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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目的

對象

優化學校的招生機制，簡化家長辦理幼兒首次入學的手續，儘早確
定就讀的學校。

於2020年12月31日年滿3周歲，首次於澳門報讀幼兒教育階段的
澳門居民註一。

招生資訊

中央登記

學校公布面談時間

入學面談

公布正取生名單及網上
確認期

正取生家長到學校辦理
註冊手續

學校公布候補生錄取名
單及候補生家長到學校
辦理註冊/轉校手續

報讀其他學校

1月1日起

家長在教青局網頁/櫃台辦理註二

1月6日至1月20日

2月18日至2月21日

3月1日至3月29日

教青局網頁和學校公布正取生名單
4月3日

家長於教青局網頁查詢及確認入讀
一所學校
4月3日至4月5日

4月6日至4月8日(學校辦公日)

4月9日至4月29日(學校辦公日)

4月14日起

註一：非澳門居民必須具澳門有權限實體發出超過90天在澳門居留或逗留許可，方可在澳門學校就讀。
註二：登記前請先備妥幼兒合規格的近照（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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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sej.gov.mo

確認入讀學校
xxxxxxx

1/6 – 1/20

2/18 – 2/21

3/1 – 3/29

4/3 – 4/5

4/9 – 4/29

正 取 生 家 長 到
學 校 辦 理 註 冊
手續

4/14起

中央登記

學校公布面談時間

入學面談

家長於教青局網頁
查詢，並須確認正
取生入讀一所學校

學校公布候補生錄取
名單，候補生家長到
學校辦理註冊/轉校
手續

報讀其他學校

4/6 – 4/8



登入www.dsej.gov.mo
→點選“幼兒首次入學中央
登記措施”→ 中央登記

輸入幼兒、父母或監護人
資料，提交後獲手機短訊
通知驗證碼，輸入驗證碼
後按“提交”。

最多點選6所學校；

登記前了解學校的辦學宗旨、
特色及招生章程。

按身份證明文件輸入“基本
資料”，上載合規格的幼兒
近照後按“提交”。

按所登記的校部要求，分
別輸入“補充資料”後按
“提交”。

提交資料後24小時內獲手機
短訊確認完成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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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生資訊（1月1日起）
家長於www.dsej.gov.mo點選“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記措施”或
“入學指南專區”瀏覽學校的招生資訊。

可透過教青局網頁的連結到擬報讀學校的網頁瀏覽學校的招生章程。

2. 中央登記（1月6日至1月20日）
中央登記讓家長統一於網上選報心儀的學校，輸入“基本資料”和
按所選校部的要求填寫“補充資料”。



自行於網上登記；倘需協助，必須
帶備以下文件到教青局櫃台辦理。

文件： 文件：
幼兒合規格的近照一張
幼兒及其父/母/監護人的身份證明
文件正本及副本

幼兒合規格的近照一張
幼兒及其父/母/監護人的身份證明
文件正本及副本

必須帶備以下文件到教青局櫃台
辦理。

澳門逗留許可憑條或正在向澳門有
權限實體申請其子女的居留或逗留
許可證明文件

幼兒為非澳門居民幼兒為澳門居民

登記須知：

學校不設報名及面談名額的上限，且中央登記毋分先後次序，
家長不用急於搶報。

必須完整地填寫及確保資料正確；倘資料有誤，子女可能被學校
取消面談資格。

家長須留意報讀學校公布的招生章程，在選擇學校前宜留意學校
面談的日期，以減少面談撞期的機會。

幼兒近照規格：正面、免冠人像證件相片（樣本可參閱相關網頁
www.dsej.gov.mo的指引）。

倘子女是雙/多胞胎，宜以相同的澳門有效的手機號碼登記。

幼兒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及身份證號碼將由身份證明局作檢核。

家長須同意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轉交報讀學校作為幼兒入學登記
的用途。

倘須修改登記資料，必須於2020年1月20日或之前更新。

倘經“一般登入”登記的幼兒請保留手機驗證碼短訊，以便其後
登入教青局網頁查詢、修改登記及網上確認入讀資料。

倘經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完成中央登記，須統一以“一戶通
登入”進行修改、查詢及網上確認入讀資料。

倘為子女選擇外語學校，家長應按學校要求的語言填寫相關資料。



3. 學校公布面談時間（2月18日至2月21日）

4. 入學面談（3月1日至3月29日）

家長應配合學校公布/通知的面談日期及時間；特殊情況須經學校
同意，方可調期，學校有權因應實際情況酌情處理。

獲學校錄取為正取生的幼兒，其家長必須按時在教青局網頁
確認決定入讀的學校，逾期確認將無法保留學位。

倘修改入讀學校，必須於2020年4月5日或之前完成。

家長須預先留意學校的入學面談要求，並帶備學校要求的文件。

5. 公布正取生名單及網上確認期（4月3日至4月5日）

4月3日教青局網頁和學校公布正取生名單

已中央登記的幼兒家長須在教青局網頁：

       查詢子女獲錄取正取生的情況。

       在網上確認入讀一所學校。

www.dsej.gov.mo

正取生錄取情況
正取生名單



7. 學校公布候補生錄取名單及候補生家長到學校辦理註冊/轉校手續     
   （4月9日至4月29日）

6. 正取生家長到學校辦理註冊手續（4月6日至4月8日）

家長須在限期內帶備子女的身份證明文件，以及按學校的要求，

向決定入讀的學校辦理註冊手續。

新生的留位費不應早於4月6日提交。

倘候補生獲錄取通知，家長應按學校要求在指定日期內儘快
辦理註冊手續。

倘家長改變決定入讀的學校，可於4月9日至4月29日期間，

帶同子女之身份證明文件，到擬轉讀的學校辦理轉校手續；

家長若提供澳門有效的手機號碼，將獲手機短訊確認報讀；

同時，原來報讀的學校會收到該幼兒取消報讀的訊息。



倘家長委託他人前往教青局櫃台代辦“中央登記”手續，須預先
填寫委託書（委託書樣本可到教青局櫃台索取或在教青局網頁
下載）。受委託人須帶備填妥的委託書及其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並帶備幼兒及其父/母/監護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及副本，親臨
櫃台辦理。

根據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七條第三款
的規定：“在幼兒教育階段，除非家長提出申請，否則不得要求
學生留級。”

基於幼兒身心發展及其年齡的特徵，除因健康等特殊情況外，家長
不應安排子女留級。

倘家長向學校提出幼兒教育階段留級的申請，請自行於3月1日
起向學校申請。學校根據家長提交的留級申請信函和證明文件，

按實際情況評估學生的留級需要。

中學及小學教育階段各級學生，以及非首次入學幼兒的報名日期
於3月1日起，家長可自行到學校辦理。

其他訊息

倘子女於4月14日學校公布候補生錄取名單後仍未獲錄取，又或
擬選讀其他學校，家長可在教青局網頁查詢各校幼兒教育一年級
學位情況，並自行向仍接受報名的學校查詢及報讀。

為保障適齡幼兒的入學需要，有需要的家長可向教青局申請“學位
諮詢及安排服務”，可於辦公時間致電查詢或親臨教青局辦理。

8. 報讀其他學校（4月14日起）



查詢詳情或報名，請掃二維碼

上午 9:30-10:30

11月23日（星期六）

12月2日（星期一）

12月4日（星期三）

12月7日（星期六）

12月11日（星期三）

12月14日（星期六）

12月17日（星期二）
設英、葡文即時傳譯

上午11:00-12:00

下午2:30–3:30

下午4:00–5:00

下午6:15–7:15

下午6:15–7:15

上午9:30-10:30

上午11:00-12:00

下午7:00–8:00

下午2:30–3:30

下午4:00–5:00

下午6:15–7:15

聖保祿學校禮堂

婦聯學校禮堂

教青局一樓仲尼堂

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禮堂

教青局一樓仲尼堂

聖羅撒女子中學
中文部千禧堂

澳門街坊總會石排灣家庭
及社區綜合服務中心

2019年家長說明會（公開場）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中央登記專題網頁

www.dsej.gov.mo

教菁社區Instagram專頁
@dsejmacau

教菁社區Facebook專頁
@dsejmacau

櫃 台 服 務 時 間

日 期 櫃 台 地 點 時 間

1月6日至1月20日
（星期一至星期日辦公）

教育暨青年局
（澳門約翰四世大馬路7-9號一樓）

成人教育中心
（澳門祐漢看台街313號翡翠廣場3樓）

上午9:00-下午6:30

下午2:30-6:30

4月3日至4月29日
（清明節、復活節及

星期六、日照常服務）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
（氹仔布拉干薩街濠景花園24-26座

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