澳門中國旅行社、在廣東省公安廳珠海

出入境簽證辦事處、原居地／戶藉所在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門辦理換領新證或續

簽。每次換領《往來港澳通行證》或續簽後，須重新申請“逗留的特別許可”。

學生須繳付換領《往來港澳通行證》及續簽所涉的費用。

“特別的逗留許可”申請及相關規定，可瀏覽澳門治安警察局網頁（服務／

手續＞出入境＞外地學生之“逗留的特別許可”）。

醫療及保險
澳門較大型的醫院中，公立有仁伯爵綜合醫院，私營有鏡湖醫院及科大醫

院等，非本地人士就醫須繳付費用。理工為就讀的非本地學生統一代辦門診及

住院保險，學生須於每年開學前繳付年度保費。保險範圍只包括在澳門仁伯爵

綜合醫院、澳門鏡湖醫院或科大醫院的門診就診或住院就醫。

門診

•. 每年最多 15 次門診醫療；

•. 每次最高賠償澳門幣 250 元；

•. 診斷性 X光及化驗費每年最高賠償限額澳門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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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

•. 每症最高賠償 30天；

•. 每日醫生巡房費最高賠償澳門幣 100 元 ( 限最高賠償 30天 )；

•. 每日房租膳食每天最高限額澳門幣 200 元 ( 限最高賠償 30天 ).；

•. 每症專科醫生巡房費最高賠償澳門幣 1,000 元；

•. 每症複雜手術最高賠償澳門幣 10,000 元，麻醉師費澳門幣 3,000 元，手術

室費澳門幣 3,000 元；

•. 每症大型手術最高賠償澳門幣 7,500 元，麻醉師費澳門幣 2,250 元，手術

室費澳門幣 2,250 元；

•. 每症中型手術最高賠償澳門幣 5,000 元，麻醉師費澳門幣 1,500 元，手術室

費澳門幣 1,500 元；

•. 每症小型手術最高賠償澳門幣 2,250 元，麻醉師費澳門幣 750 元，手術室

費澳門幣 750 元；

•. 全球緊急支援：緊急護送及遺體護送。

備註（下列情況為不受保障範圍，詳細內容以保單資料爲準）： 

1.. 可向第三者提出索償之損失。

2.. 非屬必需之醫療費用。

3.. 一般身體驗查。

4.. 先天性疾患或成長障礙狀況。

5.. 後天免疫力缺乏症病毒及其有關的傷病，包括愛滋病。

6.. 濫用藥物或酒精、自我毀傷或企圖自殺、違法活動、醉酒駕駛、或經由性接

觸傳染的疾病或其後遺症。

7.. 以美容為目的的任何服務費用。

8.. 牙科治療及口腔外科手術，因意外而需在醫院接受的緊急治療除外。

9.. 與懷孕及其併發症有關的所有檢查及治療。

10..購買義肢及矯型裝置。

11..精神或心理狀況，以及其身理及心理表現而引致的治療。

12..指壓、推拿、催眠、羅夫式按摩、按摩治療及香薰治療等。

13..未獲保險公司批准的試驗性及 /或新醫療技術或程序。

14..非醫療服務。

15..因戰爭 ( 不論宣戰與否 )、內戰、侵略、恐怖活動、外敵行動、敵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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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亂、革命、起義或軍事政變或奪權而引致的治療的傷病。

16..由放射性污染引致的治療或傷病。

17..因參與陸軍、空軍、海軍及其他紀律性服務而引致的治療或傷病。

詳細內容請瀏覽理工網頁 :.( 學生 >本科生 >學生設施 /服務 >學生保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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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參與課外活動是另一種主動積極的學習歷程，更是落實全人教育的重要手

段。理工各高等學校、學生事務處、學生會舉辦各類活動，旨在促進同學的全

人發展，豐富課餘生活。學生事務處積極協調學生會、校友會組織活動，為它

們提供財政資助，也積極宣傳並協調同學參加校外機構 /社團所舉辦的各項活

動，以使同學得到更多參與各類活動的機會。理工每年均舉辦開學典禮、畢業

典禮及迎新會等各項大型活動，而學生事務處提供的各類非學分類、有助學生

全人發展的校園活動（包括迎新系列活動、葡 /英 / 法語言文化系列活動、考

試加油站系列活動、海外學習計劃、粵/普/葡/英語辯論演講系列活動/比賽、

國際 /交流生系列活動、參加創業 /商業知識競賽系列活動、就業發展系列活

動、暑期交流 /實習系列活動、等），均受到同學的歡迎。

迎新活動
理工舉辦的迎新活動旨在加強新生入學教育，增加新生對理工的認識及歸

屬感，豐富校園文化。迎新活動包括開學禮、迎新會、大學生活系列活動（例

如生涯規劃講座、學習心得分享會、義工計劃等）等。迎新活動安排可向學生

事務處查詢（電話：85996203；電郵：sao@ipm.edu.mo），或留意理工網頁

公佈內容。

畢業典禮
理工每年舉行隆重的畢業典禮以見證畢業生的學業成果並獎勵優秀學生。

所有應屆畢業生將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社會賢達主禮團嘉賓的見證下，獲頒

授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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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生計劃
理工設有交流生計劃，申請參加交換生計劃的學生須填妥相關申請表及符

合學校要求，具體申請時間及詳細內容可諮詢所屬學校或學生事務處 ( 電話：

85996625 ／ 6463；電郵：sao@ipm.edu.mo）。

大學校隊
龍舟運動是中國傳統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也是一項講求技巧、體能、團

體合作、共同拼搏精神的運動。理工龍舟隊是一支歷史悠久的學生運動隊伍，

代表理工參加了本地及外地的龍舟賽，屢獲佳績。龍舟隊詳情可參閱理工網頁。

理工學生會體育聯會每年均組織學生訓練並參加澳門大學生運動會以及

其他比賽，項目包括足球、田徑、羽毛球、乒乓球、籃球、排球、游泳、網

球、劍擊等。有興趣參加比賽的同學可與理工學生會體育聯會聯繫（電話：

85993118；電郵：aeipm@ipm.edu.mo）。

理工現有普通話、廣東話、葡語及英語四個語種的辯論／演講隊隊伍。理

工學生會普通話辯論隊及理工學生會廣東話辯論隊有關事宜可向理工學生會查

詢（電話：85993118；電郵：aeipm@ipm.edu.mo）。理工葡語及英語辯論

／演講隊有關事宜可向學生事務處查詢（電話：85996625 ／ 6486；電郵：

sao@ipm.edu.mo），或參閱理工網頁。

71



聯繫方式



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手冊

聯
繫
方
式

基本學術單位
單  位 電  話 電  郵

藝術高等學校 28578722 esa@ipm.edu.mo

應用科學高等學校 85993281 esca@ipm.edu.mo

管理科學高等學校 85993304 esce@ipm.edu.mo

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 28317485 eschs@ipm.edu.mo

健康科學及體育高等學校 85993454 escsd@ipm.edu.mo

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 85996533 eslt@ipm.edu.mo

獨立學術單位
單  位 電  話 電  郵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83998712 ceupds@ipm.edu.mo

博彩旅遊教學及研究中心 28839648 info@cjt.ipm.edu.mo

葡語教學及研究中心 83998615 cpclp@ipm.edu.mo

教與學中心 85996327 quality@ipm.edu.mo

持續教育中心 28317484 cec@ipm.edu.mo

長者書院 85996618 acs@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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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輔助部門
部  門 電  話 電  郵

學術事務部 85996270 saa@ipm.edu.mo

•	招生註冊處 85996103 registry@ipm.edu.mo

•	學生事務處 85996203 sao@ipm.edu.mo

教研處 85996333 dei@ipm.edu.mo

圖書館總館 85996708 library@ipm.edu.mo

行政部門
部  門 電  話 電  郵

行政及財政部 85996179 saf@ipm.edu.mo

•	人事處 85996125 personnel@ipm.edu.mo

•	財務處 85996183 gf@ipm.edu.mo

校園管理及發展部 85996161 sgdc@ipm.edu.mo

•	校園維護及發展處 85996100 dmdc@ipm.edu.mo

•	工程及採購處 85996123 doa@ipm.edu.mo

資訊科技部 85996252 it@ipm.edu.mo

公共關係辦公室 85996132 grp@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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