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間設計專業文憑課程 

更新日期： 2019 年 12 月 3 日 

報名方式 2019 年 12 月 13 日或之前以電話或電郵形式留位 
(電話 8822 4545、電郵 cce.enquiry@um.edu.mo)   

主講者 符軍院士   

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日)，11:00 -  12:30   

地點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 
(地址：廣東省珠海市橫琴新區環島東路 1889 號創意谷 8 棟)    

費用 全免   

對象 從事設計行業的人士   

授課語言 普通話為主   
    

課程簡介會 

合辧機構： 主辧機構： 



報讀要求 入學需經甄選。必須(1)具備學士或以上學歷，並具 3 年或以上設計工作經驗；或
(2)具備大專學歷，並具 5 年或以上設計工作經驗。    

報名手續 備齊以下文件於截止報名時間內遞交至本中心（或於網上填寫報名表時上傳文件電
子檔）。文件未齊恕不接受報名。報讀所須文件：   
1. 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報名表  
2. 往返澳門及內地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3. 聲明書 (提交報名表後向學員發出) 
4. 學歷證明及資格證明文件副本 
5. 相關年資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必須蓋上公司印章、主管姓名、主管職稱及主管簽名
作實) 
6. 2 寸證件照 
7. 個人履歷 
8. 代表作品概述 (概述 3 至 5 個設計項目及其時間、地點，獲獎作品請標明所獲得
的奬項) 
9. 單位或機構的推薦信 (如適用) (必須蓋上公司印章、主管姓名、主管職稱及主管簽
名作實)   

修讀方式 1.  學員成功修讀每一單科課程合格（50 分）及出席率達 80%或以上，以及必須出
席所有參訪活動 (如適用)，可獲頒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與澳門國際設計聯合會
發出之課程結業證書。   

2. 學員成功修讀四科更可獲頒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與澳門國際設計聯合會發出之
專業文憑課程畢業證書。      

課程詳情 

截止報名 2020 年 2 月 10 日   

開課日期及時間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9 月 14 日 ，9:00 - 22:00 (詳情見後頁)   

上課地點 詳情見後頁   

總課時 160 小時   (共四個單元，每個單元 40 小時)   

學費 MOP49,000  (學費於確定錄取後另行通知繳付) 
  

報名費 MOP100  (報名費於確定錄取後另行通知繳付)   

對象 從事設計行業的人士 
  

授課語言  普通話為主、英語為輔 
  



單元資料 

共有四個單元 (共 160 小時)，每單元均為證書課程，詳細資料如下： 
 
1. 建築設計與企業管理證書課程 (課時： 40 小時)        
本單元講解現代化建築設計中涉及的多方面能力運用。以城市規劃、居住形式與景觀語言、空間藝
術創新、自然環境、建築美學等方面為代表進行剖析，以此提高設計師們的專業綜合能力；同時，
設置建築設計企業管理領域內容，以人力資源管理為切入點，講解管理方法與實際運用，提供由個
人能力提升到企業管理優化的全方位學習體驗。 
上課日期：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9:00-12:30，14:00-17:30 及 19:00-22:00 
上課地點：澳門大學 (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2. 室內設計證書課程 (課時： 40 小時) 
本單元注重空間設計綜合性深化研究，涉及形式與風格、設計理論、人文藝術與美學、原創性設
計、設計地域性等多方面的探尋；同時，還設有設計標準規範化與新型材料探索。從理論到實際，
從傳統到新科技，試圖賦予空間設計以多種的可能性，闡釋空間設計與各個方面的關聯互通。 
上課日期：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8 日，9:00-12:30，14:00-17:30 及 19:00-22:00 
上課地點：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 (地址：廣東省珠海市橫琴新區環島東路 1889 號創意谷 8 棟) 
 
3. 公共藝術及產品設計證書課程 (課時： 40 小時) 
本單元以公共空間形體分析、構築物設計、規劃設計和景觀設計、環境藝術、綠色環保藝術與科
學、國際化潮流趨勢等多方面為研究對象，對公共空間設計進行深度化探討。同時，設有產品設計
領域，講解創意空間與藝術造型，研究材料工藝，注重逆向思維開發。將專業理論與實際操作相結
合，以此提高設計師的專業綜合能力。 
上課日期： 2020 年 07 月 17 日至 07 月 20 日，9:00-12:30，14:00-17:30 及 19:00-22:00 
上課地點：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 (地址：廣東省珠海市橫琴新區環島東路 1889 號創意谷 8 棟) 
 
4. 視覺設計效果表現與創意科技實操證書課程 (課時： 40 小時) 
本單元特設大數據與區塊鏈運用、企業運營與品牌定位規劃、設計經濟力與產業創新等多領域課
題，設計師通過表達設計思維的方式，能直觀地反應出設計師預想中的對建築物、室內空間、質
感、色彩、結構的表現及藝術處理能夠接近真實的場景效果。設計表現產生的效果是對客觀真實的
描繪，能夠啟發設計師產生新的設計思路，逐步完善設計。並針對企業策劃方案匯報等方面做出詳
細講解，以此提高設計師的專業綜合能力。 
上課日期： 2020 年 9 月 11 日至 9 月 14 日，9:00-12:30，14:00-17:30 及 19:00-22:00 
上課地點：澳門大學 (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1. 本文憑課程為一個完整的課程，學員不得報讀個別單科、不得跨期報讀及不得延期修讀。該文憑課程
的所有課堂不接受旁聽。   

2. 入學需經甄選。學費 MOP49,000 及報名費 MOP100 於確定錄取後向中心繳付。當學員成功繳付
後，中心會向學員發出繳付收據。本人亦需要自行購買及承擔就讀該文憑課程所產生的其他費用，如
交通、住宿、膳食及保險等。  

3. 該文憑課程的上課地點分別設於澳門大學 (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及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地
址：廣東省珠海市橫琴新區環島東路 1889 號創意谷 8 棟) ，成功錄取之學員需於開課前自行辦理簽
證，確保取得該文憑課程進行期間於澳門及珠海合法逗留及就讀整個文憑課程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便
順利完成整個文憑課程 ，並需於開課前向本中心提交有效的證明文件。 

4. 經甄選後，本中心將通知成功錄取之學員於指定期間裡繳付課程費用。費用一經繳付，概不退還。若
學員在開課前或中途退出課程 (包括簽證問題)，所繳的學費及報名費不設退回且費用不得保留至下一
期上課 。 

5. 成功錄取之學員可以親臨本中心用劃線支票或本票(由澳門地區內的銀行發出)，抬頭為「澳門大
學」、VISA/MASTER 信用卡或在網上繳付費用 (繳付連結由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發出) ，本中心不
接受使用期票及親臨使用銀聯或現金。若在繳付費用的過程中產生貨幣兌匯的差額及手續費，其費用
由學員自行承擔。 

6. 本中心將學員於第一單元及第四單元入住澳門大學校園裡的宿舍 (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房間費用每晚約澳門幣 500 元，費用需由學員自行承擔。學員需填寫本中心發出的聲明書作出申
請。若成功安排住宿，但學員因個人原因取消入住或縮短入住天數，亦需支付租用房間的全數費用及
其差額。另外，因校園宿舍房間數量有限，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安排，學員需自行安排及承擔整個文憑
課程的住宿費用 。 

7. 本中心保留隨時更改課程細則之權利。課程相關資訊可於本中心網頁查閱，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8. 若課程取消，中心將以電匯方式向本人 (持有澳門以外的銀行戶口) 退回學費及報名費，而當中所產生
貨幣兌匯的差額及手續費，由本人自行承擔。 

注意事項 

查詢 
地址 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 

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 
澳門大學 E3 中銀百年紀念大樓地下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 10:00 – 20:00 
星期六   : 10:00 – 17:00 
星期日   : 10:00 – 13:00 
(澳門公眾假期休息) 

    

【報名從速，額滿即止】如欲留位，請填妥網上報名表向本中心申請，留位以本中心電郵回覆作實。
恕不接受電話及傳真留位。   

【校友及退休職員優惠】凡持有由本校發出之「澳門大學校友卡」或「澳大退休職員證」，報讀此課
程可享學費 8 折優惠，每課程均設優惠限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恕不另行通知。本中心保留對此
優惠的最終決定權。如有疑問請致電查詢。 

  

網址 https://cce.um.edu.mo/                              電郵查詢   cce.enquiry@um.edu.mo                    
  

查詢電話 8822 4545                                                         圖文傳真 2883 8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