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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根本，奠基於教育。人才是澳門最寶貴的資產。2002年，特區政

府在增加教育資源的同時，致力提高教育質量。

在基礎教育方面，政府繼續投放資源，增加資訊教育的撥款，調升免費教育津貼、學費津

貼和文教用品津貼。同時，通過興建與擴建校舍，增加近 3,000個學位。小班教學延伸至小學

三年級，創思教學的推廣初見成效，家校合作規模擴大，終身教育日趨多元化。

高等教育方面，為配合社會發展需要，各高等院校修訂部份課程，開設多個新課程，又增

加科研項目經費。除各種基礎研究外，還包含大量服務本地社會的研究項目。各院校師資力量

進一步增強，學術活動、國際交流更趨活躍。

非高等教育領域

澳門施行10年免費教育。非高等教育學校可分為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免費教育的範圍由

小學預備班至初中三年級。1995年政府實施免費教育後，私立學校又可分為公共學校網學校和

非公共學校網學校。

根據教育暨青年局有關非高等教育方面的統計資料，2002/2003學年，按發出學校執照計

算，澳門共有89間學前、小學、中學和特殊教育的學校。全澳的公立學校共有 15間，私立學

校 74間。私立學校中，以中文 /英文為教學語言的有 72間，以葡文為教學語言的有 2間。

2002/2003學年就讀於非高等教育的學生總數為99,183人，當中就讀於幼兒教育及小學教

育預備班、小學、中學和特殊教育的比例分別是 12.7%（12,639人）、41.9%（41,523人）、

44.8%（44,471人）及 0.6%（550人）。

2002/2003學年教師總數為4,077人。教育暨青年局繼續對私立教育機構的教師發放津貼，

2002學年的受惠教師為 3,734人，共撥出款項超過 7,150萬澳門元。

教育暨青年局

教育暨青年局（簡稱教青局）受社會文化司司長監督，是一個構思、指導、協調、管理和

評核非高等教育各項教育事宜和輔助青年及青年社團的單位。主要負責執行教育政策，發展各

類教育，為教育機構的良好運作提供所需條件，以確保持續教育的原則及所有居民享受教育權

利。

教青局還執行青年政策，鼓勵並發展有助文化推廣及青年和諧融入社會的培訓工作；訂定

教育及青年活動的年度和跨年度計劃。

教青局也負責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融入社群提供條件；定期評核教育制度，以保證教

學法的革新及長期配合特區社會經濟實況；推行訂立私立教育的規章；協調及監察公立及私立

學校的教育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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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由政府官員、教育團體和個人組成，負責對教育制度改革政策提出意見、建議

和解決辦法。教青局為委員會提供行政技術輔助。

《澳門教育制度》法律自1991年頒佈至今已超過10年，為使該法律更能配合澳門的現狀及

發展，教育委員會設立「教育制度檢討工作委員會」。該工作委員會於 2002年共開會 16次，

研究及討論相關的內容。教青局一直緊密配合和支援教育委員會的工作，並為2003年開展有關

法例檢討的公開諮詢、意見徵集及文本草擬等工作做好各項準備。

教育委員會於2002年舉行3次全體會議，審議中小學教育程度學生評核建議案文本，對修

訂第38/98/M號法令《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之發牌及監察規則》的部份條文進行討論及提出

意見。修訂條文第 34/2002號行政法規《修改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的發牌及監察制度》已於

2002年年底公佈。

促進義務教育發展

教青局採取多方面措施配合義務教育，包括制訂義務教育通報及跟進機制，以便盡早獲悉

學生離校的資料，提供快捷有效的輔助與支援。同時，也提供學位求助服務。通過資助社團開

展「校園新動力－－校園適應學習」計劃及「提升學習成就，回歸主流」計劃，協助學生重返

校園。

2002/2003學年免費教育津貼金額有所調升。同時，為給小班教育創造條件，政府透過修

例，在2002年將以班為單位的津貼計算方式由小學教育預備班擴展至小學三年級，並確定每學

年向上延伸一教育年級的計劃，確保政府在小班教學推行方面的財政支援。對已加入公共學校

網的私立教育機構，用於免費教育的開支逾 4億澳門元，當中包括 2001/2002學年第二期及

2002/2003學年第一期的資助款項。 2002/2003學年，受惠學生為 57,492人。

經行政長官批示後，政府調升 2002/2003學年給予非入網學校學生的資助金額。 2002年

教青局向就讀於非納入公共學校網學校的小學預備班至初中三年級學生發放學費津貼超過4,000

萬澳門元。 2001/2002學年下半年的受惠學生為 12,912人，而 2002/2003學年上半年的受惠

學生則為 12,253人。（圖表見 267頁）

課程發展

教青局於2002年繼續開展「數學課程試驗計劃」及「幼兒教育校本課程發展計劃」。前者

由北京師範大學指導本澳 4所協作學校進行數學課程改革試驗，後者的改革試驗在 3所協作學

校進行，並由澳門大學作學術指導。通過高等院校與學校的合作，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職業及技術教育

2002/2003學年，全澳開設有職業及技術教育課程的學校共 3所。學生人數為 2,595人，

共78班。職業及技術教育課程內容有初中職業技術、電腦技術、旅遊技術、行政暨商業技術、

工業維修電機技術、電子電工、社會服務、會計、電腦、裁剪、商務和翻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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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學年免費教育津貼（澳門元）

按班計算的津貼金額（小學預備班、小學一至三年級）

每班學生人數 津貼金額（每班）

35至 45人 274,500

34人或以下 （274,500÷ 35）× 班級人數

非按班計算的津貼金額

班級學生數

至 45人 46至 55人 56至 65人 66人或以上

非按班計算的小學教育年
6,100 3,660 2,440 ---

級的津貼金額（每名學生） �

初中教育的津貼金額
9,200 5,520 3,680 ---

（每名學生） �

2002/2003學年就讀於未加入免費教育學校學生學費津貼的調升

（澳門元）

特殊教育

2002/2003學年，全澳共有550名特殊教育的學生，而特殊教育的教師則有89人。在發展

特殊教育服務方面，為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就學權利，教青局為學生提供評估和諮詢服

務，並為他們作出適當的學位安排，協助他們發展潛能和融入社會。教青局的特殊教育工作小

組，以團隊工作模式在學校提供輔導和治療服務，舉辦家庭生活教育、性教育和生活技能等教

育活動。

成人教育與回歸教育

為向有學習需要的人士提供學習機會，教青局的成人教育中心 2002年共開辦76項課程，

學生就讀的教育程度 調升前的津貼金額 2002/2003學年的津貼金額

小學預備班、小學（每名學生） 2,610 2,900

初中（每名學生） 3,960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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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人數為1,920人次。成人教育資訊網也於2002年初開通，統整網上學習資源、成人教育及

公民教育的資訊。教青局並於同年完成建立回歸教育小學、初中、高中體系的工作，把課程擴

展至高中程度，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再次學習的機會。

教師專業成長

教青局每年均舉辦多項促進教學人員專業成長的培訓活動，包括課程、講座、教學演示、

工作坊、外地進修等。培訓活動安排在課餘時間或假日舉行，且多集中在暑期進行。應學校的

邀請，教青局還為學校的教師組織培訓活動。

教青局連續 6年舉辦「教學設計獎勵計劃」，2002年共收到 131份作品，其中有 88份作

品獲獎。此外，澳門的教師在教青局為主辦單位之一的「第四屆全國計算機與網絡物理教學成

果大獎賽暨新世紀物理教育改革論壇」中獲得獎項。教青局也組織 5名數學教師，應邀前往昆

明參加「第三屆全國初中青年數學教師優秀課觀摩與評比活動」， 5人均獲得獎項。

教青局的教育資源中心設有教具製作室、視聽教材製作室、電腦室、教學媒體室，公開予

全澳的教學人員使用。教青局2002年共出版三期《教師雜誌》，為教師提供交流教學經驗，探

討教育問題的空間。

學校督導

學校督導職責是監察及評估公立學校中、小、幼各級教育程度的教學質量，且負責行政及

財政方面的督導工作。

2002年學校督導對公立學校進行視導工作，也向初中回歸教育、語言推廣中心普通話課程

進行視學。學校督導繼續關注和聯繫私立教育機構，年內共往訪 19所幼稚園、18所小學以及

10所中學，瞭解學校的成功經驗及向學校提供建議。學校督導又對個別學校未能履行法例的情

況作出跟進，協助其改善和糾正。

在對非牟利私立教育機構會計帳目審核方面，共有91間非牟利私立教育機構（其中正規教

育機構79間，特殊教育機構5間，成人教育進修中心7間）向教青局提交2000/2001財政年度

會計帳目。為核實帳目及確保津貼的有效運用，教青局對私立學校運用多媒體資訊科技教學設

備津貼進行實地核查。透過對會計帳目的分析評估，一方面為政府提供教育行政決策所需的訊

息，另一方面向學校提出技術性總結及建議。

資訊科技教育

為協助學校完善資訊科技教育設施，教青局在2002年繼續撥出專款逾1,632萬澳門元資助

學校添置設備，透過網頁列出軟件產品的訊息及格價，推薦不同的教學網站，提供更多教學訊

息，達致資源共享。教青局還舉辦相關的教師培訓活動，與其他公共部門及社團合辦「2002資

訊科技週」，向公眾推廣資訊科技教育。

教青局2002年完成和公佈《學校資訊科技教育概況問卷調查－2002年報告》，並委託澳

門大學評估學校應用資訊科技的實際情況，為未來的發展提供參考意見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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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推動家校合作是2002年教育的施政重點之一。教青局以問卷調查全澳學校成立家長會的情

況，與學校的行政及教學人員座談，協助及促成家長會的成立。除出版《家長會手冊》，提供

相關資訊外，教青局還通過舉辦各類推廣活動，向廣大家長宣傳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截至2002

年 12月為止，全澳有 22所學校成立家長會。

創思教學

推動創思教學也是2002年教育的施政重點之一。教青局以多種形式向學校、校長、教師、

家長推廣創思教學的理念。在公立幼稚園開展相關的教學試驗，舉辦分享經驗和成果的活動；

出版《「創思教學」教師參考資料》，供全澳教育工作者參閱；還邀請華人地區的學者專家們撰

寫稿件，出版《創思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論文專集》。

擴展學校網及改善教育設施

2002年，澳門學校網擴展計劃繼續進行，建成澳門浸信中學（中學部）新校舍和聖公會小

學，共提供中學、小學及幼稚園等教育程度學位 2,915個。濠江中學及菜農子弟學校也完成校

舍擴建工作。

教青局每年均向有需要的學校提供校舍維護及修葺資助，協助學校完善學習環境，2002年

共撥出超過2,123萬澳門元資助學校進行校舍維護、修葺工程及建立新校舍。也向非牟利私立

教育機構發放購置教具設備津貼，金額超過 3,379萬澳門元（當中包括資助資訊科技教育的設

施）。

學歷認可

2002年，教青局共處理3,819宗中、小學程度學歷認可申請個案，其中批准3,218宗、不

批准595宗、歸檔6宗。不獲批准的申請中，16宗送往司法警察局或檢察院進行調查。累計已

有74宗個案因偽造或使用偽造文件，當事人經法院判處監禁至一年或罰款至 10,000澳門元不

等，並留有刑事記錄。

青年事務領域

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是一個諮詢機構，目的是協助行政長官擬訂青年政策，透過青年組織的積

極參與，確保行政當局所推廣及施行的計劃、措施和工作的銜接。教青局為青年委員會提供行

政技術輔助。 2002年青年事務委員會共舉行 2次會議。

青年活動及資助

教青局為協助青年社團開展工作，培訓領袖人才，提升青年服務的質量，每年均舉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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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培訓活動。2002年的培訓內容包括青年社團領袖、自修室輔導員及青年活動場所管理員

培訓等。

教青局也透過主辦及與其他機構合作，開展各類有利青年人成長的活動，如「澳門青年」

電台廣播節目、青年參與社會服務獎勵計劃、「健康無毒自然 high大派對」、暑期義工計劃

等。其中，該局與體育發展局聯合主辦的2002年暑期活動，共吸引19,704人次參加。還繼續

舉辦「青年善用餘暇計劃」的活動，讓青年接觸社會。

教青局每年均向在該局登記的青年社團提供年度活動資助。2002年共資助逾274萬澳門元

予84個青年社團開展905項各類型的青少年活動。批出 24項年度活動計劃以外的青年活動資

助申請，合共超過36萬澳門元。也資助青年社團在7、8月份期間開展不同形式的暑期活動76

項，合共超過 12萬澳門元。

學界體育及文娛活動

教青局每年皆舉辦多項體育活動和比賽，促進學生全面和均衡的發展。在2002年共有超過

8,553人次參加該局組織的學界體育活動。為加強澳門與其他地區的體育交流，教青局派出學界

代表隊參與全國性及國際性的比賽，取得一定成績。學界代表隊更在第 8屆全國中學生運動會

游泳項目中獲得一面金牌。

此外又通過舉辦各類文娛比賽及匯演，讓學生發揮潛能。 2002年共有62所學校5,110人

次參與教青局青年廳組織的活動。

2002年教青局共發出津貼超過241萬澳門元，資助學校及團體等開辦、參與體育及文娛活

動、購買體育和文娛活動設備。

青年設施及服務

教青局轄下的青年竹灣旅舍及青年黑沙旅舍於2002年分別有1,537及5,408使用人次。而

22間自修室的使用人次達 38,355。至於黑沙環青年中心、塔石青年中心、綜藝館青年中心和

駿菁活動中心，都提供場地借用服務予本地青年團體舉辦培訓班、會議或活動。另外，綜藝館

青年中心更設有辦事處供青年團體使用。各個青年中心全年舉辦各類型活動，提供青年輔導服

務以及義工培訓。

此外，教青局繼續提供打電話問功課，簽發「國際學生證」、「國際青年證」及「國際教

師證」以及開放「資訊休閒站」免費上網等服務。

青年輔導

青年輔導工作由 8名青年輔導員負責，輔導員分駐於塔石青年中心、黑沙環青年中心、

綜藝館青年中心和駿菁活動中心，以個案輔導、小組活動及電話諮詢等形式進行輔導。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社會文化司司長負責的範疇之一，社會文化司司長轄下的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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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協調、跟進及發展澳門的高等教育。

至2001/2002學年，澳門共有10所高等院校和2所研究機構。在10所高校中，公立的有

4所，私立的有6所。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的文憑、學位後文憑、高等專科學位、學士學位、碩

士學位和博士學位課程共173個。此外，還有部份外地高等教育機構獲准在澳門開辦的20多個

高等教育課程。

2001/2002學年度，澳門高等教育教職員人數共 2,000人，其中教學人員共 1,152人。高

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共 22,571人。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於1992年成立，職責是構思發展與本地、鄰近地區及國際情況相適應

的高等教育策略；協助評核高等教育機構的表現，系統地跟進為執行高等教育政策所需的人力

資源管理；對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特別輔助方式作出建議，並跟進其運作；在高等教育領域內

協調本地、鄰近地區及國際性合作；確保高等教育的學歷認可工作；協調培養及培訓高等教育

機構內的非教學人員；訂定高等教育機構的管理準則；促進教學及學術著作的出版等。

高等學歷認可

根據7月26日第39/93/M號法令規定，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有權限對申請認可高等學歷者

的高等學歷作出認可。凡在外地取得高等學歷，而擬進入公職或從事受公共實體監管的專業活

動的澳門居民，均須申請學歷認可。

2002年共有 1,803宗高等學歷認可申請個案，獲批准的共有 1,436宗（包括 2001年的部

份申請個案），不獲認可的共有 108宗，仍在處理中的有 429宗。

升學諮詢及輔導服務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設有升學輔導中心，提供個別及小組輔導、電話諮詢及網上輔導信箱

等服務。另外設有資料室，提供世界各地高等教育機構概況和課程資料予居民查閱。該中心

2002年共處理470宗個案，當中30宗為個別輔導， 125宗為電話查詢，親臨升學輔導中心查

閱資料的共 104宗，網上升學輔導信箱則共處理 211封電子郵件。

升學展覽及講座

2002年度，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分別舉辦「中國內地高等院校聯展 2002」和「澳門高等

教育聯展2002」，並於展覽期間分別舉行6場「中國內地高等院校升學輔導講座」及10場「澳

門高等院校簡介會」。兩場展覽參觀者超過 2,000人次，出席講座及簡介會者約 2,300人次。

另外還舉辦 2場「升學與就業」講座，出席者達 1,000人次。

為更全面向本澳應屆畢業生提供升學輔導，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於2002年12月至2003年

2 月期間，安排輔導員到全澳多所中學舉行「踏上人生路」高等教育升學輔導專題講座，至

2002年 12月底，參與講座人數達 2,5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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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刊物

2002年，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出版《澳門高等教育升學答問 2002》、《澳門高等教育獎

助學金資料2002》、《澳門高等教育資料：2001/2002年度教職員及學生人數》和《2003/2004

澳門高等教育升學指南》。

高等教育機構

澳門公立高等院校共4所，分別是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和澳門保安部隊高

等學校。私立高等院校有 6所，包括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澳門鏡

湖護理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管理學院和中西創新學院。研究機構 2所，分別是澳門歐洲

研究學會和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

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是一所公立綜合性大學，前身為私立東亞大學，於1981年創立，1988年由政府

收購後改為公立大學，並於1991年更名為澳門大學。澳大設有5所學院：工商管理學院、教育

學院、法學院、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科技學院，及 2個中心：預科課程中心、校外課程及特

別計劃中心。另外，每個學院下均設一個或以上的研究中心。

2001/2002學年，澳門大學開辦的博士、碩士、學士、高等專科學位、學位後證書課程及

其他課程共70個。2001/2002學年註冊學生4,274人，教師320人。為提高教學質量，澳大新

入職的教師大部份具有博士學位或豐富專業經驗，全校教師中， 130人已具博士學位。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理工學院成立於1991年9月，是一所公立綜合性高等教育機構。現有6個教學單位：

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公共行政高等學校、藝術高等學校、體育暨運動高

等學校和高等衛生學校。4個培訓測試中心：語言培訓及測試中心、理工－貝爾英語中心、成

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職業技能培訓中心。

澳門理工學院在2001/2002學年開設26個學位及文憑課程。攻讀全日制學位課程的在校學

生有 2,600人，每年有上萬人次各類人員就讀不同類型的培訓課程。

澳門理工學院還有3個科研機構：中西文化研究所、社會經濟研究所、人力資源統籌研究

中心。並與內地和海外幾十所大學建立校際交流關係，簽訂數十項學術合作協議書。

旅遊學院

旅遊學院於1995年8月成立，是一所公立旅遊培訓高等教育機構。設有2所學校：旅遊高

等學校、專業及延續教育學校。

2001/2002學年開辦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及學士學位補充課程共 3個，另開辦專業證書課程

及其他培訓課程，全院教師人數 57人，高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人數為 2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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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於1988年7月成立，是保安司轄下的高等教育機構，專門培訓警官

和消防官。

2001/2002學年，保安高校設有2個學士學位課程，全校教學人員57人，高等教育課程註

冊學生人數為 23人。

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

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於1992年9月成立，是一所主要以遙距教育方式提供高等教育

課程的私立公開大學，設有本科學院、研究院、專業進修學院和葡文學院。

2001/2002學年，該校開辦的文憑、學位後文憑、學士學位及碩士學位課程共19個，全校

教學人員 154人，高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人數為 7,281人。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成立於1997年，是一所私立高等學院，下設教育學校、資訊科技學校和

商業學校。

2000/2001學年，該學院開辦的文憑課程、學位後課程及碩士課程共 6個，還開辦其他證

書課程，全學院教學人員 47人，高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人數為 139人。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於1999年11月成為私立高等院校，專門培訓護理人員。2002年8月特

區政府頒佈修訂《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章程》的行政法規，賦予學院頒授學士學位的權限。

學院於 2001/2002學年開辦高等專科學位課程 2個，還開辦其他證書課程，教學人員 93

人，高等教育課程註冊學生人數為 180人。

澳門科技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於2000年3月成立，是一所私立大學。該校設有資訊科技學院、行政與管理

學院、法學院和中醫藥學院，另設持續教育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及研究生院。

2001/2002學年，開辦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課程共 25個，共有教學人員71人，高等教

育課程註冊學生人數為 8,575人。

澳門管理學院

澳門管理學院於2000年7月正式成為高等教育機構，前身為1988年創辦的澳門管理專業

協會附屬機構。

2001/2002學年，該學院開辦高等專科學位課程共2個，有教學人員25人，高等教育課程

註冊學生人數為 1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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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創新學院

中西創新學院是 2001年 8月正式成立的私立高等院校。學院的主要學術單位包括有商學

系、文學系及理學系。該學院開辦學士學位課程及其他文憑課程， 2001/2002學年度未有招

生。

澳門歐洲研究學會

澳門歐洲研究學會成立於1995年10月，為一私立學術機構。提供項目研究及培訓課程，

還與澳門大學合辦碩士課程，以及與旅遊學院合辦學位後證書課程。

2001/2002學年，該學會的學位後證書課程及碩士課程共 2個（合辦），共有教師23人，

學生 65人。

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

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於 1991年創立，為聯合國大學屬下的一個研究及培訓中

心。該研究所於 2001/2002學年有培訓導師 5人，受訓人員共 36人。

註：除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外，上述有關 2001/2002學年澳門高等教育教職員、學生及課程等統計資料，

由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提供，收集日期截至 2001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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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與澳門

歐洲研究學會簽

署合作協議

「吸煙或健康」教師培訓課程

運輸工務司司長

歐文龍及社會文

化司司長崔世安

出席「塔石體育

館暨何東中葡小

學」奠基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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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活動有助學生建立

團隊精神

旅業學校烹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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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麵包製作班

可促進親子間的

溝通（教青局圖

片）

2002全澳共有學生十萬人，約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小學回歸教育課程新學年開學典禮（教青局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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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

全體會議

韋思理局長頒獎予

第五屆學界手球比

賽男子 A 組第一名

培華中學隊（教青局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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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議事亭前地音樂演奏

「學校預防

藥物濫用」

工作坊( 社

會工作局圖

片)

公務員中文

進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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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工 學 院

2001/2002

畢業典禮

澳門大學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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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電腦是

中小學生的

必修課

為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開展之

「初中回歸教育課程」畢業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