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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欣同學 電腦學學士學位課程四年級

回想起過去兩年在這裏的學習，真是覺得自己獲益良

多。理工學院以「小而精，小而美」聞名，在這以小

班制形式的學習環境下，老師可以了解到每一位學生

在學習上的困難，他們亦很樂意提供協助，讓學生更

容易掌握課程知識。 

以我所就讀的電腦學課程而言，學校、老師都為學生

未來的發展提供不少鋪墊。課程不定期會邀請來自世

界各地的專家來進行講座，讓學生認識到課本以外的

知識，亦籍此了解到相關學科的發展。此外，每年暑

假課程都給予學生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交

流的機會，而我更有幸在剛過去的暑假參加這個活

動。通過這次的學習經歷，我不僅豐富了自身電腦知

識，同時亦大大提升了英文能力，可說是獲益匪淺。

電腦學課程在國際層面上也毫不遜色，課程早已以最

高質量級別通過了英國工程技術學會 (IET) 的學術評

鑑，成為澳門首個通過國際學術評鑑的高等學位課

程。學生不但能成為 IET 的會員，更在畢業後具備申

請國際認可的英國註冊工程師所需之相關學歷。這都

是為學生未來發展提供一個墊腳石。 

雖說我在理工學院學習只有三年多的時間，但我真真

正正感受到自己正身處於一個學習氣氛濃厚的環境之

下。不同的學習機會，一次又一次的豐富了我的知

識，當中收穫到的點點滴滴，再一次證明我當初的選

擇是正確的。 

淳湘琦同學 電腦學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澳門理工學院以“小而精，小而美”聞名，正是因為

這個治學理念，我被理工學院所吸引，進而來到理工

學院開始了我的大學四年學習生涯。理工學院以小班

制的形式進行授課，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學生的情況

都能夠被老師更好地瞭解。同時，老師也可以針對學

生情況的不同，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幫助。 

理工學院會不定期地舉辦講座，主講者包括世界各地

的專家，行政部門的人員，以及優秀的理工校友。學

生們有很多機會參與、聆聽講座，並且獲得啟發，受

益良多。之外，理工學院的課餘生活也十分精彩。理

工學院舉辦許多文藝表演。在開學時，理工會為新生

舉行迎新會；在畢業時，理工會為畢業生舉辦畢業晚

會。理工學院內有許多社團：學生會、街舞社、音樂

學會、戲劇社、辯論隊等等，它們都極大程度地豐富

了學生的課餘生活。 

在我就讀的電腦系，老師教授的學習範圍十分廣泛，

從電腦數學到資料庫，從硬體知識到程式設計，學生

的知識範圍得以大幅度拓寬。此外，電腦系還提供許

多機會，如每年夏天的美國 UCLA 交流之行，新開設

的意大利學習之行，學生入學即成為 IET (英國工程技

術學會) 會員等。這些讓學生有更多可能性去接觸到

校外的優秀學生，學習更多專業知識，並為未來的發

展打下更堅實的基礎。學生同時還有機會代表學院參

加眾多國家級比賽，在為校爭光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

的能力。 

總之，若是你想擁有更細心的教導，體驗更多元的文

化，得到更豐富的機會，澳門理工學院無疑是一個非

常好的選擇。 



呂明媚同學 電腦學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 

 

在入讀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課程之前，我對電腦的瞭

解僅限於以前日常的玩樂應用以及中學的資訊技術課

上所學的寥寥知識。又因這門課程是英文教學，怕自

己會跟不上所以在開學之前擔心了好久。 

開學之後，發現之前的擔心都是多餘的。就我個人感

受而言，電腦學的課程設置是循序漸進的，從基礎到

進階，一步一步，扎實向上。每一門課的第一節課，

老師都會介紹這門課的框架以及自己的聯繫方式。因

此即便有迷惑不解的地方，也可以在課下通過郵箱或

者面對面詢問老師。除了課堂上所學的知識，電腦學

課程還會提供機會，拓展引導我們在相關領域的學

習。每年暑假，學校都會組織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的交流活動，讓我們不僅有機會去實踐自己

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也在此過程中有了新的學習

體驗。比如在 2019 年的UCLA 交流活動中，我們學

懂了機器學習的一些知識，並在引導下做出了自己的

物體識別應用。除了交流活動，學校也會不定期舉辦

講座，興趣小組等。印象最深的是上學期參加的網頁

設計興趣小組，從學長分享教學中學到了很多，也促

使我想要去瞭解更多網頁設計相關的知識。 

時光匆匆，在過去的兩年裏，我的英文以及電腦相關

的能力都相較於初來乍到的自己提升了許多，也相信

在未來的兩年中會有更大的提升。 

 

 

陳碧玲校友 

  
記得當初剛進入計算機科學課程時十分迷茫，感覺自

己幾乎什麼都不會，很多時候都會課前預習或者自己

去摸索，當然也可以跟老師約時間討論。學校還有提

供電腦學習室，可以方便一些同學學習的需要，也有

相關經驗的導師提供輔導服務。 

在學校裏，我更多地得益於學校提供的各種機會。大

二時參加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交流學習活動，遇到

不同的事情和文化體驗，也學習了不少東西。大三時

則是參與了假期實習計劃，在那裏能接觸到很多新鮮

的東西，可以說它是完完全全吸引了我。 

回首在大學這四年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從什麼都不會

的自己到現在步入社會已經三年了，能把在學校學到

的知識運用到工作上也挺令人興奮的，剩餘的就邊做

邊學，所謂「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工作中

不斷累積經驗，裝備自己。憑著對這份職業的熱愛和

幹勁，我的工作表現獲得上司的認可，並進而獲得晉

升機會。希望在以後的成長中，我會走的更好！ 

 

 

2015.6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現在 擔任程式分析員 

 



柯淑芹校友 

  
經過四年充實的大學生活，我終於畢業了！ 

當初收到理工寄來的「取錄通知書」時，心情既開心

又害怕，因為我快要進入一個新環境，接受新事物，

建立新的朋友圈，而最令我擔心的是，畢業後，將來

我可以做什麼？現在這些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反而

我覺得理工的生活太短暫，一瞬間就過去了，太多點

滴令人回味在心頭。 

我選讀的是理工學院電腦學本科課程，大部分學生在

入學前對電腦課程一知半解，我也是。事實上，電腦

課程是學與用兼備，在課堂上聽老師認真講解，令我

掌握電腦相關知識；下課後，老師帶著我們到美國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學術交流、參加國際學術

研究會、到訪香港大學、於深圳高交會交流、參觀本

地企業等等，令我增廣見聞，在社交網絡和身心發展

上都得到充分成長，實在獲益良多。 

畢業後，我工作於本澳的外資博彩企業，英語已成為

我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剛開始，我有點害怕，但事

實證明了，我四年努力並沒有白費，加上教授們的幫

助，真是成就了我今天的好開始。 

 

 

陳慶宇校友 

  
四年對於人的一生來說，可以用轉眼即逝來形容，但

正是在澳理工學院讀書的四年時間，改變了我的一

生。使我從一名對未來感到迷茫的青年引導成為一位

對現在的工作充滿熱誠，向著目標不斷前進的人。 

於理工學院修讀電腦學學士學位的四年間，雖然我的

時間表排得密密麻麻，但我卻感到無比的快樂及自

由。白天上課不斷接收新的知識，包括電腦學理論的

講解、數學邏輯的計算及不同電腦技術的實際操作，

我們能夠按照自己喜歡的學科深入研究。主修電腦學

博彩技術的專業範疇使我對於澳門的博彩業有了深入

的認識，而電腦技術的應用對於一家博企更是不可缺

少的重要一環，這些都對於我畢業後應徵工作有很大

的幫助。同時澳門理工學院的教學質量及電腦學科的

專業均具有國際知名機構的認可及質量保證，使我的

學歷於社會上更加具有競爭力。 

除了知識的學習外，空餘的時間我會選擇參與學院社

團的活動，認識到很多不同學科的學生，甚至成為社

團活動的策劃人，培養出領袖的才能，這些都成為我

人生中珍貴的經歷。 

 

2015.6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曾任學生會會長 

現在 任職於外資博彩企業 

擔任博彩操作分析員 

 

2016.6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現在 任職於外資博彩企業 

擔任資訊科技商業智能專員 

 



何建輝校友 

 
 

回看四年的學習生涯中，理工給予我的不單只是知

識，更多的是鼓勵，態度和目標。在大學的成長過程

中，我學會了面對困難時要勇往直前，決不放棄。每

當我想放棄時，我會告訴自己“今天只能活一次，明

天又要是新的開始。事實告訴我們不放棄的人才是最

後成功的人。” 

對個人來說，在理工裏我得到最珍貴的東西不是學

識，而是為自己定下人生目標。從小到大我的成績很

不理想，因為我是一個不喜歡學習的人，很多時候都

認為是為了父母才去上學，在高中畢業後，更差點進

不了大學。但後來就在理工濃厚的學習環境下，我慢

慢感受到讀書的樂趣和想得到更多知識的動力。我的

改變也引起了老師們的注意，在他們的鼓勵下我成功

的取得澳門特區政府奬學金。就這樣一點一滴的成就

了今天的我。 

修讀經過精心設計的電腦學課程後，為在英國繼續升

學及工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現在作為一個軟件工

程師的我，需要用到的編程語言，數據結構和算法都

能在課程中學到，特別是企業系统應用開發這一個科

目令我更了解到巿場上所用到的技術。透過不斷練

習，增強自我能力，使我可以更快的投入新環境去學

習和工作。 

除此之外，理工的課外活動也是多姿多彩的。我曾代

表澳門理工龍舟隊出戰日本和中國的大型賽事。也幸

運地被選到澳洲作交換生學習英語。在最後一年的暑

假，更有機會跟隨一群清華大學的學生一起到落後地

方進行義教。這都是一些難能可貴的人生體驗，更重

要的是透過活動可以認識到很多人和物，以及可以與

他們成為好朋友。 

最後，學習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我認為大學不應只是

一個學習的地方，也是一塊人生的踏腳石。好好運用

這四年來找尋自己的目標，這塊石頭可以變成你的一

個重要起點。 

 

 

2015.6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2015.9 前往英國繼續升學 

現在 於英國擔任軟件工程師 

 



劉雲雷校友 

 
 
2008年的金秋，我從天津七中畢業後，放棄了內地

一所知名重點高校的錄取，選擇了澳門理工學院。因

為澳門這個名字，因為這裏的西式教育，因為這裏的

電腦專業，吸引了我。 

大學四年，澳門理工的食宿條件舒適方便，教學設施

和環境和諧宜人，澳門這座中國最早走向世界的古老

而文明的城市散發著迷人的風情。大學四年裏，新鮮

有趣的現代教學手段給我打開了求知的寶藏，我還曾

去美國、香港、上海、杭州、長沙等地的高校交流，

曾去香港參加國際電腦知識技能比賽，參加了本校於

美國高校聯合的科研開發，曾去內地的井岡山義教，

去看廣東開平的碉樓和杭州西湖，曾去大三巴閒逛，

在黑沙灘燒烤，感受了老城的安靜和優雅，領略了新

城的熱鬧與繁榮。四年大學生活的浸潤，我學到了知

識，增加了閱歷，接觸更遼闊的世界，豐富了人生，

提升了觀念和思維，走上了啟迪心智的新的歷程。 

在澳門理工的悉心培育和積極推薦下，大學畢業後，

我有幸被全球知名學府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錄取，繼續電腦科學專業的深造。完成碩士學位後，

我加入了加州一所科技公司，工作至今已近兩年，期

間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認可，並於近期提升為高級軟體

工程師，領導公司軟體專案的開發。最近轉職至微軟

總公司。 

回顧我的大學求學歷程，我感覺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我由衷的感謝你，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我愛

你！ 

 

 

2008 天津七中畢業 

2012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2014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碩士畢業 

現在 於美國微軟 (Microsoft USA) 任職 

 



顧騏騏校友 

 
 
記得在高中期間，同學們聊起以後是否去國外深造

時，其實我是拒絕的，因為英語基礎差，畏懼英語教

學。高考後，憑我的分上中國內地的優秀大學可能性

不高，得知內地學生也可報讀澳門的學校時，我們燃

起一線希望，決定來到澳門理工學院學習。這個決定

促成了我在美國的發展。 

理工電腦學課程也實施英語教學，我上課前預習課件

查生字，這使我逐漸產生了學習英語的熱情。 

老師們教學不疾不徐循序漸進，夯實了我的 Java、

C# 程式設計基礎；在網路系統管理、企業系統應用

開發等實踐課程中我學會了這些技術在具體項目中的

應用方法；同時，企業導論、公共行政等課程告訴了

我們創業會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在課餘時間，我參加學校開設的廣東話培訓班，因為

澳門人雖然聽得懂一些普通話，大多還是講廣東話。

澳門作為前葡萄牙屬地，其葡文、英文、中文多種文

化相互交融的環境不僅寬闊了我的視野，而且讓我學

會了平等與包容。我還學會了用搜尋引擎自學，查看

多種文獻，持續學習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註冊參

與維基百科的撰寫，懂得了可供查證、達成共識、中

立等關鍵信條，這對我團隊合作和完成畢業論文和課

題報告有重要幫助。 

大一那年，學院首次舉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交流

生項目，我即入選前往美國。學院每年均舉辦該項

目。 

我從理工畢業來到美國後，每年謝老師帶隊的交流生

們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時，我都前往輔助同學們

的項目，以回報當年謝老師和其他老師們的教導之

恩，也保持與澳門理工的合作，知悉學校的近況。 

 

 

2008 寧波中學畢業 

2013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代表澳門隊參加 2013 年泛珠三角大學生電腦程式設計

比賽獲銅獎 

2015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碩士畢業 

2015-18 於洛杉磯網路公司擔任軟體工程師 

現在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博士在讀 

 



牧日根校友 

 
 
這所學校在我的記憶裏並沒有像我曾經以為的那樣慢

慢褪色。那些熟悉到摸出規律的理工特色，在我寫這

段文字的瞬間從眼前蹦出。定期會更換的盆景，校園

門口的雕塑，走廊牆壁上的海報，還有內地生和澳門

同學之間國語粵語混合的交談，這些畫面對在理工生

活學習過四年的人來說，就像是家常便飯。 

理工這四年，一定是努力學習而且獲益良多的四年，

學生的懶惰被勤奮的老師掃的乾淨。需要合作的專案

開發，思考空間開放但學術嚴謹的課堂，獲邀的行業

內先鋒的講座，這些經驗都幫助學生建立了完整的知

識結構和獨立思考能力。理工的課程設置種類豐富、

實用性強，即使在研究生階段也經常會用到本科的很

多知識，比如資料結構和演算法、資料庫等等。在學

術交流方面，理工也提供了相當的機會，像我就曾有

幸去到我現在就讀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交流學習，

這樣的機會對學生的學術水準和視野拓展都有著相當

大的好處。 

當然，理工的課堂之外也充滿了精彩。街舞社、龍舟

隊、英文辯論社、粵語辯論社、普通話辯論社等等的

學生社團琳琅滿目。這四年，普通話辯論是我學習之

餘投入最多的活動了。從一開始的隊員，到隊長，再

到教練，這份經驗也幫助我在口語表達和批判性思維

兩方面有了質的飛躍。 

像我這種經常需要寫代碼的人，已經不太會用文字表

達了，只是希望作為畢業生的一員，能如理工校訓描

述的一樣，成為一位“普專兼擅、中西融通”的人。 

 

 

2014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2016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碩士畢業 

 

 



沈若辰校友 

 
 
每當打開理工的主頁，“普專兼擅、中西融通”的校

訓猶在耳邊，而在理工生活學習的點點滴滴也浮現在

腦海。 

在理工我主修的是電腦科學課程，而理工優秀的教學

方式給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學校採用小班制教學，

每個班級不到 20 名學生，這大大提升了上課的效率

和氛圍。在這樣的制度下，學生不僅僅是課堂的接受

者，更能積極參與到課堂討論上來，從而得到更為及

時的回饋。同時，理工的課程設置也讓我十分滿意：

在前兩年中，課程主要以傳授電腦理論知識為主，給

學生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而在後兩年，則要求學生

能結合理論和實踐，做出有意義的專案。在後兩年

中，大量的代碼和小組專案令我對理論知識有了更加

深刻理解，更加為我積累了對實際軟體發展寶貴的經

驗。我在遇到某些性能和演算法問題的時候，還時常

會翻出大一時候演算法的講義進行溫習回顧，每一次

都有另外一番收穫。 

不僅在教學品質上，理工在硬體設施上也是竭其所

能，給學生最好的生活和學習環境。理工給每個學生

分配好宿舍，每個星期都有專人打掃，並且明德樓宿

舍離教室只有 ５ 分鐘路程。這樣的設置雖有照顧“過

度”之嫌，但從另一方面體現了學校確實在想方設法

為學生免去生活瑣事的煩惱，從而把更多的經歷投入

到學習中。 

在理工獲得的生活、學習經驗讓我受益終生。在理工

這樣的學校度過寶貴的四年，我心懷感激並且為此感

到自豪。“普專兼擅、中西融通”不但是我在理工學

習生活的校訓，也成為了我今後繼續成長和奮鬥的一

個目標。 

 

  

2015.6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2017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碩士畢業 

 

 



肖宇濱校友 

 
 
2012-2016 年就讀於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課程。在

理工的四年青春歲月中，有歡笑，有淚水，有感歎，

也有留戀，但收穫最多的還是理工為我未來人生道路

所點亮的一盞明燈，讓我在攀登電腦科學這座高峰

中，勇敢而堅毅地走下去。 

來理工的第一年，我便成為了大一新生中唯一入選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暑期科研專案的學生。在 

UCLA 交流的過程中，我遇見了 Giovanni 教授，並

且被他的研究課題激起了極大的興趣。於是，我選擇

了在理工和 UCLA 的聯合實驗室中擔任助理研究員，

繼續鑽研相關電腦知識。在實驗室研究的這三年間，

我參與了大量的研究項目，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1 篇，

IEEE 國際會議論文 1 篇，申請國家發明專利 2 項，

出席了 MobiCom2015 國際頂級學術會議，並且每

年都獲得澳門基金會頒發的優秀學生獎學金。 

尋求精彩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條，要相信自己的選擇，

天道酬勤，自強不息；理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開放包

容的校園環境和嚴謹求是的治學態度，不要錯過打磨

和歷練自己的機會；珍惜科研中和生活中的良師益

友，那是一生的財富。 

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葦以航。 

 

 

  

2016.6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2016.9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碩士畢業 

現在 於美國 eBay 任職 

 



李傲軒校友 

在澳門理工學院學習之於我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點。高考結束後選擇來澳門理工讀書時，我對自己的

人生並沒有很具體的規劃，更沒有想過會在 UCLA 完

成碩士課程，並選擇繼續進行密碼學方向的研究。正

是在理工的經歷，讓我能夠有如上設想，並一步步實

現之。 

正如澳門這座城 — 繁華的賭城與安逸的老城並存，

東西方文化在此完成了第一次交匯，澳門理工學院也

秉承並貫徹了“普專兼擅中西融通”的理念。對於尤

為需要國際視野、瞭解行業最新動態的計算機專業，

這種理念更顯得十分重要。理工電腦學課程並沒有

拘泥於計算機理論的教學，而是更多的側重於實際

的應用。這樣的本科課程對於學生不管是選擇畢業

後直接工作還是繼續研讀相關專業，都能給予良好

的基礎。 

國際視野還體現在理工電腦學課程眾多交流活動和講

座中。比如，我有幸在大二暑假於 UCLA 進行為期兩

周的研究活動。是次活動經歷也是讓我選擇來美國讀

書的重要契機。諸如此類的活動還有於澳洲、英國、

歐洲以及內地院校的交流學習活動。學校同時也會邀

請來自世界知名學府的教授來理工介紹學術界最新的

進展。凡此種種，都能讓每個學生居在小城，但能做

到真正放眼世界，並對未來的選擇產生深刻影響。 

感謝理工的學習經歷以及眾多位教授的教導，讓我有

了如今的一點成果。路漫漫兮，作為畢業生，在未來

的求索路上希望延續在理工學到的精神，繼續奮鬥。 

2017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2019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碩士畢業 

現在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電腦科學專業博士在讀 



林彩月校友 

由報考理工那天開始，我的成長歷程就慢慢發生變

化。考入理工後，我了解到電腦是一門如此專業的學

科，還記得第一次接觸電腦編程和算法時，感覺就像

看着一段一輩子都看不明白的外星人文字一樣，不久

我就迷失了！幸好在老師和同學們的鼓勵及支持下，

加上自己的努力，成績慢慢改善，並對電腦產生了濃

厚的興趣。 

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我和同學們組成隊伍，在老師的

指導下，設計及編寫了一些電腦系統來參加比賽，希

望挑戰自己，期望能在比賽中認識到自己不足的地

方，吸取寶貴的比賽交流經驗，在學習的道路上不斷

進步。結果我們在幾個大型計算機類比賽中獲得了奬

項，當中包括「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

賽」、「泛珠三角大學生計算機作品賽」及「全澳信

息科技大賽 — ALICE 三維編程比賽」。 

當初連電腦都不太懂的我走到今天能夠開發出可解決

問題的系統，並且獲得了許多獎項，我深深體會到成

功是需要付出努力。在理工四年的學習過程中雖然遇

到不少挫折，但我體驗到失敗乃成功之母。我真的成

長了，大學畢業了，在依依不捨離開理工前，我有幸

地奪得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這為我四年的

大學生涯劃上了完美的句號，我感到榮耀，以就讀理

工電腦而驕傲。 

2018.6 澳門理工學院電腦學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 

現在 擔任系統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