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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欣同学 电脑学学士学位课程三年级 

 

回想起过去两年在这里的学习，真是觉得自己获益良

多。理工学院以「小而精，小而美」闻名，在这以小

班制形式的学习环境下，老师可以了解到每一位学生

在学习上的困难，他们亦很乐意提供协助，让学生更

容易掌握课程知识。 

以我所就读的电脑学课程而言，学校、老师都为学生

未来的发展提供不少铺垫。课程不定期会邀请来自世

界各地的专家来进行讲座，让学生认识到课本以外的

知识，亦籍此了解到相关学科的发展。此外，每年暑

假课程都给予学生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交

流的机会，而我更有幸在刚过去的暑假参加这个活

动。通过这次的学习经历，我不仅丰富了自身计算机

知识，同时亦大大提升了英文能力，可说是获益匪

浅。电脑学课程在国际层面上也毫不逊色，课程早已

以最高质量级别通过了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IET) 的学

术评鉴，成为澳门首个通过国际学术评鉴的高等学位

课程。学生不但能成为 IET 的会员，更在毕业后具备

申请国际认可的英国注册工程师所需之相关学历。这

都是为学生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垫脚石。 

虽说我在理工学院学习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我真真

正正感受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学习气氛浓厚的环境之

下。不同的学习机会，一次又一次的丰富了我的知

识，当中收获到的点点滴滴，再一次证明我当初的选

择是正确的。 

 

 

方心怡同学 电脑学学士学位课程四年级 

 

澳门理工学院的治学理念是“小而美，小而精”。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硬件设施一流。除了硬件设施以

外，学校还不定时的举办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交

流、讲座等，大大拓宽学生的视野。 

本人就读的电脑学学士课程提供许多机会给学生，比

如去美国的 UCLA 交流，成为 IET 的成员等。我就在

大一的时候面试成功去了 UCLA 交流。升上了大四，

与大一完全不一样，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设计自己的小

程序，基本上每个科目都会要求学生做演示做项目，

我觉得这些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好的，毕竟实践才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方式。 

上课以小班的形式，全英文上课，更大程度上发挥教

学资源。理工的老师每一位都尽职尽责，如果你有不

懂的地方可以随时以电邮的方式预约老师进行面对面

的讲解。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你一定能学到许多。 

倘若你想要更加自由的学习时间，更多种的人文风情

语言的体验，本科四年后想要出国深造，那么澳门理

工电脑学课程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 

 

 



李浩宇同学 电脑学学士学位课程四年级 

 

我对在理工的学习生活有许多感受，想在此和大家分

享。从大一刚入学的那一天起，理工就给我留下了很

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致的外表，更是因

为它对待学生和教学一丝不苟的态度。理工不大，但

是内里的设备和活动区域却完善、合理得令人诧异。

除了平时上课的教室以外，还有许多间硬件设施良好

的学习室供学生 24 小时使用；图书馆藏书丰富，是

个学习赶工的好地方；健身房，台球室，练功房，体

育馆也满足了学生课余时间以及社团活动的需求；更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间的宿舍给予了学生最大的个人空

间，配备上空调和冰箱，宅一点的同学估计可以一个

假期不出门。 

学习方面呢，我作为一名电脑系的学生，全英文的教

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我不会粤语的尴尬；老师呢，有

和蔼，有严厉，有年轻玩得来的，也有年老接地气

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真真正正地在为学

生的学习生活考虑、负责；理工的学习安排很自由，

最大限度的给予了我们自我安排的权利，同时在专业

课之外，也给我们提供了些许的兴趣课程以及学校社

团，尽管不是很多，却也算齐全。 

总之，理工是一所很懂学生的学校，在这里，你可以

学得很舒服，但绝不轻松；你可以玩得很痛快，但绝

不过分；你可以过得很自由，但绝不盲目。是的，这

就是澳门理工学院。 

 

 

陈碧玲校友 

  
记得当初刚进入计算机科学课程时十分迷茫，感觉自

己几乎什么都不会，很多时候都会课前预习或者自己

去摸索，当然也可以跟老师约时间讨论。学校还有提

供计算机学习室，可以方便一些同学学习的需要，也

有相关经验的导师提供辅导服务。 

在学校里，我更多地得益于学校提供的各种机会。大

二时参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流学习活动，遇到

不同的事情和文化体验，也学习了不少东西。大三时

则是参与了假期实习计划，在那里能接触到很多新鲜

的东西，可以说它是完完全全吸引了我。 

回首在大学这四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什么都不会

的自己到现在步入社会已经三年了，能把在学校学到

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上也挺令人兴奋的，剩余的就边做

边学，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工作中

不断累积经验，装备自己。凭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和

干劲，我的工作表现获得上司的认可，并进而获得晋

升机会。希望在以后的成长中，我会走的更好！ 

 

 

2015.6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现在 担任程序分析员 

 



柯淑芹校友 

  
经过四年充实的大学生活，我终于毕业了！ 

当初收到理工寄来的「取录通知书」时，心情既开心

又害怕，因为我快要进入一个新环境，接受新事物，

建立新的朋友圈，而最令我担心的是，毕业后，将来

我可以做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反而

我觉得理工的生活太短暂，一瞬间就过去了，太多点

滴令人回味在心头。 

我选读的是理工学院电脑学本科课程，大部分学生在

入学前对电脑课程一知半解，我也是。事实上，电脑

课程是学与用兼备，在课堂上听老师认真讲解，令我

掌握计算机相关知识；下课后，老师带着我们到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

术研究会、到访香港大学、于深圳高交会交流、参观

本地企业等等，令我增广见闻，在社交网络和身心发

展上都得到充分成长，实在获益良多。 

毕业后，我工作于本澳的外资博彩企业，英语已成为

我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刚开始，我有点害怕，但事

实证明了，我四年努力并没有白费，加上教授们的帮

助，真是成就了我今天的好开始。 

 

 

陈庆宇校友 

  
四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可以用转眼即逝来形容，但

正是在澳理工学院读书的四年时间，改变了我的一

生。使我从一名对未来感到迷茫的青年引导成为一位

对现在的工作充满热诚，向着目标不断前进的人。 

于理工学院修读电脑学学士学位的四年间，虽然我的

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但我却感到无比的快乐及自

由。白天上课不断接收新的知识，包括计算机学理论

的讲解、数学逻辑的计算及不同计算机技术的实际操

作，我们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学科深入研究。主修计

算机学博彩技术的专业范畴使我对于澳门的博彩业有

了深入的认识，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对于一家博企更

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这些都对于我毕业后应征工

作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澳门理工学院的教学质量及电

脑学科的专业均具有国际知名机构的认可及质量保

证，使我的学历于社会上更加具有竞争力。 

除了知识的学习外，空余的时间我会选择参与学院社

团的活动，认识到很多不同学科的学生，甚至成为社

团活动的策划人，培养出领袖的才能，这些都成为我

人生中珍贵的经历。 

 

2015.6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曾任学生会会长 

现在 任职于外资博彩企业 

担任博彩操作分析员 

 

2016.6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现在 任职于外资博彩企业 

担任信息科技商业智能专员 

 



何建辉校友 

 
 

回看四年的学习生涯中，理工给予我的不单只是知

识，更多的是鼓励，态度和目标。在大学的成长过程

中，我学会了面对困难时要勇往直前，决不放弃。每

当我想放弃时，我会告诉自己“今天只能活一次，明

天又要是新的开始。事实告诉我们不放弃的人才是最

后成功的人。” 

对个人来说，在理工里我得到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学

识，而是为自己定下人生目标。从小到大我的成绩很

不理想，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学习的人，很多时候都

认为是为了父母才去上学，在高中毕业后，更差点进

不了大学。但后来就在理工浓厚的学习环境下，我慢

慢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和想得到更多知识的动力。我的

改变也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成功

的取得澳门特区政府奬学金。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成就

了今天的我。 

修读经过精心设计的电脑学课程后，为在英国继续升

学及工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作为一个软件工

程师的我，需要用到的编程语言，数据结构和算法都

能在课程中学到，特别是企业系统应用开发这一个科

目令我更了解到巿场上所用到的技术。透过不断练

习，增强自我能力，使我可以更快的投入新环境去学

习和工作。 

除此之外，理工的课外活动也是多姿多彩的。我曾代

表澳门理工龙舟队出战日本和中国的大型赛事。也幸

运地被选到澳洲作交换生学习英语。在最后一年的暑

假，更有机会跟随一群清华大学的学生一起到落后地

方进行义教。这都是一些难能可贵的人生体验，更重

要的是透过活动可以认识到很多人和物，以及可以与

他们成为好朋友。 

最后，学习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我认为大学不应只是

一个学习的地方，也是一块人生的踏脚石。好好运用

这四年来找寻自己的目标，这块石头可以变成你的一

个重要起点。 

 

 

2015.6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2015.9 前往英国继续升学 

现在 于英国担任软件工程师 

 



刘云雷校友 

 
 
2008年的金秋，我从天津七中毕业后，放弃了内地

一所知名重点高校的录取，选择了澳门理工学院。因

为澳门这个名字，因为这里的西式教育，因为这里的

计算机专业，吸引了我。 

大学四年，澳门理工的食宿条件舒适方便，教学设施

和环境和谐宜人，澳门这座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古老

而文明的城市散发着迷人的风情。大学四年里，新鲜

有趣的现代教学手段给我打开了求知的宝藏，我还曾

去美国、香港、上海、杭州、长沙等地的高校交流，

曾去香港参加国际计算机知识技能比赛，参加了本校

于美国高校联合的科研开发，曾去内地的井冈山义

教，去看广东开平的碉楼和杭州西湖，曾去大三巴闲

逛，在黑沙滩烧烤，感受了老城的安静和优雅，领略

了新城的热闹与繁荣。四年大学生活的浸润，我学到

了知识，增加了阅历，接触更辽阔的世界，丰富了人

生，提升了观念和思维，走上了启迪心智的新的历

程。 

在澳门理工的悉心培育和积极推荐下，大学毕业后，

我有幸被全球知名学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录取，继续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深造。完成硕士学位

后，我加入了加州一所科技公司，工作多年，期间得

到了公司上下的认可，并晋升为高级软件工程师，领

导公司软件项目的开发。最近转职至微软总公司。 

回顾我的大学求学历程，我感觉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我由衷的感谢你，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理工，我爱

你！ 

 

 

2008 天津七中毕业 

2012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2014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现在 于美国微软 (Microsoft USA) 任职 

 



顾骐骐校友 

 
 
记得在高中期间，同学们聊起以后是否去国外深造

时，其实我是拒绝的，因为英语基础差，畏惧英语教

学。高考后，凭我的分上中国内地的优秀大学可能性

不高，得知内地学生也可报读澳门的学校时，我们燃

起一线希望，决定来到澳门理工学院学习。这个决定

促成了我在美国的发展。 

理工电脑学课程也实施英语教学，我上课前预习课件

查生字，这使我逐渐产生了学习英语的热情。 

老师们教学不疾不徐循序渐进，夯实了我的 Java、

C# 程序设计基础；在网络系统管理、企业系统应用

开发等实践课程中我学会了这些技术在具体项目中的

应用方法；同时，企业导论、公共行政等课程告诉了

我们创业会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课余时间，我参加学校开设的广东话培训班，因为

澳门人虽然听得懂一些普通话，大多还是讲广东话。

澳门作为前葡萄牙属地，其葡文、英文、中文多种文

化相互交融的环境不仅宽阔了我的视野，而且让我学

会了平等与包容。我还学会了用搜索引擎自学，查看

多种文献，持续学习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注册参

与维基百科的撰写，懂得了可供查证、达成共识、中

立等关键信条，这对我团队合作和完成毕业论文和课

题报告有重要帮助。 

大一那年，学院首次举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交流

生项目，我即入选前往美国。学院每年均举办该项

目。 

我从理工毕业来到美国后，每年谢老师带队的交流生

们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我都前往辅助同学们

的项目，以回报当年谢老师和其他老师们的教导之

恩，也保持与澳门理工的合作，知悉学校的近况。 

 

 

2008 宁波中学毕业 

2013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代表澳门队参加 2013 年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

计比赛获铜奖 

2015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2015-18 于洛杉矶网络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 

现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在读 

 



牧日根校友 

 
 
这所学校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像我曾经以为的那样慢

慢褪色。那些熟悉到摸出规律的理工特色，在我写这

段文字的瞬间从眼前蹦出。定期会更换的盆景，校园

门口的雕塑，走廊墙壁上的海报，还有内地生和澳门

同学之间国语粤语混合的交谈，这些画面对在理工生

活学习过四年的人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 

理工这四年，一定是努力学习而且获益良多的四年，

学生的懒惰被勤奋的老师扫的干净。需要合作的项目

开发，思考空间开放但学术严谨的课堂，获邀的行业

内先锋的讲座，这些经验都帮助学生建立了完整的知

识结构和独立思考能力。理工的课程设置种类丰富、

实用性强，即使在研究生阶段也经常会用到本科的很

多知识，比如数据结构和算法、数据库等等。在学术

交流方面，理工也提供了相当的机会，像我就曾有幸

去到我现在就读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流学习，这

样的机会对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视野拓展都有着相当大

的好处。 

当然，理工的课堂之外也充满了精彩。街舞社、龙舟

队、英文辩论社、粤语辩论社、普通话辩论社等等的

学生社团琳琅满目。这四年，普通话辩论是我学习之

余投入最多的活动了。从一开始的队员，到队长，再

到教练，这份经验也帮助我在口语表达和批判性思维

两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像我这种经常需要写代码的人，已经不太会用文字表

达了，只是希望作为毕业生的一员，能如理工校训描

述的一样，成为一位“普专兼擅、中西融通”的人。 

 

 

2014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2016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肖宇滨校友 

 
 
2012-2016年就读于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课程。在理

工的四年青春岁月中，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叹，也

有留恋，但收获最多的还是理工为我未来人生道路所

点亮的一盏明灯，让我在攀登计算机科学这座高峰

中，勇敢而坚毅地走下去。 

来理工的第一年，我便成为了大一新生中唯一入选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暑期科研项目的学生。在 

UCLA 交流的过程中，我遇见了 Giovanni 教授，并

且被他的研究课题激起了极大的兴趣。于是，我选择

了在理工和 UCLA 的联合实验室中担任助理研究员，

继续钻研相关计算机知识。在实验室研究的这三年

间，我参与了大量的研究项目，发表国际期刊论文 1 

篇，IEEE 国际会议论文 1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出席了 MobiCom2015 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并

且每年都获得澳门基金会颁发的优秀学生奖学金。 

寻求精彩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要相信自己的选择，

天道酬勤，自强不息；理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包

容的校园环境和严谨求是的治学态度，不要错过打磨

和历练自己的机会；珍惜科研中和生活中的良师益

友，那是一生的财富。 

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2016.6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2018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现在 于美国 eBay 任职 

 



林彩月校友 

由报考理工那天开始，我的成长历程就慢慢发生变

化。考入理工后，我了解到电脑是一门如此专业的学

科，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电脑编程和算法时，感觉就像

看着一段一辈子都看不明白的外星人文字一样，不久

我就迷失了！幸好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及支持下，

加上自己的努力，成绩慢慢改善，并对计算机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和同学们组成队伍，在老师的

指导下，设计及编写了一些电脑系统来参加比赛，希

望挑战自己，期望能在比赛中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

方，吸取宝贵的比赛交流经验，在学习的道路上不断

进步。结果我们在几个大型计算机类比赛中获得了奬

项，当中包括「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及「全澳信

息科技大赛 — ALICE 三维编程比赛」。 

当初连电脑都不太懂的我走到今天能够开发出可解决

问题的系统，并且获得了许多奖项，我深深体会到成

功是需要付出努力。在理工四年的学习过程中虽然遇

到不少挫折，但我体验到失败乃成功之母。我真的成

长了，大学毕业了，在依依不舍离开理工前，我有幸

地夺得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这为我四年的

大学生涯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我感到荣耀，以就读理

工电脑而骄傲。 

2018.6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现在 担任系统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