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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A 
 

 

 
Bibliografia geral / fundamental / livro-base: JOSÉ EDUARDO FIGUEIREDO DIAS, Manual de 

Formação de Direito Administrativo de Macau, 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 Macau, 2009. 

 

 

 

 

Parte I: A actividade regulamentar na R.A.E.M.; 

 

Parte II: O acto administrativo e 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Parte III: Validade e eficácia do acto administrativo; 

 

Parte IV: Estrutura e vícios do acto administrativo; 

 

Parte V: O contrato administrativo no Direito da R.A.E.M. 

 
 

 

 

 
 

 

 

 

 

 

 

HORÁ RIO DE ATENDIMENTO: 

 

3.ª feira e 4.ª feira, das 19h às 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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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支援服務 

學生事務部設有身心障礙支援服務，旨在為有永久性或暫時性身心障礙的同學提供相應的支援

，以便他們在大學裏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大學生活以及其他服務。 

 

  

若同學有肢體、視力、聽力、語言、學習或心理方面的障礙，導致在學習或日常活動中受到嚴重的

限制，同學可以與學生事務部直接聯繫，也可透過老師與學生事務部聯繫。我們將評估同學的需要

，並與老師商議，為同學提供適切的支援。若想了解更多服務的詳情，歡迎聯絡我們： 

電郵：sao.disability@edu.um.mo 

電話：88224901 

網頁：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S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AO) provides 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s for students with permanent or temporary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so that they can have equal opportunity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life and 

other services in the university. 

 

If you have physical, visual, hearing, speech, learning or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s) which substantially 

limit your learning o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please contact Student Affairs Office (SAO) directly or 

through your instructor. We will assess your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communicate with your 

instructor so as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support.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services, please 

contact us: 

E-mail: sao.disability@edu.um.mo 

Tel: 8822 4901 

Website: 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Serviços de Apoio aos Estudantes com Deficiência 

 

O Gabinete de Assuntos dos Estudantes oferece serviços de apoio aos estudantes portadores de deficiência 

permanente ou temporária, física ou mental, a fim de lhes garantir oportunidades iguais nos estudos, na 

vida universitária e no acesso aos serviços fornecidos pela Universidade.  

 

Caso tenha deficiência física, visual, auditiva, da fala, de aprendizagem ou psicológica, que condiciona, 

substancialmente, os seus estudos ou actividades da vida quotidiana, por favor contacte, directamente ou 

através do seu professor, o Gabinete de Assuntos dos Estudantes. Assim, avaliaremos as suas necessidades 

e comunicaremos com o seu professor, com o objectivo de lhe fornecer um apoio adequado.  

 

Para mais informações sobre estes serviços, é favor contactar-nos através de: 

 

E-mail: sao.disability@edu.um.mo 

Tel: 8822 4901 

Página electrónica: 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各位老師： 

 

  

學生事務部設有身心障礙支援服務，旨在為有永久性或暫時性身心障礙的學生提供相應的支援，以

便他們在大學裏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大學生活以及其他服務。 

 

  

若您遇到學生有肢體、視力、聽力、語言、學習或心理方面的障礙，導致他在學習或日常活動中受

到嚴重的限制，您或學生可以與我們專責的同事聯繫。我們會評估學生的需要，並與您商議如何為

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支援。若想了解更多服務的詳情，歡迎聯絡我們： 

mailto:sao.disability@edu.um.mo
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mailto:sao.disability@edu.um.mo
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mailto:sao.disability@edu.um.mo
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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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sao.disability@edu.um.mo 

電話：88224901 

網頁：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另外，我們的網頁亦載有一些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的小貼士，節錄如下： 

 

1. 如何協助肢體障礙學生 

 了解肢體障礙學生在行動、語言溝通、自我照顧以及身體姿勢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切忌在

未經溝通的情況下主觀認定他們在各方面的限制； 

 把課程資料、教材、成績、評語及其他有助學習及完成作業的資料放於互聯網上或電郵給

學生，使肢體障礙學生無須到學院辦公室、圖書館或其他地方索取有關資訊； 

 如作業需要較多的活動量才能完成，可安排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讓肢體障礙學生能與其

他同學分工合作，完成作業； 

 允許肢體障礙學生用抄寫以外的方法記筆記（如使用錄音筆、具語音輸入法的電腦等）； 

 配合肢體障礙學生的需求，考慮延長考試時間或繳交作業期限，或提供書寫以外的考評方

式； 

 安排教學、實驗、探訪、考察或實習地點時，事先考慮肢體障礙學生可能遇到的困難，並

注意交通上之需要。 

2. 如何協助視覺障礙學生 

 了解視覺障礙學生在溝通、自我照顧、讀寫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切忌在未經了解的情況下

主觀認定他們在各方面的限制； 

 允許視覺障礙學生使用抄寫以外的方法記筆記（如使用錄音筆、具語音輸入法的電腦等）

； 

 在視覺障礙學生的要求下，可安排他們坐在最能清楚地看見黑板、白板或投映幕的位置； 

 配合視覺障礙學生的需求，考慮延長考試時間或繳交作業期限，或提供書寫以外的考評方

式； 

 把課程資料、教材、成績、評語及其他有助學習及完成作業的資料放於互聯網上或電郵給

學生，使視覺障礙學生可以透過電腦將資訊放大或使用其他輔助工具來閱讀； 

mailto:sao.disability@edu.um.mo
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https://www.um.edu.mo/sao/scs/sds/aboutus/cn/scs_missi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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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使用文字、圖像、影片等作教材，特別是色彩斑斕的影像素材，如有需要，可額外提

供輔助教材（如聲帶、口述的大綱或摘要等）； 

 使用ALT 

attribute功能，透過視障輔助軟件把圖形格式檔案轉換成文字讀出。請按這裏 瀏覽在HTML 

網頁使用 ALT attribute 功能時執行的程序，請按這裏 瀏覽在UMMoodle使用 ALT attribute 

功能時執行的程序； 

 

 於製作網頁或編輯其它電子訊息資料時，請使用無障礙功能，請按這裏(第32-

35頁)瀏覽無障礙網頁功能指引； 

 

 預先分發教材及課本，讓視覺障礙學生能有足夠的時間將教材內容錄音或轉化成其他較方

便他們閱讀的檔案類型； 

 如必須使用列印／投映的教材，請與視覺障礙學生討論最適合他的大小； 

 減少教室內的噪音，如必須進行小組討論，請儘量指導同學逐一發言。 

3. 如何協助聽覺障礙學生 

 與聽覺障礙學生商討最適合他的說話聲量、速度及座位安排等； 

 將主要課堂內容納入文字教材，並儘量使用書面資料； 

 儘量避免小組討論，如必須進行小組討論，指導同學面對有聽覺障礙的組員逐一清晰發言

； 

 授課時面對學生，避免邊說邊寫或說話時走來走去，更不要走出聽覺障礙學生的視線範圍

！ 

 說話時別讓書本或其他東西遮住嘴唇，並避免站在強光前授課，以免影響讀唇效果； 

 說話時可根據內容加強面部表情、手部動作等身體語言； 

 面向全體學生重覆個別學生的提問或意見，好讓聽覺障礙學生也能分享該訊息； 

 若在課堂內播放影片，請選擇配有字幕的影片； 

 保持教室在極低噪音的狀態。地板、牆壁或電風扇所發出的聲響及回音都會影響助聽器的

接收； 

http://faq.icto.umac.mo/how-to-ensure-the-accessibility-of-information-for-students-with-visual-impairment-in-html-webpage/?lang=zh-hant
http://faq.icto.umac.mo/%E5%A6%82%E4%BD%95%E5%9C%A8-ummoodle-%E4%BD%BF%E7%94%A8-html-%E7%9A%84-alt-%E6%A8%99%E7%B1%A4%E4%BE%86%E6%8F%90%E5%8D%87%E8%B3%87%E8%A8%8A%E5%8F%AF%E7%94%A8%E6%80%A7/?lang=zh-hant
https://webdocs.umac.mo/sites/governance/All%20documents/Use%20of%20the%20University%20Ident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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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聽覺障礙學生的需求，考慮延長考試時間或繳交作業期限。 

4. 如何協助語言障礙學生 

 了解語言障礙學生在溝通、讀寫等方面的特殊需要； 

 配合語言障礙學生的需求，考慮延長考試時間或繳交作業期限； 

 如果語言障礙學生能夠說話，請給予他們發言的機會，但切勿強迫他們發言，令他們在發

言時成為班上的焦點往往會帶來反效果； 

 公開演說會讓語言障礙學生感到壓力，請儘量減少口頭報告及演講等考評方式。 

5. 如何協助學習障礙學生 

 了解學習障礙學生的特殊需要，如安排坐在較前的座位、減低拼字的評分比重、考試時允

許使用字典或計算機等； 

 將課程大綱、時間表及其他教材預先分發給學生，讓學習障礙學生能有足夠的時間作準備

； 

 在筆記、講義上把重點標示出來； 

 考試時必須確保教室的安靜，減低外界的騷擾； 

 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進行教學，引起學生的興趣，藉此加強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能力； 

 嘗試將教學融入生活，讓學生能學以致用，增加練習的機會； 

 提供多感官學習途經，以不同的方式將知識重覆傳遞給學習障礙學生，例如將寫在黑板、

白板或投映幕上的補充資料讀出來、將口述的重點寫出來或用身體動作表達出來等； 

 允許學習障礙學生用抄寫以外的方法記筆記（如使用錄音筆）； 

 配合學習障礙學生的需求，考慮延長考試時間或繳交作業期限，或提供書寫以外的考評方

式（如口試）。 

6. 如何協助心理障礙學生 

 私下與心理障礙學生討論並了解他們的情況（包括用藥及治療的情況、容易使他們感到壓

力的因素及其他特殊需要）； 



 

 8 

 儘量在課堂中安排更多休息時間，或容許心理障礙學生坐在靠出口的位置，好讓他在必要

時離開教室休息； 

 將課程大綱、時間表及其他教材預先分發給學生，讓心理障礙學生能有足夠的時間作準備

； 

 允許心理障礙學生用抄寫以外的方法記筆記（如使用錄音筆）； 

 配合心理障礙學生的需求，考慮延長考試時間或繳交作業期限，或提供其他考評方式，以

減低學生所要承受的壓力； 

 如須與心理障礙學生談論其學業表現，請在私密的情況及環境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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