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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在求學的路上都遇過不少的難題，有時候甚至難以找到有用的資訊去解決問題。因此，在八年前
一群深切體會到這個問題的在港留學澳生創立了這個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

至今，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已經成立了八年，因着各位學生對本會的支持，我們才可以懷著不斷的動力和
熱誠。

第六期的Mackonese 會繼續為同學提供最新的升學資訊，為有意入讀香港的大學或是剛來香港升學的朋友們
分享一些經驗。我們希望透過期刊，能解答到大家不同的疑問，並幫助剛到港升學的學生能更快地適應香港
生活，也令大家在求學的路上走得更輕鬆。

FMSHK 希望能為在中學或是大學徬徨的你提供升學輔導，為融入大學生活作準備。我們亦希望能在未來的日
子與你們見面。

FMSHK的話

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The Federation of Joint Universities Macau Students in Hong Kong），簡稱為FMSHK。
聯會於二零一零年成立，成立初期，旨在聯繫在港升學之澳門大專學生，並建立溝通平台予留港之澳門學生互
相認識交流。經過數年發展，聯會趨向成熟，每年均會舉辦迎新活動、國內及海外學習交流團等活動，致力於
聯繫香港各院校之澳門留學生及擴闊其視野。同時，聯會亦與澳門各中學構建友好合作關係，每年均會舉辦升
學講座、留港新生迎新活動等活動，亦定期向各校出版期刊介紹聯會的動向與發展，在推廣香港升學資訊、模
式、大學生活，及協助澳門學生到香港升學方面都不遺餘力。

宗旨及目的：

1.為澳門學生提供往香港升讀大學資訊；
2.幫助往香港升讀大學的澳門畢業生適應香港的學習模式和大學生活；
3.為澳門各中學提供升學香港的資訊；
4.與澳門各中學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近年，前往香港升學的澳門同學越來越多，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會盡力地為澳門中學生提供最新的資訊，並且
積極幫助來港升讀的同學適應新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同時，部分同學在完成大學課程後也會選擇留港工作，為
增強他們的競爭力，我們計劃於未來為他們舉辦各種工作坊，培訓技能，好好裝備自己。本會設有Facebook 專
頁http://fb.com/fmshk及網站http://fmshk.info，希望為同學提供最新、最全面的資訊。

本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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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你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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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th FMSHK Ex-co

楊展豪 理事長 

大家好～我係Quentin，係今屆FMSHK嘅
理事長，宜家讀緊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三
年級。我平時好鐘意諗野同同人傾計，因
為我覺得聽人分享佢地嘅諗法係最好俾我
學習嘅機會，所以大家記得要多d搵我傾
計呀。仲有就係我好鐘意聽歌同唱歌㗎，
希望喺未來有機會認識大家啦！

廖梓泠  副理事 

大家好呀！我係Joana，係呢支莊嘅EVP，
而家喺HKU讀緊言語及聽覺科學year 1。上
呢支莊令我學多咗好多嘢，我中學嗰陣參加
過FMSHK嘅活動，識左啲好nice嘅師兄師
姐，所以想好似佢地咁提供香港升學嘅資訊
俾澳門中學生，而最最最重要嘅係識到一班
好firm嘅莊員，大家一齊經歷過嘅點滴絕對
係我嘅大學生活入面最珍貴嘅回憶之一！如
果你哋有咩升學問題都可以問我㗎，希望解
答到你哋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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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th FMSHK Ex-co 第八屆理事會成員

黎文雅  財務長

H e l l o ， 我 係 F M S H K 嘅 財 務 長
Amanda。我係香港中文大學細胞及
分子生物學year2嘅學生。初初到香
港都有少少唔慣，好在參加左呢個會
認識到一班莊員，大家互相幫助。話
咁快就year2，呢一年我學左好多野
同有幸為大家服務。希望睇緊嘅你哋
可以有一個充實美滿嘅大學生活。[    ]

林文浩  理事

我係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嘅內務副
理事Jacky，依家響香港中文大學讀緊
Electronic Engineering既year 2，平時
鐘意打吓波同玩音樂，長笛同結他我都
識架，同朋友一齊夾band係我既興趣，
無論古典定係流行歌我都鐘意架，讀中
大既同學仔記得黎逸夫揾我啊!![    ]

劉穎琳 秘書長 

大家好，我係秘書長Stephanie。 依家係香
港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生。FMSHK係
個大家庭，我都係喺哩到識到好多個一齊去
香港讀書嘅小伙伴。由乜都唔知到要帶新嘅
朋友過嚟香港讀書覺得好有成就感，希望以
後都可以幫到哩本期刊對面嘅你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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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th FMSHK Ex-co

梁潔盈  宣傳部部長 

Hi！大家好，我係Kit呀！依家喺香港
中文大學讀緊地球系統科學，係今屆
FMSHK嘅宣傳部部長。喺FMSHK入面
除左同其他莊員一齊搞活動之外，身
為宣傳部部長做嘅就梗係宣傳啦！平
時你地係我地Facebook page上見到
嘅post就係我同Sonia負責架啦！

楊沛琳  學術部部長 

Hello～大家好！我係楊沛琳Jessica:) 係本年度全
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嘅學術部部長，就讀於香港中
文大學，食物及營養科學三年級生。唔好睇我斯斯
文文咁，其實我係超級外向同好動XD 入咗中大後
認識好多唔同嘅人，但係有時候都好想同返一啲澳
門人聚一聚，而FMSHK就提供到呢一個平台比我，
佢令到香港讀書的澳門人更團結。希望之後大家會
支持同參與我哋舉辦嘅活動，我好期待見到你哋㗎
(≧∇≦)

譚愷晴  宣傳部部長 

Hello我係宣傳部部長Sonia，香港中文大學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系三年級生。如果問我當
初點解會揀黎香港讀書，可能到而加仲未有
確實嘅答案，但好肯定香港嘅大學文化會帶
比你人生中最青春熱血嘅回憶。希望你哋睇
完呢本期刊後會認識香港嘅獨有大學文化！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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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th FMSHK Ex-co 第八屆理事會成員

張天祐  學術部部長 

我叫章魚。今年讀科大電腦啦。雖然入左
全港最出名CHUR嘅HKUST，但係我都有著
好堅持每日瞓足八小時嘅堅持力。同時希望
見到呢到嘅你，希望你有咩學術問題記得問
我地啦，我地一定解答到你嫁。講下U之後
啦，FMSHK比到我最有趣嘅野就係可以識
到一班5同嘅人，可以出街食飯，一齊為某
件事去努力。希望見到你啦！[    ]

黎淑茵  市場拓部部長 

Hello~大家好:) 我係fmshk嘅市場拓展部部長 
Helen，依家喺香港中文大學讀緊食品及營養
科學。雖然我係莊員入面最老戈個，但絕對同
佢地無任何嘅generation gap 加！大學話咁快
就嚟到尾聲，好高興當初選擇咗嚟香港讀大學
並且加入左fmshk呢個大家庭，係呢到除咗認
識各位莊員寶寶外，我仲為在港嘅澳門學生服
務，為我大學生涯增添咗唔少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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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理工，城大

QS世界大學排名全球第49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全球第58位，
熱門學科為教育丶法學丶醫學及計算機科學。

中大校園面積一百三十七點三公頃，俯瞰吐露港，擁有全港最大的綠色校
園並俯瞰吐露港，教學設備齊全，並有校巴穿梭接駁。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1963年，為研究型綜合大學，以「結合傳統與現
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開設各課程。

中大的八個學院為學生提供多個本科及研究院課程，設有靈活的學分制以
及獨有的書院制，加強師生間課外的交流，凝聚學生的歸屬感。另外，大
學的通識教育亦為其一大重點。

備註： 僅供參考之用，正式日期有待各大專院校於大學官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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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POLYU，CITYU中大，理工，城大

QS世界大學排名全球第106位，熱門學科為酒店管理丶土木工程及建築，
另設有放射治療丶職業治療和物理治療等獨有學科。

1994年11月25日，理工學院獲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認可，正式取
得大學地位，並命名為香港理工大學。

理大校園位於紅磡，地處香港市中心，毗鄰海底隧道，地理位置優越，佔
地94,600平方米，交通接駁便利快捷。

QS世界大學排名全球第55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全球第119
位， 並設有六年制的獸醫課程，課程框架特別。

校園內設有多媒體藝術中心，有不同與傳播丶媒體相關的課程予學生依照
個人興趣選擇。

城市大學於全球大學就業能力調查中連續三年入位列全球首150名以內，
學術研究方面亦表現卓越，多個學科亦位處QS排名首150名以內。

TIMES  University RankingQS  University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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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嶺大，浸大

1983年，當時的浸會學院獲政府全面資助，成為公立專上學府，至1994
年獲得正名，成為香港浸會大學(浸大)。

作為一所香港特區政府資助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十分重視大學管治。浸
大致力提高資源管理的成效，確保在問責和工作效率方面更臻完善，履行
培育人才的重任。

浸大對教學和研究同樣重視，並鼓勵教職員和學生服務社會。浸大以全人
教育為辦學理念，現為亞洲最優秀的高等教育學府之一。

備註： 僅供參考之用，正式日期有待各大專院校於大學官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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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嶺大，浸大  UST，LINGU，BU

嶺南大學（嶺大）是香港的博雅大學，在本地高等院校中歷史最悠久。

嶺大學生可透過參加國際實習計劃，在實際環境工作中接觸不同的文化，獲
取寶貴經驗。這些計劃包括「東盟實習計劃」、「環球實習計劃」及 「美
國迪士尼世界暑期交流及工作計劃」及「大中華暑期實習計劃」等 。

嶺大亦秉承校訓「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為學生提供服務研習及其他服務
社會的機會，讓他們與社區保持連繫，並幫助有需要的人。

科大畢業生於全球大學就業能力排名第12位，連續五年位列大中華榜
首。

超過二十多年間，科大已迅速在全球的學術界躍升，並於<<2018 泰晤士
報全球年輕大學排名>>於世界排名位列榜首。

科大校園佔地超過60公頃（150英畝）坐落於優美的東九龍清水灣半島。

TIMES  University RankingQS  University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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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教大

備註： 僅供參考之用，正式日期有待各大專院校於大學官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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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教大 HKU，EDU

 香港大學的排名在香港高等院校中長期名列前茅，亦曾持續位於《QS》
及《泰晤士》綜合排名的亞洲三甲之列。

《QS世界大學排名》（2018/19）及獨立的地區性《QS亞洲大學排名》
（2016）中分別將港大位列第25及第2。

是香港最早建立的高等教育機構。成立之初，更是大英帝國在東亞成立的
唯一一間大學。

2018年，教大的教育及師資培訓在國際QS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全球第9
名、亞洲區第2名。

教大發展時間較短的心理學和社會科學及管理也分別於2018年在國際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取得全球第251-300名和第323名。

為香港第十間大學及第八間公帑資助大學。

TIMES  University RankingQS  University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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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和澳門都是一個說廣東話的城市，但是香港總是有很多澳
門人不認識的新詞彙，因此很多在港就讀的學生都有過聽不懂別人
在說甚麼的經驗。所以本期刊特設這個專欄，能讓將要赴港讀書的
同學知道一些大學用語，從而避免「雞同鴨講」的情況發生。

Dean's list

拉 CURVE

NDS

大學某些課程為了限制取得A Range的人數，便會選定每個課程能拿A 
Range的人數百分比。因此有時候就算能拿到95分以上的成績都未必能
取得A Grade。又或者就算分數較低，因着其他人的表現也可能取得意
想不到的「靚Grade」。

又叫「顛list」。正確中文名稱為院長嘉許名單，每個學院中只有傑出學術成績的一群
才能進入「Dean’s list」。而每間大學進入「Dean’s List」的門檻都是不一樣的。

即內地學生。NDS 為內地生的普通話拼
音「Nèi dì shēng」的縮寫。

大學術語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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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庇護

走讀生

JAM野

即獎學金，船這個叫法是沿於
獎學金的英文「scholarship」。

即為設計、預備或製作活動
所需的物資。

即沒有在校內住宿的學生。
而中大很多書院都設有
走讀生舍堂為走讀生提
供一個在課餘休憩的地方。

即未經他人同意使用或拿走他們的東
西。在大學最常發生「jam野」的地方
應該就是學生宿舍了。因為大多數宿
舍中的冰箱都是共用的，而有些人可
能因一時之利便會「jam」別人的東
西。所以各位在大學校園住宿的同學
們記得要好好看管自己的東西呀！

上莊
莊︰即校內的組織、學會等內閣的別稱。而
上莊即為擔任校內該組織之幹事。例如我們
Exco們現在就是在上FMSHK呢一支莊啦 。
莊員即指學生組織的成員。而莊務解為學會
事務。落莊即為缷任。轉莊解作換屆。招莊
意指招人。

大學術語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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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功績勳章受勳者－ 胡漢賢老師（圖右）

 對於學生的升學選擇和生涯發展，老師的角色可以說

得上是舉足輕重。同時，一個好的老師除了在課堂上教導

學生知識之外，私底下亦能成為學生平日最好的朋友。胡

漢賢老師從事教育事業近半個世紀，是無數個學生亦師亦

友的人生導師。二零一四年，胡漢賢老師獲澳門特區政

府頒授教育功績勳章，以表揚他對教育界的貢獻。近年 

，即使胡sir退了下來，他亦繼續致力為學生提供升學輔導服

務，為莘莘學子的升學路上增添了一盞明燈。本期專題人物邀

請了擁有豐富升學輔導經驗的他來分享一下他對升學的心得和

建議。

專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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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M指 Mackonese， W指胡漢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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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以您的了解，近幾年澳門人到香港升學的情況如何？

W: 其實近年香港都十分重視澳門學生，例如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教

育大學都曾與我聯繫，並希望鼓勵更多澳門學生到香港升學，而其中城大尤其重視澳

門，但可惜因它競爭力不及國內，所以人數減少，可是城大仍然特意親自來澳舉辦講

座招募學生。校園的環境和條件都很好，但問題是澳門學生對城大不太熟悉，而當中

最為澳門同學熟悉的就是中大、港大和科大。我亦曾多次語重心長地對學生解釋，其

實並沒有一間最好的學校，只有最合適的學校，意思就是如果這間學校對你的興趣、

發展有幫助，那麼這間就是對你最好的學校。所以我認為不論去香港、國內或其他地

方升學都不是一個大問題，最重要的是選對你喜歡的科目和未來的發展方向。老實

說，我覺得澳門中學生都比較被動，很多對升學的事情都一知半解，很多時候都是倚

靠升學輔導老師和學兄學姊提供資料給他們。不過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由於澳門整體

往香港升學的人數不多，所以即使有做宣傳工作，對吸引學生的成效也不大。

M: 在您認識的所有到香港升學的同學當中，可以分享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例子嗎？

W: 我曾經推薦一位學生到港大讀法律，她叫Rebecca，她不但成為了律師，更在中環

開設了律師樓，是一位女強人。當年她在聖心F5畢業後到粵華讀F6，而我就是她的數

學老師，後來我推薦她考入港大法律，她也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前年粵華90週年時我

更特地安排了人手去訪問她。至於另一位則是在中文大學讀物理的黎同學，他畢業的

時候在畢業試中每一科都達到滿分的4.0，結果六位教授都希望他畢業後可以留在大學

擔任助教。所以，我相信澳門學生是有能力的，只要在英文方面再作改進，他朝必能

成大器。另外，在香港讀書的一個好處就是有各式各樣的獎學金，我曾經有位學生在

港大讀數學，由於家境問題，他大學第一年過得比同輩辛苦，但第二年起他憑著自己

的才能同時拿到四個機構的獎學金，學費問題也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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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您對於在香港讀書的澳門學生有甚麼建議？

W: 我建議大學生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可以做兼職，因為兼職始終對成長有影響，好

處就是可以在多掙一點零用錢的同時認識一下外面的世界，但壞處就是很容易顧此失

彼而影響學業，最後得不償失，為了一點零用錢而損失自己的前途。另外，我建議在

頭一兩年盡量修多點學分，之後就可以輕鬆些許，亦寧願你這時才做兼職或實習，再

者可以計劃一下如何吸收更多經驗和尋找工作。

另一方面，同學亦可以盡量申請不同種類的獎學金，而對於在香港升學的澳門學生來

說，獎學金主要分成兩種——澳門政府或香港社會給予的獎學金。通常學生會都會定

時更新這些資訊，當然優厚的獎學金通常會有條件，例如可能要求你到他的公司工作

一兩年。其實這是一件好事，因為他會為你申請香港居留權，亦不用趕在畢業一年內

獲招聘以得到居留權，更有很大機會碰上好的雇主。

最後就是建議大學生要多些留意你個行業和接觸社會的事，因為現今的社會與以往不

同，死讀書是沒有用的，一定要與社會接觸，這樣其實對於你整個成長都會有幫助。

由於大學生和中學生不一樣，中學生甚麼都有規範，而大學生的話是需要你自己管自

己，所以自我調節是很重要的，因此做大學生很重要的是你能夠獨立處理問題。當

然，亦要認識多一些與你行業相關的朋友。這個社會是很實際的，如果你認識的朋友

是跟你的行業有關，那麼你將來找工作都變得輕鬆一點。我們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就

是這樣，參加派對時認識朋友， 所以大學生應該多接觸外面的人，擴展你的人際關

係。雖然聽起來微不足道，但將來會變得很有用，特別是在中國人的社會，人際關係

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們要建立一個人際網絡，懂得與人溝通。大學就是社會的縮影，

很多時候香港的大學校友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香港大學這麼出名就是因為它的校

友網絡很厲害。

M: 對於正在準備升學的澳門中學生，您有甚麼建議給他們？

W: 其實完成大學只是讓你有機會去了解社會，仍然是處於最初的階段，所以在大學裏

你首先要學習如何與別人接觸和溝通。中學時的朋友圈子多數也限於自己班級，但到

了大學就截然不同，所見所聞會變得更加深入和廣闊。大學就好比一個社會的縮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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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文）這幾年的生活對未來有著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希望學生能選一些適合自己

的大學。事實上，不少學生對香港升學都不太了解。除了澳門幾間比較出名的中學

外，其他學生對香港升學的渠道都不太熟識，但是其實有不少同學對香港升學是有興

趣的，特別是一些優秀的學生。

我亦鼓勵學生不要只著重澳門，要放眼世界，始終一個人的目光必須夠長遠才會有更

加好的發展機會。香港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一來與澳門距離近，二來發展前景㬌

也較好。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對教育投放了大量資源，因此教學水平一直在國際享負

盛名，而且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求學環境亦可令澳門學生擴闊視野。但其中一

個問題就是同學一定要提高自身的英文程度，香港是一個殘酷的社會，無論你在其他

方面有多優秀，一旦英文程度不足就會失去機會。但可惜澳門有很多學校都以中文為

主，英文為副，以致英文程度追不上香港，因此或多或少也影響到同學去香港升學的

意欲。IELTS對於英文學校的學生來說考到6 - 7分是一件平常不過的事，但對一些中

文學校來說，要考到這個分數就不是一件易事，而這件事更是阻擋他們到香港發展的

一個主要障礙，因為香港的大學要求學生的英文達到一定程度才會對你的入學申請作

出考慮，而且要求也越來越高。其實不少同學都有深厚的實力，假如能夠從鼓勵出

發，加強英文方面的訓練，再將環境與個人努力互相配合，假以時日必定會有更多

澳門的學生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不過切記，若然想到香港升學就應要提早一至兩

年，由F4開始準備，因為大多數大學都依靠F4、F5及公開試的成績作為參考，加上

有很多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出來，到畢業班才準備就為時已晚了。例如IELTS

應該在F5先考，成績達標的話就可以擔心少一件事，而且既然有政府資助就應要好

好運用。 

我覺得往香港升學是一個十分不俗的選擇，因為香港在世界上都擁有一定的國際地

位，其中一個好處是你可以有很多機會藉著香港到世界各地交流，所以我們都非常鼓

勵同學去香港升學，但無論打算到哪裏升學，請緊記先做一些調查，了解你心儀的大

學和學科，從而知道自己到底適合哪一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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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小編是在粵華中學畢業的，雖然可惜未曾上過胡漢賢老師所教的課，但小編亦曾經試

過就升學的問題請教過他，他都很熱心解答我的疑惑和給我寶貴的意見，令我最終找

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大學和學科。雖然胡sir平時公務繁忙，在我們邀請他的時候，他

更不在澳門，但他返澳後就立即答應接受我地的專訪，令我們深感榮幸。在訪問開始

前，胡sir更送了他特意從外地帶回來的書籤給我們，並祝福我們學業進步，令我們既

驚喜又感恩。在這次專訪當中，胡sir很熱情地分享了很多他在升學輔導工作所遇到的

事，以及他對澳門學生的寄語。其中，最令小編深刻的就是胡sir所說的「沒有一間最

好的學校，只有最合適的學校」，小編亦認識不少朋友因為在選擇大學時，只顧著大

學排名卻忽略了自己的興趣和出路，結果他們對自己所讀的科目完全沒有興趣，令自

己很辛苦地捱過幾年大學生涯，後悔不已。希望無論是即將準備升學還是正在香港讀

大學的你都能透過本次專訪有所得益，認清自己未來要走的路，盡早做好準備。

特別鳴謝     胡漢賢老師

撰  文      廖梓泠 楊展豪

攝  影      楊展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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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點評

百份百

親身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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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U

HKUST

 LG1美心燒味幾好食。

記住哦： 

不要浪費食物

要珍惜食物喔

食飯有LG1/LG7/LSK都唔錯

金額都唔會好貴，大學飯都幾抵。

兜個彎就有好野食。

今年新開左唔少餐廳

DOWNLOAD下邊個APP試下。

CUHK 善衡

美心營運的餐廳，中午好食的燒
味部會大排長龍。傳說有口水雞
非常好食，有機會不妨一試。咖
啡閣有Starbucks仲有平價麵包同
微波爐，買定做早餐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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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 和聲

和聲書院負二層的食堂，可以睇住個無敵海景食飯。食堂除了有食堂必備的雙/
三餸飯，仲有米線、燒味等等。最特別係會有「期間限定」的餐點，例如去年就
有煲仔飯、sabu sabu丶火鍋等等。整體價錢偏貴，只要手持和聲卡就會有折扣，
所以如果有朋友讀和聲可以借來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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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 和聲
和聲地下的cafe，甜品有waffle丶 Movenpick雪糕丶心太軟等等。有露天雅座坐擁
吐露港全景。價錢一樣偏貴，有和聲卡有折。完sem或周末可以放鬆一會兒。

伍宜孫書院學生飯堂 在伍宜孫負一層，有珍珠奶茶賣。他們的火鍋係最好食同足料的。
價錢同和聲差唔多。

聯合書院學生膳堂 他們的雙餸肉餅同炸雞脾都十分美味。另有甜品木槺布丁和芝士蛋
糕，冬天更設有火鍋同部隊鍋，價錢也十分大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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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篇

對澳門學生來說，香港大學說得上是最方便的大學。自從2014年港島綫西延開通之
後，由香港上環碼頭坐港鐵到香港大學站只需要大約4分鐘，途中會經過西營盤站。

要前往香港教育大學，首先於港鐵上環站乘搭港鐵港島線，於中環站轉乘荃灣線，然後
於旺角站轉乘觀塘線，於九龍塘站轉乘東鐵線前往大埔墟站，最後轉搭275號巴士抵達
教育大學。

由上環碼頭乘搭港鐵到九龍塘站需時半小時便到㬌香港城市大學。

前往香港浸會大學的方法和城大相似，都是從香港上環碼頭乘搭港鐵到九龍塘站。而分
別在於要從A出口前往大學校園。

香港理工大學位於紅磡市中心，大家可以由香港上環碼頭乘搭109 、111、115或182
號巴士，經過香港海底隧道後第一個站下車，步行大約5分鐘就到達理工大學。另一個
選擇就是乘搭地鐵前往東鐵線紅磡站A1出口，然後經行人天橋直達校園。

香港科技大學位於香港清水灣，距離香港上環碼頭較遠。大家可以於港鐵上環站乘搭港
鐵港島線，於中環站轉乘荃灣線，然後於旺角站轉乘觀塘線，再於彩虹港鐵站落車轉乘
巴士（91、91P或91M）或綠色小巴（11 或通宵線11S）。

香港中文大學位於大學站旁，由上環碼頭乘搭港鐵到大學站大約需時45分鐘。首先於
港鐵上環站乘搭港鐵港島線，於中環站轉乘荃灣線，然後在旺角站轉乘觀塘線，最後於
九龍塘站轉乘東鐵線抵達大學站。

香港嶺南大學位於香港屯門虎地，大家可以於港鐵上環站乘搭港鐵港島線。於中環站步
行至香港站轉乘東涌線，然後於南昌站轉乘西鐵線至兆康站，再轉乘K51 (往富泰)，或
由 F 出口徒步約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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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位置示意圖

中大返回澳門時間：2小時 （校巴－地鐵－船）

科大返回澳門時間：2小時15分鐘（小巴－地鐵－ 船）

港大返回澳門時間：1小時15分鐘（地鐵－ 船）

＊港珠澳大橋及沙中線即將啟用，同學們返回澳門可以更快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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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本會旨在聯繫有意或正在港就讀的澳門學生，銳意建立交流平台予澳門學生交流在港就讀心得。因
此在過去的一年，本會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積極為他們服務，並促進學生們的交流，就讓我們回
顧過去一年所舉辦的活動吧！

第八屆
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
理事會交職典禮

本會第八屆理事會交職典禮假香港中文
大學順利舉行。除了讓會員見證新一屆
理事會正式上任，我們還藉此機會與各
界人士進行交流，讓他們了解本會的工
作及服務宗旨的同時，成員們也能擴展
人脈和宣傳澳門文化。

全港大學參觀一日遊

全港大學參觀一日遊這活動多年來深受中學生歡迎。活動
除了讓同學參觀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以及香港理工大學，了解它們的特色外，成員們也以自
身經驗分享申請大學須知以及在港生活點滴，使同學更了
解大學的生活環境，並藉此以提升同學來港升學的興趣，
讓未有心儀大學的同學了解更多升學的選擇。

JAN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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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澳門迎新聚

迎新聚為即將前往香港升學的準大學生創設
交流平台，透過破冰遊戲，讓他們互相認
識，在將來的大學生活中能互相照應。再
者，在是次活動，他們與在香港升學的學兄
學姐進行交流，了解在香港生活的情况和入
住宿舍的注意事項，從而做好準備。

AUG 

學生大使計劃

為有意到香港就讀大學的學生提供一個更直接方便的
平台以了解升學資訊以及助其適應大學生活。本會新
設立學生大使計劃，由目前在香港各大學就讀的學生
擔任學生大使，並按照該同學的興趣以及心儀大學進
行配對，在他們赴港求學的過渡時期，可向學生大使
尋求所需的協助及建議，讓彼此間建立友誼。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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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8-08-21~2018-08-25

上海交流團
是次交流團將計劃參觀上海市中其中兩所頂尖大學、上
海交通大學及復旦大學，與當地大學的對外交流協會和
參加者作交流。此外，交流團亦會在上海市內參觀不同
的國家歷史文物及景點，如上海豫園、上海科技館、東
方明珠塔等，欣賞祖國五千年的文化長河，讓同學可以
對上海的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

2018-09

新學年迎新活動系列
秉持一貫傳統，本會將在新學年舉行一連串迎新活動，
包括入宿服務及開學飯。入宿服務將為新生提供由香港
上環港澳碼頭直達所屬大學宿舍的入宿接送服務，並協
助他們處理入宿問題；開學飯是香港大專院校的一個傳
統，希望令新生能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當地的大學文化，
盡快適應大學生活。

想了解更多關於我們的活動，歡迎關注我們的Facebook帳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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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

秉持一貫傳統，本會將在新學年舉行一連串
包括入宿服務及開學飯。入宿服務將為新生提供由
上環港澳碼頭直達所屬大學宿舍的入宿接送服務，
助他們處理入宿問題；開學飯是香港大專院校的一
統，希望令新生能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當地的大學文
盡快適應大學生活。

2018-09

傾莊123
本會將於九月尾開始招募下一屆幹事會的新幹事。在傾
莊過程中讓有意成為第九屆fmshk幹事會成員互相了解，
期望能成功招攬一群熱血的新幹事，繼續為在港澳門學
生服務！

香港高等院校升學輔導講座
升學輔導講座將於十月舉行。有鑒於近年不少澳門中學
生有志赴港升學，本會希望透過舉辦升學輔導講座為中
學生提供渠道了解香港升學的準備，並解答學生對香港
升學的各種疑惑，讓他們在報讀大學之前能夠作出更充
分的準備，協助中學生決定升學意向。

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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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FMSHK

＃大學 ＃下一站

Mackone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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