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E31),二樓, 學生事務部 

電話: 8822 4638  傳真: 8822 2346  電郵: sao.aid@um.edu.mo  網頁: www.um.edu.mo/sao 

 

           

   請詳細閱讀“說明＂再填表。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姓名 
 

 

性別 
 

學號  
 出生日期 

 

學院 
 

主修科 
 

年級 
 

身份證號 
 

在校住址 
 

在校電話 
 

手機號 
 

郵箱 

 

家庭所在地地址 
 

家庭電話 
 

村委會/ 

居委會電

話 

 
郵編 

 

戶籍所在地地址 
 

郵編 
 

  出生地  

 
已婚否 

 

 

學費標準（元/年） 
 

健康狀況 
 

在當地受資助情況及金額 
 

家庭主要成員及有關情況 (已婚者請填上配偶資料） 

姓名 出生年月 
與學生 

關係 

工作（學習）單

位及職務 

受教育 

程度 
身份證號碼 

戶口 

類別 

每月收入(城鎮)(元) 

每年收入(農村)(元) 

        

        

        

        

影響家庭經濟狀況有關資訊 

 

 

家庭經濟收入 

城 

鎮 

 
家庭人口共 人，全家年收入         元，人均年收入                         元 

農 

村 

 
家庭人口共   人，當年各種收入總計      元，人均年收入                 元 

研究生適用： 

研究生課程期間生源地貸款金額_________________； 

本科貸款種類_________合同金額_____________還款期限__________，是否歸還_________ 

 
1. 該學生為  （①孤兒②殘疾③烈士子女④優撫家庭子女⑤下崗職工子女） 

2. 家庭突發情況（①自然災害：  ②大病重病情況：  ③家庭欠債情況：        

④家庭成員因殘疾或年邁而勞動力弱：         其他情況：                        ） 

學生陳述申請助學金理由： 

          本人保證以上填寫內容真實無誤，並予以認可。 
 
 

學生（簽名） 年  月    日 

家長或監護人保證以上填寫內容真實無誤，並予以認可。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年        月       日 

鄉鎮（或街道辦事處）一級民政部門認為所填內 容真實

無誤，並予以認可。 

 

            公章 年 月 日 

民政部門通訊地址  聯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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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S-025/F/SDS 
澳門大學學生經濟情況調查表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E31),二樓, 學生事務部 

電話: 8822 4638  傳真: 8822 2346  電郵: sao.aid@um.edu.mo  網頁: www.um.edu.mo/sao 

說 明 
 
1. 所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請認真如實填寫，所有選項不能空缺，不得塗改， 

如需重填，可在澳門大學學生事務部網站下載。如有特殊情況請另附

表格說明，如有疑問請撥打電話 (853-8822 4638) 查詢； 

2. 請務必在表格上蓋上民政部門的公章； 

3. “全家年總收入＂指 “農民純收入＂或 “城鎮居民生活費收入＂的總和； 

城鎮居民 “每月收入＂包括工資及獎金、福利、津貼等 ；農民人均純收入=

（農村居民家庭總收入—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稅費支出—生產性固定資產

折舊—贈送農村外部親友支出）/農村居民家庭常住人口（全年經常在家或

在家居住 6 個月以上，經濟和生活與本戶聯成一體）； 

4. 如有家庭成員體弱多病，需附上相應病例證明影印本； 

5. 遞交其他證明的影印本，如家庭成員失業，請出示相關的失業證明影印

本，並注明失業時間，是否已經再就業； 

6. 家庭所在地若為貧困縣市，請在“戶籍所在地地址＂中注明。 

 

 

                                                                    收集個人資料聲明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澳門大學根據第 1/2006號法律作為一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將處理在本表格內所收集的個人資

料作舉辦活動、提供服務及聯絡之用。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being a public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s set in Law No. 1/ 2006, will 

process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on this form for activity organization and contact purposes. 

 基於活動 或服務所需，上述個人資料有可能轉交本澳相關機構。 

Due to the needs of the activity or service, the personal data on this form may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organizations in Macao. 

 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更正或更新其存於本校的個人資料。 

The applicants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rectify or update their personal data stored at UM. 

 透過電子網絡傳送的個人資料有可能被未經許可的第三者盜用。 

The personal data circulated on the network may be at risk of being used by unauthorized third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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