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度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考試（澳門區）問題解答
高等教育局
報

名

1.

問：報考人須具備甚麼資格？
答：(1) 港澳地區報考人須持有效的澳門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同時持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港澳居民居住證”；台
灣地區報考人須持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並同時持有 “台灣居民
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或“台灣居民居住證”。
(2) 報考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碩士生），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學士學
位相當的學位或同等學歷；報考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博士生）
，須具有
與內地（祖國大陸）碩士學位相當的學位或同等學歷。
(3) 品德良好、身體健康。
(4) 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

2.

問：報名前要看甚麼資料？
答：應細閱擬招生院校的《招生簡章》
，以及到高等教育局（下稱高教局）的中國
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考試（澳門區）網頁 https://www.dses.gov.mo/admission/nd
查閱有關資訊。

3.

問：如何取得《招生簡章》的資訊？
答：可登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網”
（https://www.gatzs.com.cn）查閱各院校的《招生簡章》，或直接向有關院校
查詢。

4.

問：“2020 年度中國內地高校研究生課程考試（澳門區）”報名方式為何？
答：報名分為“網上預報名”和“確認報名”兩個階段，所有報考人必須於指定
期間內完成兩階段的報名，否則無法參加考試。

5.

問：如何進行“網上預報名”的辦理？
答：於 2019 年 12 月 1 至 15 日期間，登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
生信息網”（https://www.gatzs.com.cn）進行預報名，逾期不再補報，亦無法
辦理確認報名手續。網上預報名為實名登記，請準確填報各項身份資料。

6.

問：“網上預報名”時上傳的個人照片有何規範？
答：報考人應按身份證上的照片樣式，上傳 1 寸正面免冠彩色的頭像近照，照片
背景應為單色（白色、藍色、紅色均可）。檔案格式應為 jpg 或 jpeg，大小應
於 20KB 至 500KB 之間，並須確保照片圖像清晰。上傳的照片文件名稱不要
包含空格等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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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問：“網上預報名”時可否使用繁體字作填報？
答：報考人姓名可按照“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台灣居
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上的簡體字樣作填報。除報考人姓名外，
其餘內容皆可使用繁體字作填報。

8.

問：基本信息內的姓名拼音可否填寫葡文或英文拼音？
答：報考人應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台灣居民來往
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上的拼音作填報。

9.

問：報考院校和專業的志願可否填報多個？
答：不可以，報考人只能填報一所院校的一個專業。

10. 問：如何進行“確認報名”的辦理？
答：報考人須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期間，攜同報名文件以親
臨或委託親友的方式，於高教局－大學生中心辦理確認報名手續。
11. 問：高教局提供辦理“確認報名”手續的地點和辦公時間為何？
答：地
點：高教局－大學生中心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 68-B 號華昌大廈地下 B 座
日
期：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
辦公時間：週二至週六，上午 11 時至下午 8 時（中午不休息）
週一、公眾假期及豁免上班日休息
12. 問：“確認報名”時應遞交甚麼文件？
答：須備妥以下文件及報名費：
(1) 經報考人簽署的“報名信息確認表”。
(2) 下列文件之影印本，並須帶同正本以供核對：
 港澳地區報考人須提交有效的澳門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並提交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俗稱回鄉證）
或“港澳居民居住證”；
台灣地區報考人須提交在台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証明，並提交“台灣居
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俗稱台胞證）或“台灣居民居住證”；證件正
反面皆印於 A4 紙同一面；
 學士、碩士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可於錄取前補交，但須提交在學證明
書正本）或同等學歷之文憑。
(3) 委託代辦報名手續聲明書及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和影印本（親臨報
名者除外，而每名受託人只能為一名報考人代辦確認報名續）。
(4) 報名費現金澳門元 500 元（費用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
13. 問：報考人如何遞交書面推薦？
答：報考人須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
薦，有關推薦書得按招生院校要求及時間另行向其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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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問：如何認定報考人的報考學歷資格？
答：由招生院校確定報考人的學歷是否符合報考要求。如果報名點或招生院校有
要求，持海外教育機構學歷的報考人應到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證。
15. 問：報考人是否應親臨辦理“確認報名”手續？可否委託他人報名？
答：報考人可親臨或委託親友代辦報名手續。報考人繳交之文件應為正本或鑑證
本，如委託報名，報考人應交報名委託書予代辦人。
16. 問：到高教局辦理“確認報名”手續，可以預約嗎？
答：報考人可於報名期間致電（853）83969235 或（853）83969390 進行預約。
17. 問：高教局有沒有委託其他機構代理報名事宜？
答：沒有。高教局不接受中介代辦報名。
18. 問：報考人可否在本澳及本澳以外其他設有報考點的地方同時報名？
答：不可以。報考人只可選擇一個報考點報名。
19. 問：在其他報考點（例如廣州）報名後，可以在澳門考試嗎？
答：不可以。報考人應於報名的地點參加考試，不能在一個地點報名，而在另一
個地點考試。
20. 問：報考人應如何報考藝術類專業？
答：報考藝術類專業須進行網上預報名，並按招生院校的招生簡章要求向院校辦
理確認報名及參加考試，詳情可向招生院校查詢。
21. 問：報考人於報名時須遞交體格檢查表嗎？
答：不須，但新生報到時，由招生院校決定其是否需要進行體格檢查，不符
合入學條件者，會被取消入學資格。
22. 問：有意申請考試便利措施的殘疾考生，如何遞交相關證明？
答： 殘疾考生可因應其特殊需要，在報名時可向高教局申請考試的合理便利安排，
並須提供相應的殘疾證明文件，以便高教局根據其情況作出評估後提供倘有
的協助。
23. 問：持海外教育機構學歷的報考人於報名時須交中國留學服務中心認證嗎？
答：不須，但新生報到時，由招生院校決定其是否應要提供有關資料，不符合入
學條件者，會被取消入學資格。
24. 問：報考人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須遞交學士學位證書及成績單嗎？
答：報考人於報名時不用提交有關資料，但新生報到時，由招生院校決定其是否
應要提供，不符合入學條件者，會被取消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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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問：報考人可否遞交有關文件的認證本或鑑證本？
答：報考人如未能出示有關文件的正本，可提交文件的認證本或鑑證本。報到時，
由招生院校決定是否應要核對其有關文件的正本。
26. 問：報考人可否遞交有關文件的影印本？
答：可以，但應帶備正本予高教局人員核對。新生報到時，由招生院校決定是否
應要核對其有關文件的正本。
27. 問：報考人可否遞交經原大學發出及蓋章確認的學歷文件影印本？
答：可以，但報到時由招生院校決定是否應要核對其有關文件的正本。
28. 問：報考人“確認報名”時若缺交文件，應何時補交？
答：缺交文件的報考人，應攜同高教局發出的“遞交文件收據”連同缺交文件，
於確認報名期內（2019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補交到高教局－
大學生中心。

准

考

29. 問：報考人完成報名手續後，何時可取得准考證？
答：具准考資格的報考人可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19 日期間，登入“內地（祖
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網”（https://www.gatzs.com.cn）的網上報
名系統自行下載准考證。
30. 問：報考人如何得知准考與否？
答：報考人准考與否是由招生院校決定。一般情況下，不具准考資格的報考人，
由院校直接聯絡及通知。報考人亦可登入“內地（祖國大陸）高校面向港澳
台招生信息網”（https://www.gatzs.com.cn）的網上報名系統內查閱。

考

試

31. 問：考試分幾個階段，如何進行？
答：考試分初試和複試兩個階段，初試為筆試，通過初試的報考人，由招生院校
決定複試名單、內容及方式。
32. 問：初試的日期及地點為何？
答：初試將於 2020 年 4 月 18 及 19 日，於澳門培正中學（高士德大馬路 7 號）舉
行。初試每科考試時間均為 3 小時，個別科目如“建築設計”可多於 3 小
時，但不超過 6 小時（考試時間超過 3 小時的考試科目安排在 4 月 19 日 9:00
－15:00 進行）。
33. 問：“考生須知”何時公佈？公佈方式為何？
答：“考生須知”一般於初試兩週前在高教局網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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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問：考試成績如何計算？
答：報考會計、圖書情報、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遊管理、工程管理和審計的
碩士研究生，考試科目為一門外國語（滿分為 100 分）及管理類綜合能力（滿
分為 200 分）；報考其他專業碩士研究生，考試科目為一門外國語（滿分為
100 分）及兩門業務課（滿分均為 150 分）；報考博士研究生，考試科目為一
門外國語（滿分為 100 分）及至少兩門業務課（滿分均為 100 分）
。
35. 問：如何得知初試成績？
答：初試成績由招生院校通知報考人。
36. 問：如何得悉是否能參加複試及其具體安排？
答：複試名單、時間、地點、內容及方式均由招生院校確定，並通知報考人。院
校將在複試前對報考人的身份信息、學歷（學位）證書（或國(境)外學歷學位
認證書）
、推薦書、報名資料及報考人資格進行審查，故報考人得按院校要求
備妥有關文件，對不符合規定者，不予複試。

錄

取

37. 問：招生院校的錄取標準為何？
答：一般情況下，招生院校根據報考人的報名資料、考試成績、導師意見等綜合
評核後，擇優確定錄取名單。
38. 問：院校何時公佈錄取結果及發出錄取通知書？
答：招生院校一般在 6 月中旬開始發函通知考生錄取結果，並附上錄取通知書。
高教局網頁亦會上載院校的錄取結果。
39. 問：香港、澳門或台灣地區的學生能否向就讀院校申請獎學金？
答：有關申請獎學金事宜，學生可向就讀院校查詢。

入

學

40. 問：何時會得知入學時間？
答：新生於 2020 年 9 月中旬前報到入學，具體入學時間由招生院校在“入學通知
書”中註明。
41. 問：新生入學是否須作身體檢查及提交學歷證書？
答：新生報到時，由院校進行身體檢查並核對學歷證書等文件，不符合入學條件
者，取消入學資格。
42. 問：如因故未能按時向院校報到，會否被院校取消入學？
答： 新生應按時報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時報到者，須以書面向院校請假，未
請假或請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當事由以外，視為放棄入學資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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