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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基本問題 

 

1.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是澳門具一百四十多年歷史的鏡湖慈善會屬下的護士學校，

創辦於 1923 年，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護理教育機構。於 1999 年獲澳門政府

認可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並於同年 11 月 16 日提升為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學院傳承中山博愛精神，弘揚“從人到仁”教育理念，培養學生具備護理照

顧、溝通與合作、法律與倫理、管理、專業及個人發展六個核心才能。護理

學學士學位課程和護理學學士學位補充課程分別於 2002 年、2009 年及 2015

年通過國際護理專家評審，學術水準及課程質量得到認可及保證，並持續提

升。2015 年 11 月學院邀請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來校進行院校素質核證，

取得信心評級。 

 

2. 學院開辦課程(詳情可瀏覽網頁) 

 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225 

 護理學學士學位補充課程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97 

 護理學專科深造課程(文憑)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99 

 護理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課程(合辦)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4078 

 應用老年學證書課程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5340 

 校外進修部課程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216 

 

3. 讀完文憑或證書課程可以繼續修讀學位或更高層次課程嗎? 

校外進修部開辦的基礎健康照顧課程證書課程，取得畢業證書後可以銜接高

級健康照顧課程。詳情可瀏覽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216 

   

4. 授課語言與模式?   

  語言 

 學士學位課程為兩文三語（中文、英文；普通話、廣東話、英語），分英

中班及中英班 

 文憑課程為英語 

 證書課程為廣東話 

  

  模式 

 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主要以日間上課為主，少數在晚上上課 

 其他課程主要以夜間及周末上課為主 

 講授、導修、研討、仿真教學、臨床實習等多元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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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實習場所有哪些? 

有澳門和內地、香港、台灣、海外(美國、新加坡)的醫院、學校、老人中心及

社區等健康服務機構為實習場所 

 

6. 學院設施如何？ 

  目前學院共有兩個校址：校本部及望廈校址 

 ＜校本部(在鏡湖醫院院內)＞  

  課室                    基礎護理實驗室 

  綜合實驗室              電腦實驗室 

  語言實驗室              導修室 

  演講廳 

＜望廈校址(在澳門日報大樓內)＞  

  課室                    專科護理實驗室 

  圖書館                  導修室 

  活動區                  護理及健康教研中心 

不久將來新大樓落成有更多空間和先進設備提供給學生。 

 

7. 是否有與其他國家地區高校或機構交流機會嗎? 

較多。 1) 學院與廣州中醫藥大學交換生計劃；2) 學生於畢業前可選擇到香

港、內地、台灣及海外醫療服務機構作交流學習；3) 每年學生有許多機會參

加交流學習和海外學術研討會，可申請學院仁愛護苗基金資助 

 

8. 學院的學歷是否被其他地區國家認可? 

＜內地＞ 根據中國教育部於 2008 年 5 月對外正式發布的《關於內地教育行

政部門承認內地學生所獲港澳高校學歷、學位證書的公告》，在教育部留學

中心主辦的中國留學網上，對內地學生在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獲得的學歷、學

位證書，內地教育行政部門予以承認。 

詳情可瀏覽網頁：

http://www.cscse.edu.cn/publish/portal0/tab82/info13775.htm 

＜香港＞ 曾有香港學生在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畢業後返回香港考取了註冊護

士。 

＜其他國家地區＞  2015年11月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局對學院進行院校素

質核證，取得信心評級。 

 

9. 畢業後的出路與發展? 

1) 就業  護士短缺是全世界普遍現象，因此護理本科的畢業生獲得就業機會

多，以往畢業生就業率約達 99%。  

http://www.cscse.edu.cn/publish/portal0/tab82/info137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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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續升學  本地生與非本地生均可繼續在澳門、鄰近地區、海外修讀研 

究生。 

 

10. 非本地學生可否取得執業資格及留澳工作? 

根據澳門現行法律，非本地的畢業生要獲得醫療機構聘請，經過一定程序有

機會在澳門就業，目前非本地畢業生可工作的地方限於私立醫院。 

澳門現正在修改專業人員註冊法例，修改後非澳門居民取得執業資格和留澳

就業可工作範圍將會更寬。 

 

11. 學院是否設有獎學金、助學金或貸款給予新生? 

學院設有多項獎學金和助學金，獎勵學習成績優異及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

還有特區政府為鼓勵選擇護理專業的學生設立的特別獎學金，詳情可瀏覽獎

助學金網頁 http://www2.kwnc.edu.mo/center/?page_id=42&lang=zh 

本地學生可向銀行申請貸款。 

 

12. 學院是否提供食宿? 

目前學院有少量宿位，如非本地學生有需要可申請，宿位有限先到先得。詳

情可瀏覽校園設施宿舍網頁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93 

校本部在鏡湖醫院院內，醫院飯堂有早、中、晚餐選擇(沒有清真餐廳)。 

 

報考問題 

 

1. 有意投身護理行業的學生要考慮甚麼呢？ 

護理是一項富有挑戰性工作，與人的健康和生命息息相關。不僅需要愛心和

關懷，還需要溝通與合作能力，以及敏銳的觀察力和創新思維。因為社會環

境與自然環境變化不斷引發新的健康問題，護士面對的服務對象有較大的個

體差異，護士要與健康服務團隊合作、與服務對象、家屬合作，因此，有意

投身護理行業的學生，要在平時多關心他人，時常保持身心健康愉快，樂於

服務、善於學習、有批判思維，有意識鍛鍊自己與他人溝通合作，多參加公

益活動，提高自己的意志和素養。 

 

2. 學院在招生時主要考慮學生哪方面因素？ 

連繫護理工作性質的方面考慮，是否具備護士應有的基本素質，如愛心、關

懷他人等；以及學生學習護理專業的動機和願望；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責

任感；具良好的學習、溝通和表達能力；身心健康等多方面的考慮。藉此希

望學生入讀後能在德智體群美善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的發展。 

http://www2.kwnc.edu.mo/center/?page_id=42&lang=zh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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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招收境外學生嗎？ 

目前學院招收境外學生以香港及內地生為主。凡持香港居民身份證或持澳門

居民身份證且於外地就讀者，可以參加每年 2 月至 3 月之公開招生或 7 月份

之第二輪招生。應屆內地高考生報名日期於每年 6 月份高考完畢後開始。詳

情可瀏覽招生簡章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588 

 

4.  每年甚麼時候進行招生呢？ 

    本澳招生：每年 2 月至 3 月（具體日期按每年招生簡章為准）及 5 月 

    香港招生：每年 2 月至 3 月（參加澳門招生）及 7 月 

    內地招生：內地高考完畢 (約 6 月） 

 

5.  文科生可以報考嗎？ 

    文、理科畢業生皆可報考。 

 

6.  入學考試程序如何？ 

*本澳考生   1)可通過網上或學院報名，參加公開招生筆試、面試及體檢；

2)可憑四校聯考成績報考(約 5 月) 

    

*香港考生   1)可通過網上或學院報名(約 2 月至 3 月，按指定日期參加本澳

公開招生筆試、面試及體檢)； 2)亦可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報考(約7月)，

按指定日期參加面試及體檢 

    

*內地考生  須參加當年全國高考，可通過網上或郵寄遞交資料，同時提交

高考分數(本科二本線以上)，符合條件者通過網上/電話面試。 

 

各考生經過面試被錄取後，均需進行體格檢查(提供正規醫院體檢報告)，結

果符合要求者方可正式錄取入學。 

 

 7. 每年學費多少？其他收費如何？ 

目前，本地與非本地學生每學年學費澳門幣/港幣 25,000 元；實習制服及運

動服費用約澳門幣 1,000 元；其他購買教科書等。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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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課程查詢 

 

「護理學學士學位補充課程」 

詳情請瀏覽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97 

 

「護理學專科深造課程」 

詳情請瀏覽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99 

 

「護理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課程(合辦)」 

詳情請瀏覽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4078 

 

「應用老年學課程」 

詳情請瀏覽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15340 

 

「校外進修部課程」 

詳情請瀏覽 http://www2.kwnc.edu.mo/?page_id=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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