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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新學年伊始，首先歡迎各位澳科大新鮮人進入澳門科技大學。大學是一個

成就夢想，啟發可能的地方，期望新同學在這段璀璨的歲月中，努力學習，為

未來精彩的人生做好準備。

 

去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校友總會的工作計劃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在疫情逐

漸受控之後，校友總會的活動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福州、青島校友會、法學

院校友會競相成立，廣州、珠海、福州校友會新會址先後揭牌，澳門校友會新

一屆理監事會順利就任，大灣區青創大賽、與友校校友會保齡球比賽等圓滿舉

行……校友會的活動熱鬧隆重，校友們的成就令人鼓舞！

 

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各地還在零星地發現一些病例。母校、校友總會、

各地校友會將在各地政府的規定下，在防控疫情的同時，推進校友會各項活動

的開展。

 

讓我們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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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速遞

聯席會議中報告了大學近況及未來發展規劃，內容

包括大學現有教學規模、各學院學科及兩個國家重點實

驗室的總體概況、大學的榮譽與成就、新校區建設部署、

未來新學科發展方向等；會議通過周禮杲教授和許敖敖

教授為澳門科技大學榮休校長，劉良院士為榮譽校長。

澳科大基金會、校董會及諮詢委員會聯席會議成功舉行2 月 8 日

橫琴·澳門科技大學產學研基地包括澳科大珠

海研究院（總部）、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分

部）和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基地主要

聚焦於生命科學、材料工程和下一代信息技術三大

領域，積極鼓勵科研團隊創新創業及產學研合作，

致力推動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更多智

力支持和創新成果。

李行偉校長是世

界知名環境水力學學

者，擔任國際水利與

環境工程學會 (IAHR)

主 席，為 IAHR 史上

首位中國籍主席，是

國際期刊“Journal of 

Hydro-environment 

Research”創刊主編，亦是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及香

港工程科學院院士。李校長多年來從事環境水利工程研

究，是環境水力學、水質模擬、環境管理方面的世界知

名專家，多次獲邀擔任多項大型工程計劃的專家顧問，

完成許多諮詢與評核任務，對地區及國際環境水利工程，

創新防洪及漁業管理作出顯著貢獻。澳科大相信，憑著

李行偉教授在大學高層管理經驗、卓越的學術研究成果

和廣泛的學術影響力，必定能帶領大學團隊繼續推進學

科創新，開創新里程。

澳科大新任校長李行偉
講座教授於 2021 年 1 月履新

1 月 1 日

橫琴·澳門科技大學
產學研示範基地正式啟用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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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宏教授於科技大師講座特別場“新冠疫情全球

應對異同與走向”講座中強調科技因素在疫情防控中至

關重要。針對澳門目前的科技條件和疫情防控成果，他

認為澳門已完全具備了新冠疫情防控的充足條件。對於

新冠疫情的未來走向，他表達了對澳門疫情防控成果的

積極肯定以及對於未來世界疫情防控的積極態度。他亦

希望未來澳門與上海之間、澳科大與復旦之間進一步加

強交流與合作，同時也歡迎澳科大同學們到上海進行學

術交流。

張文宏教授於澳科大主講“新冠疫情全球應對異同與走向”3 月 26 日

珠海市人民政府與澳門科技大學簽署合作協

定，進一步在醫療教育、研究、交流、管理等方

面開展合作。包括共同建設珠海市人民醫院成為

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開展“中葡

高端醫學論壇”等系列學術論壇，共同推動促進

“一帶一路”醫學學術交流發展；建立“珠澳國

際醫學人才培育基地”，探索國際醫學精英人才

引進及培養機制，逐步推進建立支撐珠澳本土醫

療衛生服務人才隊伍體系。

澳科大與珠海深入開展醫療領域合作3 月 27 日

澳科大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的成立將有助於增強

澳門在兩岸關係領域的研究力量、新生力量，有助

於促進澳台及兩岸的民間交流、學術交流，有助於

發揮澳門在海峽兩岸之間的窗口、橋樑、紐帶、平

台作用；對講好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

故事，推動澳門“一國兩制”實踐與探索“兩制”

台灣方案有機結合，將發揮積極作用。

澳科大“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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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百富學院院長、胡潤百富董事長、英國杜倫

大學商學院實踐教授胡潤（Rupert Hoogewerf）先生

於澳門科技大學進行“全球經濟新格局”演講。胡潤在

演講中表示“胡潤世界500強”榜單、“胡潤全球富豪榜”

及“胡潤全球獨角獸榜”的上榜者更多集中在金融服務

業、醫療健康、傳媒娛樂方面，這也是澳科大在金融科技、

醫學、中醫藥研究等方面的教育強項和研究特色，寄語

澳科大學子充分認識全球經濟及中國發展的機遇，根據

產業趨勢把握自己的成長機會。

胡潤先生於澳科大主講“全球經濟新格局”4 月 27 日

澳門科技大學校監、校董會主席廖澤雲及大學

管理層一行前往北京，探望大學創校校長周禮杲

教授，並介紹了大學的最新發展情況。周禮杲校

長作為知名電子技術專家及教育家，為澳科大奠

定了一個高起點、高增速的發展基礎。

澳科大廖澤雲校監一行
在京探望創校校長周禮杲教授

4 月 1 日

辜勝阻副主席參訪期間讚揚澳科大辦學水平、教育體

制、師資水準及管理都十分好，令大學的全球排名能穩步

上升，獲得如此豐碩且有質量的成果，證明高等教育也可

以跨越式發展，令人非常振奮。同時，澳科大為內地學生

提供國際化教育作出很大貢獻，他期望澳科大能發揮“一

國兩制”的優勢，在未來二十年不只是為大灣區培育更多

人才，更是為全國人才教育培養作出最大的貢獻。

全國政協副主席辜勝阻來訪澳科大指導工作

3 月 28 日



0707

母 校 速 遞

澳門世界遺產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將致力從建築學、

環境與材料科學、城鄉規劃學、設計學、風景園林學、

歷史學、社會學、文物修復專業等跨學科領域，發揮澳

科大多學科交叉平台優勢，進一步探索澳門以及粵港澳

大灣區世界遺產保護與社會協調發展，傳承世界遺產所

蘊含的普世價值和科學內涵。

“澳門世界遺產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5 月 18 日

“天問一號”著陸巡視器成功著陸於火星烏托邦平

原南部候選區域，是我國首次自主火星探測任務取得重

大勝利，澳科大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為“天

問一號” 著陸器的著陸過程提供了火星大氣條件的數

值模擬和分析的工作，為“天問一號”著陸器的降落方

案提供了關鍵信息，獲中國航天火星探測任務辦公室發

來感謝信表揚澳科大對“天問一號”著陸火星作出貢獻。

澳科大助力國家“天問一號”火星著陸任務5 月 15 日

澳門科技大學與珠海市人民醫院橫琴醫院及珠海橫

樂醫學科技有限公司達成戰略合作意向，為推動粵港澳

大灣區醫療衛生合作，進一步促進珠澳優質醫療衛生資

源分享共建、融合發展。雙方將以橫琴醫院為試點，在

醫療融合、共建高層次人才聯合培養平台、科學研究等

領域展開深層次合作，以加強珠澳兩地學術、醫療健康

交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澳科大與珠海市人民醫院醫療集團
及珠海橫樂醫學科技有限公司達成戰略合作意向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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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

心是中國歷史研究院合作共建的第一

家實體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引

領作用。中心未來會在原有基礎上加

強研究本土專題史包括鄉土歷史，整理

逾一千萬件全球漢文的史料文獻，尤其

完善澳門華人族譜，推動澳門通史編撰

等，力促澳門歷史文化教育長遠發展。

“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5 月 25 日

澳科大校監、大學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廖澤

雲博士於聯席會議中強調，澳科大將繼續在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做好辦學工作佈局，

創辦研究院等平台並培養更多愛國愛澳優秀科研人

才。未來大學將設立多項基金，為學生教育、科研

發展、成果產業化等方面提供支撐，持續為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及國家建設作出貢獻。

澳科大基金會、校董會
及諮詢委員會聯席會議成功舉行

6 月 5 日

澳科大與鏡湖醫院合作的“調整腸道微生態增強

PD1 抗體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效果的新策略”項目取得

重大突破，為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治療

策略。項目研究成果近日獲得胃腸研究領域的世界頂級

期刊GUT發表，是目前全球人參抗癌基礎研究的原創

性發現，亦是中藥多糖與PD1 聯合用藥治療腫瘤的重

大突破。

澳科大攜手鏡湖醫院
研究中藥治療肺癌取得重大突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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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校 速 遞

澳科大與兩家企業簽訂《技術轉讓合同》金額高

達兩億元人民幣，對澳科大新藥技術及相關專利權進

行轉讓，亦有三家企業分別與大學簽署合作意向書，

在人工智能、自動駕駛、生物醫學工程和中醫藥等領

域，開展產學研深度合作，展現澳科大近年科研成果

轉化的優秀成績。

“澳科大科研成果轉化發佈會”成功舉辦7 月 9 日

中學者們就“鏡湖醫院主要創建者沈旺及其

家族事跡”、“柯麟與澳門社團的政治轉向”、“柯

麟與何賢關係初探”、“抗戰時期鏡湖醫院救治

英籍香港難民事略”、“爭國體 爭醫權——鏡湖

醫院爭取手術權運動的意義與影響”、“柯麟與鏡

湖醫護教育的發展”等議題進行演講，回顧柯麟

醫生的光輝人生和卓越貢獻，弘揚“柯麟精神”，

傳承澳門華人社會的國家意識和“愛國愛澳”傳統。

舉行“柯麟與鏡湖醫院”學術研討會研究會6 月 25 日

國際水利與環境工程學會（IAHR）通過會員投票選舉，

澳科大校長、中國水科院“水科學者”李行偉講座教授成功

連任國際水利與環境工程學會（IAHR）主席。李行偉校長

自2019年 9月成功當選國際水利與環境工程學會（IAHR）

組織主席，並成為該組織成立八十多年來首位中國籍主席。

此次李校長再次連任，體現了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包括香港、

澳門在內的中國水利科研能力顯著提高的認可。

澳科大李行偉校長連任國際水利與環境工程學會主席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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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領域

國際排名

根據科睿唯安（Clarivate）公佈“基本科學指標資料庫”（簡稱 ESI）的資料顯示，澳門科技大學 

4 學科躋身ESI 全球前 1%，彰顯其在各自學術研究領域的影響力。

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1 年度世界年輕大學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Young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

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1 年度亞洲大學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

32 32

統計時間：2021 年 1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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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校 速 遞

題目 作者 發表於

Severity Assessment of COVID-19 

Based on Feature Extraction and 

V-Descriptors

葉奔（博士後）

袁茜茜（博士生）

蔡占川教授 等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Efforts 

in the Astrob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Exooceans（地外海洋天體生物學研究的

實驗和模擬工作）

André Antunes 副教授 等 Space Science Reviews

Aberrant TGF-β1 signaling activation 

by MAF underlies pathological lens 

growth in high myopia (MAF介導的異常

TGF-β1信號啟動產生高度近視中的晶狀

體病理性生長 )

張康講座教授 等 Nature  Communications

A deep-learning pip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scrimination of viral, 

non-viral and COVID-19 pneumonia 

from chest X-ray images (通過CXR影

像診斷和鑒別病毒性、非病毒性和新冠肺炎

的深度學習系統）

張康講座教授 等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alysis of plume-lunar surface 

interaction and soil erosion during the 

Chang'E-4 landing process

張小平副教授團隊 Acta Astronautica

學術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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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回顧

▲升旗儀式現場

▲校慶當日，舉行了升旗儀式

2021 年 3月 27 日上午，澳門科技大學 21周年校慶慶祝會於大學R座綜藝廳

圓滿舉辦。澳科大校監、校董會主席廖澤雲博士，澳科大基金會信托委員會崔世昌

主席、諮詢委員會唐志堅主席、基金會成員、大學校董、諮詢委員、校友、大學一

眾管理層及教職員師生逾 300 位歡聚一堂，共慶大學建校 2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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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澤雲校監致辭

廖澤雲校監首先對出席慶祝會的所有人

員表示熱烈歡迎，適逢大學建校 21周年，與

澳門特區共同成長和進步，作為澳門回歸後高

等教育快速發展的重要標誌，大學穩步發展，

在人才培養、科技創新、服務社會等方面均取

得了顯著進步。於早前公佈的“基本科學指標

資料庫”（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簡稱ESI）中，澳科大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學首

次進入該學科領域全球高校及科研機構排名前

1%。這是繼工程學後，大學又一個學科入選

ESI前1%。未來澳科大將繼續設立多項基金，

為學生教育、科研發展、成果產業化等方面提

供支撐，持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及國家建

設作出貢獻。祝澳科大生日快樂，越來越好！

李行偉校長由於公務原因未能出席慶

祝會現場，特此以視頻形式進行祝賀。李

校長表示，澳科大是一所年輕充滿活力的

大學，在過去 21 年取得多項重大成就，

展望未來，澳科大會繼續培養更多有擔

當、有能力，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

發展，為澳門適度多元化發展作出貢獻的

青年人才。期待與大學領導、校友、社會

各界領袖共同齊心協力，助力澳科大發展

更好，祝大學 21周歲生日快樂！▲李行偉校長視頻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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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一眾主禮嘉賓共同開啟生日禮盒，舉杯同慶這一光輝歷史時刻。

澳科大文體發展辦公室學生藝術團團員帶來一系列精彩的歌舞表演為慶祝會更添光彩。

▲學生藝術團團員帶來一系列精彩的歌舞表演

▲一眾主禮嘉賓舉杯同慶

▲一眾主禮嘉賓共同開啟生日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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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偕同全體地區
校友會及學院校友會，敬
祝母校生日快樂

▲慶祝會現場合影

大學特意邀請校友共同參與慶典，由校友會聯合總會組織，來自澳門、北京、

上海、廣州校友會，以及人文藝術學院、法學院校友會逾20名校友代表應邀出席，

共度歡聚時光。慶典後，校友們在季節餐廳茶聚交流，藉此增進彼此認識。

▲校友與大學領導及行政部門主管合照留影

▲校友們茶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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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 20-21 學年畢業典禮於 6月 5日圓滿舉行，寓意

畢業季正式踏入尾聲，澳科大校友總會特意於N座大堂設置畢業季

快閃藝術裝置，向畢業同學送上一份特別的祝福！

▲校董們與M.U.S.T. Pop-up 裝術裝置合影

▲校領導與校友代表在M.U.S.T. Pop-up 藝術裝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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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季藝術裝置在 6月 4 日至 6 月 10 日期

間於澳門科技技大學N座大堂展出。裝置以 PC

陽光板組成“M, U, S, T”四個區塊，利用紅、綠、

藍光學三原色半透明板材，圍合出可穿梭其中的

空間，隨着行走移動，眼前的三原色板材在視覺

上堆疊出斑斕的色彩和光影，內外光源照射在這

樣特殊的材質上亦能映照出波光粼粼的效果，寓

意畢業同學展開五彩繽紛的翅膀，迎接璀璨前程！

李行偉校長寄語同學們銘記大學的核心價

值：質量與創新，又以他的座右銘：It  is the 

getting around to do something that frightens 

you, not the doing it!（真正使你害怕的是去面對

要去做這件事情，而不是做這件事情）與同學們

共勉，希望同學們堅持信念、保持熱忱、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價值，揚帆逐夢，乘風破浪，終會獲

得成功。

▲裝置設計鳥瞰圖

▲李行偉校長與藝術裝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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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科大校友總會大灣區青創大賽圓滿結束

▲龐川主席致辭表示活動有助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校企互動合作

由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的“2021 大

灣區（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於 2021 年 5

月6日假澳科大舉行。是次比賽得到澳門基金會的贊助，

獲得廣州市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服務中心、深圳市廣田陳

設設計研究院、澳門創智發展研究協會、《大灣區青年

報》的大力支持。

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高校處李勇先處長、澳門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陳漢生副局長、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

局青年發展處張子軒處長、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校友

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主席龐川教授等出席決賽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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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嘉賓包括：大賽評審團代表司馬春秋先生，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澳科大校友總會龐川主席，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
部高校處李勇先處長，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陳漢生副局長，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青年發展處張子軒處長及廣州青年創業
學院張育瑜院長（從左到右）。

開幕禮。復旦大學澳門校友會、台灣大學澳門校友會、

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澳門管理學院校友會、澳門旅

遊學院校友會以及澳科大澳門校友會、人文藝術學院

校友會、法學院校友會均派代表出席了本次活動。

 

秉承“教育為經濟增長動力”理念
澳科大校友總會龐川主席致辭時表示，大賽積極

響應大灣區部署，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校企互動合作。

澳科大校友總會將秉承“教育為經濟增長動力”的理

念，願為創新創業青年發展多搭台、多搭梯，幫助青

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的實際困難和

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社會環境。希

望業界能關注這些參賽項目，以創新的模式攜手共進。

是次青創大賽於今年 2月正式啟動，結合澳門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優勢，以文化創意創新創業為比賽主

題，廣泛徵集澳門青年、高校學生的優秀創業項目。

歷時三個多月，經過專業評委的層層挑選，12 個優

秀項目最終脫穎而出，入圍決賽。

 

十二個優秀項目爭奪最後三甲
在決賽路演中，參賽代表分別對自己的項目進行

了路演講解。最終，“文創產業高技能人才智庫”項目

奪得本次大賽冠軍，“粵港澳大灣區嶺南文化影像檔案

庫綜合平台”項目以及“Reffeecle——咖啡渣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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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項目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

“文創產業高技能人才智庫”項目的負

責人陳勵文在獲獎之後表示，參加本屆青創

大賽對她的團隊來說是一次難得的發聲機

會，同時讓她感受到澳門中西相融的文化氛

圍和開放包容的特色。她說：“非常感謝主辦

方的支持與肯定！增強了我們在澳門發展的

信心。”

“粵港澳大灣區嶺南文化影像檔案庫”

項目團隊在獲獎之後表示，大賽評委專業的

意見，對他們項目建設起到巨大的作用，而

在比賽過程看到粵澳青年奮發向上、精益求

精的精神也讓他們為之振奮。他和他的團隊

由衷感謝澳科大校友總會提供了這樣一個平

台，希望今後能有機會繼續參與澳科大相關

的活動，有機會與更多優秀的團體交流合作，

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添磚加瓦。

季軍項目“Reffeecle——咖啡渣文創活

化“團隊成員們表示，非常感謝大賽主辦方

澳科大校友會聯合總會，他們不僅在大賽中

感受到了大灣區濃厚的創業熱情，也十分感

謝大賽擴大了他們項目的知名度，以及讓更

多的人了解到咖啡渣的危害。更要感謝評委

們在大賽提問環節，對他們項目的專業點評，

受益匪淺。

高級經濟師、資深律師、時評人司馬春秋，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鄭劍藝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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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青年創業學院張育瑜院長，廣田陳設設計研究院張君行政主任以

及《大灣區青年報》總編輯梁劍鋒等擔任是次路演評委。

另外，考慮到文化創業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問題，大賽組委會邀請

到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黃嘉興理事，進行了題為“創業最容易

遺忘的核心——知識產權”的分享講座，在講座上，黃嘉興對知識產

權的定義和應用進行了詳細講解，到場選手們深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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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1周年暨澳門科技大學創校 20周年，由澳

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理工學院校

友會、澳科大澳門校友會、澳科大人文藝術學院校友會及澳科大法學

院校友會協辦的“澳門高校校友會回歸盃保齡球邀請賽”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下午假佳景保齡球場順利舉行。比賽吸引了全澳 13 個高

等院校校友會，共 14支隊伍參加比賽，當中包括澳門大學校友會、澳

門旅遊學院校友會、澳門管理學院校友會、復旦大學澳門校友會、暨

南大學澳門校友會、台灣大學澳門校友會、台灣師範大學澳門校友會。

——澳門高校校友會保齡球邀請賽舉辦成功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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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開始前，澳科大副校長、澳科大校

友總會會員大會主席龐川教授致辭為活動拉

開帷幕，感謝各高校校友會一直以來對澳科

大校友總會的支持與關注，並期望往後能舉

辦更多交流活動，以擴大澳門高校校友會的

互動網絡，增進彼此間的友好關係。

是次比賽以 3人隊制方式進行，每隊比

賽 2局，以全隊合計 6局總分定出成績。各

隊選手在比賽中切磋球技，揮灑熱情，以球

會友。最終由澳門大學校友會（唐文俊、蘇

靖嵐、許彤）奪得是次比賽總冠軍，亞軍為

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A隊 (Agustin Io、盧兆

宏、蔡思明)，季軍為澳門大學校友體育會（朱

永強、蔣文偉、梁志堅），殿軍為台灣師範

大學澳門校友會（鄭錫杰、曾一愷、勞曉霖）、

第五名為澳門管理學院校友會（李榮輝、陳

▲澳科大校友合影

男子個人總冠軍：唐文俊    女子個人總冠軍：蘇靖嵐（右）▲冠軍：澳門大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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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熙、歐偉棠）；而澳門大學校友會的唐文俊和蘇靖嵐分別獲得男、女子個人總冠軍。

比賽在一片熱鬧的氣氛中盡興結束。

比賽除了讓參賽者一較球技外，更旨在藉着比賽的過程中收穫友誼，加強各校校

友會互動合作，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緊密聯繫的高校交流平台。出席是次比賽的還

包括：澳門理工學院李雁蓮副院長、澳科大法學院方泉院長、澳科大校友總會馬凱旋

副會長、蔣瀟玲理事長、湯曦副理事長、許冰副理事長、馮鈞國秘書長及一眾理事。

▲第五名：澳門管理學院校友會

▲亞軍：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A隊 ▲季軍：澳門大學校友體育會

▲殿軍：台灣師範大學澳門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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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賽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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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回顧

——澳科大校友總會組織參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

2021 年 5月 12 日，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與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校

友會等一眾成員前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務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展覽廳，參觀由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合辦的“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展”。

▲校友們參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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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回 顧

本次展覽共分為四個部分，當中包括“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國家安全”、“堅持總體國

家安全觀，構建大安全格局”、“維護國家安全，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以及“國家安全，

全民有責”。校友們在導賞員的引領下，透過圖

片和教育片段，回顧國家和特區在過去一年全

力抗疫的歷程與成果，以及國家安全體系建構

的最新進程，從不同角度認識國家主權、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進一步理解了國家安全與自身

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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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校友會成立典禮圓滿舉辦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成立典禮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時在澳科大N座

101 室舉行。澳門特區政府警察總局梁文昌局長、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

公室法律工作部李雪飛部長、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綜合業務部張堅主任、身份證明局

黃寶瑩局長、法務局盧瑞祥副局長、立法會議員黃顯輝大律師、陳華強大律師、澳門律師

公會主席華年達大律師、澳科大副校長唐嘉樂博士、副校長兼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主

席龐川教授、副校長鄺應華先生、蘇育洲講座教授、法學院院長方泉教授及校友會聯合總

會馬凱旋副會長、湯曦副理事長、馮鈞國秘書長等嘉賓出席校友會成立典禮。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正式成立，到場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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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回 顧

法學院校友會劉澤光會長、廖力嘉副會長、曾新智理事長、朱

昱監事長及其他校友會第一屆理監事成員在龐川主席、方泉院長及

現場來賓、校友的見證下宣誓就職，並接受龐川主席代表校友總會

授予的錦旗，象徵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正式成立。

法學院校友會是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屬下成立的第二

個學院校友會，由各屆畢業生組成，致力於加強校友與母校，以及

校友與校友之間的聯繫，相互推進發展。鄺應華副校長在致辭中首

先祝賀法學院校友會的成立，並指出在特區政府、中聯辦及社會各

界的關心支持下，澳科大成立二十周年來不斷發展，為澳門社會培

養了大批高質素人才。他指出法學院是澳科大建立時的四所創始學

▲澳科大校友總會龐川主席（前排右）向法學院校友會劉澤光會長（前排左）授予校友總會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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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一，至今，已為澳門及內地輸送了眾多優秀

法律專業人才。最後他寄語廣大校友秉承澳科大

“意誠格物＂的校訓，發揮法律人士的專業所長，

為推動大灣區法治建設貢獻力量。

龐川主席致辭時表示，澳科大校友總會自

2006 年成立至今，已在澳門、臺灣、香港、廣

州、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南寧、珠海等

地建立了地區校友會，同時推動建立學院屬會，

而法學院校友會成立為校友隊伍的壯大邁出了

又一重要的步伐，希望校友們日後在各自的領

域開拓進取，為學校、為澳門、為國家的發展

出謀獻策，貢獻力量。 

方泉院長在致辭中回顧了法學院建院 20年

來的發展歷程，勉勵校友會理監事會成員團结

▲鄺應華副校長致辭 ▲副校長兼校友總會主席龐川教授致辭

▲法學院方泉院長致辭  ▲法學院校友會劉澤光會長致感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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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回 顧

▲劉澤光會長向黃顯輝大律師頒授榮譽會長聘書

▲劉澤光會長向李煥江大律師頒授榮譽顧問聘書 

全體校友，以實現創會宗旨為目標，砥礪奮進，不負期待。 

法學院校友會劉澤光會長在感謝致辭時表示，法學院校友會

日後定當加強與各界校友的聯繫，關心學院與大學的發展，舉辦

更多增進各方交流的活動，共享來自各方的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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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最後還進行了頒授“榮譽會長”、“榮譽顧問”、

“榮譽校友”證書的儀式，法學院校友會聘任了黃顯輝大

律師與林笑雲大律師為榮譽會長；聘任了李煥江大律師為

榮譽顧問；還授予鐘兵權先生榮譽校友稱號。

典禮結束後隨即於同一會場舉辦了由澳門科技大學法

學院主辦、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協辦，澳門科技大

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支持之法律人真情對話第三期——法律

人成長“技”活動。本次活動分享嘉賓皆來自法學院的傑

出畢業生，有朱昱律師、梁安玲銀行法律合規部總經理、

許冰大律師、鄭理執行總裁以及徐小賢總監，由法學院校

友會理事長曾新智大律師擔任主持人。法學院方泉院長、

黎曉平教授、趙琳琳副教授、牟效波助理教授、彭運朋助

▲法律人成長“技”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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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現場嘉賓與校友合照留影 

會    長：劉澤光

副會長：李磊明

理事長：曾新智

副理事長：周挺、許冰、鄭理

理    事：楊揚、沈若冰、歐陽卓然
               梁燕媚、黃嘉興、廖倬躍

秘書長：林偉權

副秘書長：夏璐、程春曉

監事長：朱昱

副監事長：梁安玲、胡海濤

監    事：陳海峰、唐犀

第一屆澳門科技大學

法學院校友會內閣成員

理教授、周挺助理教授，陳博助理教授以

及近百名本校學生出席了此次活動。 

活動開始前，法學院方泉院長向分享

嘉賓表示歡迎，並致送了紀念品，同時亦

接受了校友鄭理博士向學院贈送的院慶紀

念品。活動中，分享嘉賓們向在場同學介

紹了自己的求學經歷，並寄語鼓勵法學院

的學生為將來成為一名優秀的法律人而努

力。互動環節中，學生們紛紛踴躍提問，

氣氛熱烈。 

本次活動給予了同學們與本院傑出畢

業生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不少學生表示該

活動很有意義，同學們從這些學長學姐的

經歷中得到啟發，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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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校友會成立典禮圓滿舉辦

2021年1月9日，澳門科技大學福州校友會成立典禮暨“篤行致遠，科大力量——

後疫情時代，多元產業發展的新趨勢”沙龍分享會於福州登雲湖景區的雲湖生態藝術

館圓滿舉行。

▲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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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點 回 顧

澳門科技大學鄺應華副校長、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湯曦副理事

長、鄭劍藝理事、曾茵頤理事、黃輝理事，澳科大廣州校友會續紅會長、杭

州校友會理事長兼法學院校友會楊揚理事、深圳校友會徐晞霖理事長兼秘書

長、珠海校友會李程副理事長，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福州校友參加此次活動。

▲鄺應華副校長 (左五 ) 及校友總會理事會成員與福州校友會內閣成員合照留影

▲鄺應華副校長 (左五 ) 與地區校友會成員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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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應華副校長代表母校，對澳科大福州校友

會的成立表示祝賀。他表示，澳科大創校20年來，

一路見證着校友們的成長，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

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為此感到十分欣慰；同時，

也期待着福州地區校友能與母校密切溝通，和諧

精業，努力強化校友與母校間的同頻共振作用，

加強各地學子與母校和祖國的聯繫，為促進澳門

福州兩地人文交流與合作作出更大的貢獻。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

大會主席龐川教授雖然未克出席典禮，也特意向

福州校友會送上祝賀視頻，並對福州校友會提出

了殷切的願景，希望日後福州校友會可以團結眾

多校友，更好地將母校和在榕校友緊密聯繫，促

進母校與校友間的交流互動。

成立典禮上，鄺應華副校長偕同校友總會湯

曦副理事長、鄭劍藝理事與福州校友會陳淏會長、

▲鄺應華副校長致辭 ▲副校長兼校友總會主席龐川教授祝賀視頻

▲主禮嘉賓澆築金沙，為福州校友會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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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少夢秘書長共同澆築金沙，為福州

校友會成立儀式揭幕，寓意母校與福

州校友邁向金碧輝煌的明天。

澳科大福州校友會首任會長陳淏

在隨後的致辭中表示，感謝母校及校

友總會一直以來對福州校友會的關注

與支持。未來，福州校友會將努力建

設校友網絡，並積極推進多層次的交

流活動，促進澳門福建兩地在人文、

商貿、科學等多領域的合作，為福建

以及澳科大的發展貢獻力量。

福州校友會是澳科大第十一個成

立的地區校友會，其他兄弟校友會也

特意前赴福州出席典禮，一同見證歷

史時刻，各代表成員除了向福州校友

▲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向福州校友會陳淏會長頒授錦旗

▲李伶理事（左）向校友總會鄭劍藝理事（右）致送紀念品——新晴野望

▲福州校友會陳淏會長致辭
▲廣州校友會續紅會長向福州校友
會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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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在服務校友和組織校友上的寶貴經驗外，也表示

期待日後能與福州校友會進行更深入的交流，一起成

長。

在隨後的“篤行致遠，科大力量——後疫情時代，

多元產業發展的新趨勢”沙龍分享會中，在福州校友

會楊少夢理事長的主持下，徐晞霖、李程、楊揚、翁

京才、陳豪五位校友圍繞著後疫情時代的多元化經濟

發展的趨勢，從文創發展、企業培訓、企業合規發展、

數字化貿易及物流方面多角度展開精彩對話。在互動

▲杭州校友會楊揚理事長向福州校友會致送紀念品

▲珠海校友會李程副理事長向福州校友會致送紀念品 ▲深圳校友會徐晞霖理事長兼秘書長向福州校友會致送紀念品

▲上海校友會吳建斌會長向福州校友會送上祝賀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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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校友們也紛紛與嘉賓互動。分享會在一片掌聲中落下帷幕。校友們都表示獲益

良多，期待福州校友會舉辦更多主題分享及聯誼活動。

福州校友會聯誼晚宴亦於當晚順利舉行，晚宴在王宗煒校友創辦的連鎖餐飲品牌

Double Time——雲湖主廚餐廳舉行，來自四方的校友舉杯同賀福州校友會正式成立。

▲“篤行致遠，科大力量”沙龍分享會氣氛熱烈（左起：福州校友會楊少夢理事長，珠海校友會
李程副理事長，深圳校友會徐晞霖理事長兼秘書長，杭州校友會楊揚理事長、福州校友會翁京才
理事、福州校友會陳豪副秘書長） 

▲各地區校友會成員於交流晚宴共聚一堂



4040

焦點回顧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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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陳淏

副會長：湯曦（總會委任）、畢釗銘

理事長：楊少夢              

理    事：陳博文、陳聖禹、陳碩、何舒睿、李伶、王宗煒
              張清揚、鄭嘉恩

秘書長：陳豪

副秘書長：周鋒

監事長：鄭劍藝（總會委任）

副監事長：潘書宏

監    事：李長浩、溫敬瑜、鄭斌

第一屆澳門科技大學福州校友會內閣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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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校友會第六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及晚宴於 2021 年 4月 10 日晚

上 7時假聯邦酒樓舉行。活動嘉賓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教育與青年工作

部徐之平助理、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學生事務廳陳旭偉廳長、澳門科技大學李行偉校

長、副校長兼校友總會會員大會主席龐川教授、鄺應華副校長、蘇香玫校董、李沛霖校董、

施家倫立法議員、澳門人力資源協會余榮讓會長、MTEL電信有限公司徐德明董事長、

亞洲先鋒娛樂控股有限公司吳民豪行政總裁、澳科大校友總會成員、澳科大各地區及學

院校友會代表、澳門各高校校友會代表及眾多本地校友逾 100 人出席典禮。

——澳科大澳門校友會
       第六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圓滿舉行

▲現場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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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典禮在中聯辦教育與青

年工作部徐之平助理、澳門科技

大學李行偉校長、澳門科技大學

副校長兼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大

會龐川主席的見證下宣誓就職。

澳科大李行偉校長在致辭中首先

向澳門校友會新一屆理監事會成

員表示祝賀，並介紹了大學近年

在人才培養、科技創新、校區擴

展等方面的動向，李校長表示校

友是大學的寶貴資源，澳科大創

▲新一屆理監事會成員在徐之平助理 (左二 )、李行偉校長 (左一 ) 及龐川主席 (左三 ) 的見證下宣誓就職

▲李行偉校長勉勵校友繼續傳承澳科大“意誠格物”的精神 ▲龐川主席歡迎校友常回母校走走看看

▲阮頌華會長感謝母校及校友總
會對澳門校友會一直以來的關心
與支持 

▲周家興理事長期望透過校友會
平台為母校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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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21年來取得的各項成就離不開廣大校友一直

以來對母校的關注和支持，勉勵校友繼續傳承澳

科大“意誠格物”的精神，為澳科大未來的發展

努力。

澳科大副校長、校友總會龐川主席對新一屆

理監事會成員順利誕生表示祝賀，並對澳門校友

會過往的工作作出肯定，他希望澳門校友會能夠

繼續發揮樞紐作用，緊密連結本地校友與母校，

以推動母校和澳門校友會的共同發展。

新任會長阮頌華致辭感謝母校和校友一直以

來對澳門校友會的支持與幫助，新一屆理監事

會成員將努力發揮所長，繼續秉承校友會宗旨，

以積極務實的態度為澳門校友會的發展掀開新篇

章；同時勉勵校友以愛國、愛澳、愛校為目標，

▲澳科大各地區及學院校友會代表與嘉賓合照留影

▲澳門各高校校友會代表與嘉賓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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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阮頌華

副會長：黃志坤，黃秀雯

理事長：周家興

副理事長：陳家欣、陳文海、鐘志文

財務長：徐展聰

秘書長：勞筱麗

理    事：周家富、王名江、卓銘斌

監事長：徐展文

副監事長：何啟峰

秘    書：周傑偉

發揚母校校訓宗旨，共同為澳門及母校的發展作出貢獻。

新任理事長周家興致辭感謝母校多年的培養教育，澳科大創校至今成

績有目共睹，作為“澳科大人”也以此為傲。澳門校友會作為一個校友平

台，將繼續加強校友與母校間的溝通聯繫，共謀發展。

澳門科技大學澳門校友會按章程，成

功選出第六屆理監事成員，成員包括 :

▲澳科大校友總會成員與嘉賓合照留影

▲澳門校友會新一屆理監事會代表與李行偉校長 (中 ) 合照留影

▲澳門校友會新一屆理監事會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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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科鄒北記足球隊” 原名為“鄒北記足球隊”，始創於

2008 年，致力推動澳門足球產業發展。由 2009 年起積極參與

各項賽事，經歷5年時間，於2013年成功由預備組上升為甲組。

球隊於 2018 年獲得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冠名贊

助，並於該年底正式易名為“澳科鄒北記足球隊”，共同發展

澳門足球運動，期間更成功取得亞洲足協盃參賽資格及完成亞

洲足協的球會註冊手續，正式衝出澳門，挑戰其他亞洲職業足

球隊伍，向成為一支具國際水準的澳門職業足球隊的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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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大灣區城市體育文化交流，

2019 年 12 月，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0周年暨澳門回歸20周年之際，

在澳科大校友總會和永利關愛的全力

支持下，組織“2019 永利盃足球邀

請賽”，邀請了中國超級聯賽球隊——

廣州富力足球俱樂部進行友誼對壘，

活動獲得社會熱烈迴響。

2021 年澳門甲組足球聯賽於 3

月正式開鑼，澳科鄒北記自 3 月 14

日展開首場賽事起，自今經歷 17 場

賽事，現以 17 場 17 勝，總積分得

51分的姿態穩坐榜首，提前鎖定聯賽

冠軍，並向全勝賽季目標進發！

澳科鄒北記 2021 甲組足球聯賽 奪標之路

3 月 14 日
士砵亭SPORTING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0 2

3 月 21 日
澳科鄒北記MUST C.P.K.

VS
聯樂 LUN LOK

9 0

3 月 28 日
澳科鄒北記MUST C.P.K

VS
警察 POLICIA

4 0

4 月 18 日
加義KA I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2 7

4 月 23 日
葡人之家 CASA DE PORTUGAL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0 12

5 月 2日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VS
賓菲加 BENFICA

2 0

5 月 8日
蒙地卡羅 MONTE CARLO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0 5

5 月 30 日
恆勢 H.S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0 8

6 月 3日
青鋒 CHING FUNG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0 5

6 月 12 日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VS
士砵亭 SPORTING

7 0

6 月 19 日
聯樂 LUN LOK.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0 6

6 月 27 日
警察 POLICIA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0 3

7 月 2日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VS
加義 KA I

3 0

7 月 9日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VS
葡人之家 CASA DE PORTUGAL

14 0

7 月 16 日
賓菲加 BENFICA

VS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1 4

7 月 25 日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VS
蒙地卡羅 MONTE CARLO

11 1

8 月 1日
澳科鄒北記 MUST C.P.K

VS
青鋒 CHING FUNG

10 0

（以上成績統計截止 2021 年 8月 8日）

这个球季能够走到目前，感激的说

话实在不能尽录，再一次感谢所有支持

澳科邹北记足球队的单位及团体，各球

员们和教练团的努力。希望来季我们继

续联手，更特别鸣谢澳门科技大学校友

会联合总会多年以来对球队的全力支

持，这股充满爱与信任的庞大推动力对

澳门足球发展来说，成绩有目共睹。

澳科邹北记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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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揚校友的故事

2001年對你來說有着什麼意義﹖ 2001 年，澳門科技大學成

立翌年，也是澳門各高校陸續面向內地招生的首年，而對於楊揚

校友來說，更是他選擇揚帆遠航，打開精彩人生新篇章的重要一年。

 

    楊 揚

法學院 2005 屆法學學士

浙江西子明珠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

浙江省信訪局特邀律師

杭州市律師協會公司專業委員會委員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特邀調解員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特邀值班律師

杭州市行政爭議調解中心律師調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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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冠之年，二十不悔
楊揚校友在 2001 年選擇來到澳門科技大學修讀

法學本科課程，可算是這個項目中的“先行者”，對

於當初作出這樣的選擇，楊揚說道：“那時得知澳門

高校面向內地招生，便特意提前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了解到母校得到國內多所知名高校的支持：法學院由

北京大學支持、中醫藥學院由南京中醫藥大學支持、

資訊科技學院由清華大學支持。加上澳門是一個中西

文化交融的地方，文化如是，法律更是如此，澳門的

法律環境既有源於歐洲的法律體系，又一直保持中華

法律習慣的特色。那時我相信若能在這樣一個具有多

重文化和法律特色的地方求學，想必會更有利於我思

維開闊，學法的過程也能吸收更廣寬的法律理念與思

想。”因此，當時尚在弱冠之年的楊揚，懷着那份

二十不悔的幹勁來到澳科大開展他的求學之路。

回首青春 歲月如歌
楊揚在求學期間除了認真學習，更積極參與學校

各項社團活動，四年光陰匆匆消逝，每段回憶對楊揚

來說都是珍貴的，而當年法學院學生會的成立更是令

他記憶猶新：“當年大學尚在起步階段，我和同學們

▲即使畢業多年，楊揚依然時刻留意着母校的最新動態

▲澳科大法學院學生會首屆內閣成員合照留影，楊揚 (後排右六 )為當時學生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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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希望能有一個平台去凝聚和服務法學院同學，

於是便促成籌組法學院學生會。最終在張文教授

和方泉教授的見證下，法學院學生會正式成立，

我亦有幸擔任第一屆法學院學生會主席，能為廣

大同學服務，我感到非常光榮，也很自豪。”

回頭一看，楊揚笑嘆“青春小鳥”早已遠走

高飛，但對於母校的感情卻從未消減。2019年底，

澳科大杭州校友會各成員在陳建克會長的帶領下

拜訪母校，楊揚作為杭州校友會首屆理事長重返

校園，感悟特別深刻：“自我踏進校門的那一天起，

每一步都與母校緊密相連，彷彿亦見證着彼此的

變化。澳科大日新月異的發展，學校規模不斷壯大，

在學術領域、美譽度等方面更是有着大幅度提升，

學校的排名也持續上升中。母校每一點一滴的變

化，都讓我們作為澳科大校友由衷的感到欣慰與

自豪！”

學法之路，志在堅持
楊揚自畢業以後一直專注於法務工作，作為

首批由澳科大培養、最早考取國家司法考試資格

的本科畢業生，從專業角度出發，對於成為一位

合格的“法律人”，楊揚認為有什麼必不可少的

元素呢﹖“簡單來說就是要將高超的法律技術與

合理的價值判斷結合起來，而當中蘊含着各種法

律素養基礎。例如：解釋能力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領，

同樣的法條，受過法律訓練的人能夠解讀出更多

▲楊揚作為杭州校友會首屆理事長自覺感到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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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堅守法律信仰和法律底線，並且具

備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尤其在敏感或有重

大影響力的個案中，要能夠作出合理、符合

時代精神的判斷。以上各點終究需要我們懂

得如何堅持——對真理的堅持、對學習的堅

持、對自我信念的堅持、以及對法律的堅持

等。學法之路只有千錘百煉，沒有一步登天。

一直以來不少學弟妹都對法律界的工作感到

興趣，作為‘大師兄’的我希望同學們能在

大學時期好好把握各項專業知識，將這些知

識轉化成日後職場上最強的彈藥。平時在為

人處世上，也要積極拓寬自己的人生格局，

我期望你們日後能成為領路人而不僅僅是追

隨者，一個創造者而不僅僅是代筆者；將法

律視為一個高尚的職業來追求，投身於法律

事業是為了公共利益與福祉。”

今年是母校澳科大 21 周年校慶，楊揚

感慨萬分，趁此送上寄語：“值母校澳門科

技大學建校 21 周年華誕之際，謹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賀！祝福母校桃李滿天、

興旺發達、蒸蒸日上、人才輩出！”

▲楊揚勉勵同學要保持一顆渇求學習的心，不要安於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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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少夢校友的故事

    楊少夢

商學院 2006 屆工商管理學士

網龍網路控股有限公司 高級戰略發展經理

來自福州的楊少夢校友於 2006 年取得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她

形容自己的職業歷程一直與國際化“頗具淵源”，儘管前後供職於不同企業，業

務內容卻始終緊扣國際市場，她笑言這顆種子早在澳門科技大學就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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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足跡遍佈二十多個國家，感恩母校賦能國際化視野

談到為什麼當初選擇澳科大？楊少夢校友笑著說，當

初抱著一個想離家出去看看的想法，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

地的澳門是首選，卻沒有想到在母校澳科大的求學生涯為

她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澳科大自辦學以來，就採用國

際化教材，師資更是匯集復旦、北大等名校名師，四年的

本科生涯，楊洪蘭教授等恩師的悉心教導為她打下了紮實

的市場學基礎。而澳科大的全英語教學也練就了她日常溝

通書寫、演講彙報的能力，幫助她成功地叩開了世界五百

強企業的大門。

畢業後她就被世界排名第一的航運公司——丹麥馬士

基集團錄用，並考入集團國際航運管理培訓生項目。在為

期兩年的在職管理培訓中，她在集團內不同地區不同公司

輪值崗位，並赴丹麥與來自全球各地的航運精英們一起學

習、競爭。初入職場在航運業磨煉的這幾年，讓她對國際

物流、跨國經貿有了深刻的認知。她笑言，是借由集裝箱船，

掌握了全球化運轉的機制。

在外漂泊多年後回到家鄉，她有幸先後加入本土龍頭

企業，新大陸集團及網龍網路公司，雖然服務不同企業，

工作卻始終聚焦在海外市場及國際合作。回溯這一路走來，

十多年的職業生涯，工作足跡遍佈二十多個國家，她坦言

是母校的培育，賦予了她優秀的綜合素養和國際化的競爭

力，才拿到了“登船的 boarding pass”。

▲畢業典禮後楊少夢校友 (左三 ) 與同學們在校園內合照留影

▲在校期間楊少夢校友以優異成績進入院長優秀生榜並獲得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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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少夢校友加入網龍後主要負責集團的戰略發展項目，亦投入大量精力在校企合作上。在她

的推動下，網龍與斯坦福等世界名校達成校企合作，在美國德州建立了網龍數字研究中心，與美

國高校展開了一系列產學研合作。她認為校企合作是產與教應社會所需的接軌，既幫助了高校培

養人才、完成了學術沉澱及成果轉化，又為企業帶來了新的產品創意，是教育的進一步延展，是

未來人才培育模式的雛型。

校企合作是教育的高級延展

▲楊少夢校友在丹麥馬士基集團總部留影

▲在集裝箱船上考察，學習航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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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楊少夢亦積極投身打造網龍位於福州濱海新城

的數字教育小鎮，參與新業務孵化，身姿從原來的“走

出去”轉為“引進來”。她分享道，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

新冠疫情的來襲，中國將贏來更多的發展機遇。正如我

們熟知的美國矽谷、北京中關村等具全球影響力的科

技創新中心，匯集人才、技術、資本，數字教育小鎮

將立足福建，面向全球，打造一個多元、開放的數字

教育產業“新矽谷”。2021 年 1 月 10 日，澳科大鄺

應華副校長偕同校友總會成員一行應邀前往網龍數字

教育小鎮參觀交流。楊少夢校友為來自母校的師長校

友們介紹集團業務和發展規劃，積極推動未來與母校

合作共同推動前沿技術與高等教育的創新融合，亦希望

能為母校學子提供來網龍實習實踐的機會，希望學弟學

妹們能有機會來數字教育小鎮進行訪學交流，體驗不一

樣的學習模式。

談到職場心得，在楊少夢看來，不管身處哪個行業，

“新”和“變”都是常態。她希望學弟學妹們可以做到

“以開放的心態去擁抱變化”。正如今年的疫情給產業

所帶來的深遠影響，線下的消費空間一片慘淡，而線上

教育、遠端辦公、社區電商卻贏來了風口。凡事危與機

總是並存，若想不被時代拋在身後，就必須保持感知變

化的觸覺，和不斷精進、勇於自我革新的決心。

以開放的心態去擁抱變化

▲楊少夢校友與新大陸歐洲公司的同事合作融洽
▲楊少夢校友 ( 左一 ) 作為企業代表帶領斯坦福、北師大研究
生完成網龍“未來教室 -AI 助教”課題研發

▲楊少夢校友 ( 左二 ) 與網龍董事長劉德建等高
管出席網龍在美國德州的數字研究中心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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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校澳科大 20 周年校慶期間，楊少夢回到

母校參與校友返校活動，看到母校規模不斷壯大，

在學術領域、科研成果、世界排名等多方面碩果纍

纍，她感慨良多：“母校用二十年時間衝到世界三百

強，真的非常了不起，每前進一步，都讓我作為澳

科大人由衷的感到自豪與振奮！身為校友，我們也

要努力奮鬥，為企業為社會做貢獻，不辱澳科大人

的名字，這就是對母校最好的回報。”

自 2020 年起，她與福州校友陳淏、畢釗銘等

核心成員一起團結了橫跨近二十年學級的校友們，

積極組織一系列校友聯誼活動，並在 2021 年 1 月

正式成立了福州校友會。作為福州校友會首屆理事

長，她認為校友會是一個有溫度、共精進的社群，

在這裡既可以延續母校情、同窗情，同時它也是校

友們走上社會後的一個充電站，大家彼此分享生活

點滴和經驗，相互扶持鼓勵，點燃更多前進能量。

母校澳科大即將迎來 21 周年校慶，楊少夢感

慨萬分，借此送上寄語：“值母校澳門科技大學建

校 21 周年華誕之際，謹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祝賀！祝福母校桃李滿天揚四海,碩果纍纍振中華!”

校友會是有溫度、共精進的社群

▲楊少夢校友邀請鄺應華副校長 ( 右四 ) 一行參觀網龍投建數字教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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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校友會畢釗銘副會長現場採訪

▲楊少夢校友返校參加母校 20周年校友活動

▲楊少夢校友在福州校友會成立儀式上主持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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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斌校友的故事

    鄭 斌

法學院 2007 屆民商法碩士

福建百加創客空間管理公司執行董事

福州明谷行館董事

“從福州大學本科畢業後，我還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澳門是中西文化結合的樂土，是邁向國際的橋樑，而澳

科大是我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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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夢前行，求知澳門
談到為什麼選擇來澳門深造？鄭斌校友回答，“走

出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澳門是中西文化結合

的樂土，澳科大是邁向世界的平台，求學澳科大是他

以開放的心態擁抱世界，是為了完成知識儲備、進行

自我增值、拓展人脈的人生重要選擇。借助澳科大的

國際化學習環境，先進的教學理念及在法學院黃明健

教授等良師益友的指導下，培養了綜合能力，清晰地

構建未來發展的方向，為鄭斌的創業歷程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為他的未來注入更多可能。

鼓勵青創，跨界匯同
鄭斌於 2007 年在澳科大取得碩士學位，求學時

間雖短，但收穫甚豐，更促發日後他在福州創辦眾創

空間的想法。“青年創業對於新一代和城市都是一個

機遇，我希望能為青年創業者打造一個相互啓發、資

源共享、協同進步的創新創業文化氛圍，並為他們提

供一系列的支援與宣導，以最大力度支持創業者把他

們的想法實踐出來。”經過十多年的深耕，眾創空間

至今己培養出多批優秀的創業項目，能見證到不少創

業者的成長與進步，鄭斌亦感到十分高興。

▲鄭斌 (右 ) 與恩師黃明健教授

▲鄭斌在福州校友會成立儀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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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溫泉事業，展現中國溫泉之都魅力
除發展初創孵化服務外，鄭斌亦積極開拓其他項目，

當中包括溫泉旅館，對於當初為何會選擇向這個行業發

展，他回答道：“經營溫泉旅館是為了與來自世界各地

的客人分享福州好山好水的魅力，也算是為家鄉發展貢

獻一分力量吧！溫泉在福州人心目中有着特殊位置。老

人家常說‘湯湧三山，福澤榕鄉’，福州擁有多處溫泉

旅館，但建在市中心的卻很少，我們的溫泉旅館正正座

落於福州市中心，空間設計花上不少花思，希望能為客

人在繁囂的都市中找到一處舒心靜謐的空間。”

今天，“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風潮捲席大江南北，

但創業並非易事，除基本要素外，創業者的個人特質、

心理因素等都影響着事情的成敗，鄭斌總結多年的經驗，

向學弟妹們分享走上創業道路前的準備：“當前複雜多

變的環境充滿着未知和挑戰，創業路上除了具備誠信、

堅韌、勇於創新的精神外，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是企業持

▲鄭斌與葉靜怡教授

▲溫泉旅館酒店座落於福州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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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核心競爭力，在面對困

難時除了保持冷靜，同時要懂得尋求幫助，

讓人脈資源形成合力。因此希望學弟妹們

能在大學期間多參與不同活動和比賽，擴

闊眼界和人脈，實現自我成長，為未來人

生路向作好準備。”

服務校友，責任在肩
澳科大福州校友會於 2021 年 1 月成

立，鄭斌相信校友會是一個共同精進的

社群，作為福州校友會核心創立者之一，

他有信心能夠辦好校友會，這也是對母

校最好的回報，未來他將與福州校友會

各成員繼續攜手並進，不斷探索校友會

更多可能性。

▲鄭斌大力支持青年創新創業

▲福州校友會楊少夢理事長採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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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都迪校友的故事

2011年，從澳門科技大學畢業的林都迪走上創業之路，十年來歷遍了創投界的風

風雨雨，也收穫了寶貴的人生經驗。畢業十年，林都迪再次回到母校，接受澳門科技大

學校友會聯合總會的採訪，談及這十年的創業心路歷程，以及對澳科大的學弟學妹們在

創業路上的解惑，林都迪留下了三個錦囊，希望對各位有志於創業的同學有所幫助。

 

    林都迪

商學院 2008 屆工商管理學士

商學院 2011 屆工商管理碩士

北京國科金服科技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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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囊一：創業應考慮“近水樓台先得月”

▲林都迪強調創業前必須有充足的了解和準備

時下很多青年人都有畢業後就投身創業的理

想，對此，林都迪的看法是：“我覺得每個有志於

創業的人，在開始創業之前應該先想清楚：自己的

優勢是什麼？我建議大家可以先聽取師長前輩們的

建議，根據他們對你性格的了解，向你提出針對性

建議，能讓你少走一些彎路。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林都迪看來，創業者首先要知道的是：我想

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因為創業和上班不一樣，不比

“996”要輕鬆。有些人在創業開始後不久，就發

現自己適應不了這種高強度的節奏而選擇放棄。所

以林都迪建議大家在創業之前，先想好自己想要的

是什麼，如果想要的是舒適的生活和安穩的環境，

那就不要去創業。

對於在澳科大求學的學弟學妹們，林都迪強調

了一點：“我想跟一些相對高學歷的創業小夥

伴強調，有些事情在你們看來或許很簡單，但背後

可能全是坑。尤其是當你發現你的計劃一切順利的

話，那背後一定是有問題的，很可能都是充滿了陷

阱。只有正視創業路上有可能會遇到的困難並謹慎

前行，你的創業之路才可能走過‘九死一生’。如

果創業者已經成家立室，我建議大家先跟另一半溝

通好，正告對方：‘我很可能在未來五年裡沒法給

家裡提供資金’，如果能獲得另一半的諒解，才能

開始你的創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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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囊二：創業者想成功必須有獨門“絕活”

創業多年，見慣了周遭的浮浮沉沉，在林都迪看來，

一個創業者要取得成功，必須要有自己的“絕活”，就

是有著獨家性、難以被取代的優勢所在。林都迪認為，

在這方面，澳科大的年輕人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因為他

們接受了多年的中西交融的教育，具備一定的創新頭

腦，不會局限於傳統的行業發展規劃，這是澳門多年來

的地區特色積澱：“我記得十幾年前我在澳門求學的時

候，有一個台灣奶茶品牌‘Come Bye’在澳門熱賣，

天天都有很多人在排隊，現在想來，那就是和現在的‘喜

茶’相類似的模式，而當時，國內的奶茶還在賣幾塊錢

一杯。所以說，在澳門的經歷，能讓你提前感受到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很可能未來成為你創業的契機。所以澳

科大的小夥伴們，要珍惜這個機會。”

“青年創業”是時下的熱門話題，當中最受爭論的

是“創業是否需要和自己的專業掛勾？”林都迪也有自

己的看法：“其實專業和創業方向這兩者是完全可以脫

勾的，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去創業，可能會招來一些不

認同的目光，但這是完全不重要的，興趣愛好是創業的

動力所在，你可以為了興趣愛好，去做一些不賺錢的事，

而創業初期，也是很長一段時間賺不到錢的，你想想，

如果你在做一件你不喜歡的事，而且很長時間賺不到

錢，同時你還要跟投資者進行漫長的溝通扯皮，那麼你

的心理壓力一定是非常大的。所以，創業要想一路前行，

重要的是你是否熱愛。”

在創業過程中，尋找投資人以及和投資人的溝通，

對創業是否順利起到決定性作用。林都迪坦言，在他

見過的創業失敗案例裡，有 95%都是投資人撤資所導

致的。所以，如何處理和投資人的關係，是林都迪想

跟各位澳科大學子分享的：“創業者必須跟投資人做

好風險預警，預計創業時期所面臨的最壞結果會是什

麼，投資人能不能接受這個結果？如果投資人對此能

表示諒解及支持，那才好進一步開展創業計劃。因為

錦囊三：創業者對投資人必須坦誠相待

▲林都迪認為澳科大多元文化的教學環境激發同學創新思維 ▲ 林都迪認為創業者必須跟投資人做好風險預警



6565

校 友 風 采

在林都迪看來，目前並不是創業者“最好的時代”：

“那個光憑著一個PPT和講故事的能力，就拉來大筆

投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要想創業成功，必須要

全身心投入你的創業計劃中，不能只靠畫餅，而是要

讓投資人看到你的決心和用心策劃的可行性，做出來

一個靠譜的Demo，才更容易獲得投資人的認可。”

最後林都迪強調一點：“在我看來，創業者還有一

點很重要的原則必須堅持，那就是要樹立正確的價值

觀，愛黨愛國，不做違背此大原則的事情，也不要投

機取巧，走上彎路。因為目前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逐步推行，大灣區各城市其實都是很適宜創業的，

比如澳門、珠海、橫琴這些地方，在產業多元化的發展

道路上，存在很大的空間，留在這些地方發展，會得到

更多的機遇。在這時候，你的價值觀以及你曾經的行為，

都將影響你未來的發展軌跡。希望大家珍惜這些機遇，

幹出一番事業，為澳科大的將來添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林都迪寄寓同學要為未來做好準備，才能把握每個機遇

創業者必須堅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創業的過程，十次有九次是會遇到難題甚至失敗的。

作為過來人，我認為雙方的誠懇溝通，是解決創業痛

點的重要因素。當雙方溝通存在問題，投資人選擇半

路和創業者分道揚鑣時，創業者的很多努力就會白費

掉了。所以，不能只講你的項目有什麼美好前景和預期，

而是要把可能出現的風險一一清晰說明。”

林都迪分析道：“很多投資人，一開始的時候並

不是投項目，更多是在‘投緣’，投的是一種信任，

當創業者選擇坦誠相待，更容易贏得投資人的信任。”

初創企業難免會遇到波折，林都迪對首次創業的青

年創業者給出寶貴意見：“當首次創業失敗後，大家要

記得這並不丟人，反而能給你帶來寶貴的經歷，下次在

進行其他嘗試時，能少走一些彎路。但前提是你選擇

的創業方向必須是正確可行的。這時候你應該做好失

敗的總結，跟你的投資人去分析交流，說明失敗的原因，

並對再次創業提出明確的想法。其實從投資人的角度，

他們選擇投資，就包括有‘沉沒成本’在內，看到你

積極的態度和可行的計劃，很可能會再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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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煒校友的故事

    王宗煒

商學院 2015 屆工商管理學士

福建逆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逆風網咖 創始人

Double Time 魔時西餐廳 創始人

Doppio’clock 兩點鐘甜品 創始人

“打機”就是玩物喪志、不學無術嗎﹖這位來自福州的年青校友或許令你改觀。王宗煒

校友於 2011 年從福州來到澳門科技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學士課程，這位小男孩表面看似是一

位熱愛遊戲的普通大學生，但其實他更是一位成績亮眼的電競選手，大學二年級時更從電競

場上躍身成為青年創業家，創立了風靡福州的逆風網咖。大學畢業後他又帶領團隊開始其他

嘗試，創辦了連鎖餐飲品牌Double Time 魔時西餐廳、Doppio’clock 兩點鐘甜品。王宗

煒校友用成績向大家證明，風起好揚帆，青春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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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注熱情，愛我所愛
回溯當初選擇來澳門開展大學生涯，王宗煒有着自

己的見解：“我希望能夠在年青的時候多增加人生閱歷

和深度，澳門是一個很酷的城市，國際化和包容程度都

比較高，我相信如果能來到這個城市讀書，必定有另一

番體驗；而且我從小熱愛電子競技，但電子競技總是被

別人冠上負面形象，而澳科大的開放性能讓我在沒有負

擔之下繼續業餘愛好。”王宗煒在澳科大四年的求學旅

途中，大學的氛圍讓他在學習和遊戲中找到一個平衡，

他亦以實際成績向大家證明學業與遊戲是可以兼顧的。

王宗煒從遊戲中不僅找到樂趣和滿足感，也鍛鍊

出挑戰自我、不斷進取的毅力：“每次遊戲落敗後，

我都會一個人靜心沉思，思考下一步應如何改進，怎

樣部署才能做得更好。”王宗煒遇強越強，終於在

WCG2012《星際爭霸 2》比賽中就拿下了鄭州賽區亞

軍、WCS2012 中國區 32 強的好成績，在 2014 年的

CSL 高校星聯賽中，王宗煒代表澳科大一舉拿下了全

國總冠軍的頭銜。

▲王宗煒熱愛研究競技戰術

▲王宗煒 (左 ) 參加星際爭霸 2 CSL 高校星聯賽現場

▲王宗煒和他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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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風前行，逐夢啟程
王宗煒在電競場上大放異彩，而他對電競的熱愛不只

於此，他希望盡自己所能為行業開闢新路向，他在大學二

年級時與朋友一起創立‘逆風’網路咖啡廳：“我喜歡遊戲、

擅長遊戲，也明白玩家的需求，當年網吧行業正走下坡路，

我與朋友們共同創立了‘逆風’，改變傳統網吧‘烏煙瘴氣’

的形象，將網吧和咖啡廳一體化，並以高端設備和無煙

環境重新定義了網吧，打造一家新概念‘網咖’。”王宗

煒總結道，因為對這個行業充滿熱愛，眼前的大環境雖

然不理想，但他願意在逆境中前行。正是這份熱情和執著，

“逆風”在網吧行業整體不濟的情況下仍能客滿盈門，

實現盈利。

打破常規，步履不停
畢業後王宗煒總結四年的學習經歷，逐漸成熟的他認

為此時應當作出更多嘗試。“遊戲的過程教會我克服困難，

而澳科大的學習生涯更是教會我要敢於創新，我認為好的

想法是在跨界的過程中產生，突破慣性思維和舒適圈才能

有所成長。”在親友的鼓勵下，王宗煒帶著經營網咖的經

驗和資源闖入餐飲行業，創立了Double Time 魔時西餐

廳和Doppio’clock 兩點鐘甜品，餐廳開張不久便火速

得到福州年青人的喜愛，成為無人不知的網紅餐廳，王宗

煒說道雖然Double Time 在外界看來是一家很成功的餐

廳，但其實並不是每間門店的經營模式都能輕鬆複製，這

個過程需要不斷總結和更新，這就和打遊戲過關斬將一樣，

每一次都是新的開始，要保持學習的心態，總結新方法，

這樣才可以水到渠成。

 

不懼挫折，不負韶華
王宗煒笑言創業之路就跟打遊戲一樣，總會遇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問題，“關卡”打完一個又一個，幸好他還有

精力和時間去沉澱學習，待時機成熟再去嘗試。他表示創

▲王宗煒 (右三 ) 和澳科大校友總會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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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守業需要熱情，更需要承擔失敗的勇氣，

越是害怕失敗就越難成功，坦然面對才能

把事情看得清。只要一直堅持做認為正確

的事情，才得以成功。

王宗煒回望在澳科大學習的歲月，不

僅為他帶來了美好的大學生活，也成為

了日後發展事業的台階，他表示澳門這個

城市蘊藏着很多機遇，小伙子們若然心懷

遠智應當好好把握機會。

因為想做就做，青春正當時！

▲王宗煒在福州校友會成立儀式上

▲福州校友會楊少夢秘書長採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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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鵬飛校友的故事

    鍾鵬飛

商學院 2016 屆工商管理學士

廣東莘豐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長

“90後”給你的印象是“一代不如不代”﹖還是“一代新人勝舊人”﹖來自

廣東東莞經營水產生意的鍾鵬飛校友就用行動告訴我們，90後的小伙子如何從金

融業跳進傳統水產行業，只花上三年的時間，便把水產生意的年銷售額增長了以

前的10多倍，還帶動了當地200多戶農民增加收入，他的故事更被央視節目《致

富經》邀請接受專訪，與大家分享他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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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育人 師恩難忘
2012 年，鍾鵬飛校友從廣東東莞來到澳

門科技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他選擇來

到澳科大展開大學生活，除了是被大學“年輕”、

“有活力”的形象吸引外，優秀的師資團隊更

是令他眼前一亮，在那四年間的學習生活中，

令他最大感受就是老師教授的知識不是單純的

紙上談兵，而是把課本知識結合實際案例，向

同學們演示當中的商業理論，互動實踐的學習

模式讓同學們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知識點。學習

以外，鍾鵬飛特別喜歡澳科大校園內的氛圍：

“大學的學習氛圍非常好，不光是硬件設施和

教學資源豐富，還包括人與人之間和諧氣氛，

回首這四年的學習生活，心中仍然充滿溫暖。

在這裏，我結識到很多熱情的同學，師長對我

們也十分關切。他們總在生活和學習中給予我

鼓勵和幫助，四年來彷彿生活在一個溫暖的大

家庭裏。”

萬事開頭難 只要肯登攀
畢業後的鍾鵬飛留在澳門從事金融相關的

工作，直到有一天被家人叫回東莞，協助家中

的水產生意。年輕的鍾鵬飛對水產一竅不通，

更遑論經營一家水產公司，作為“新丁”的他

承認接手初期的確非常困難：“水產業是傳統

行業，除了需要長年累月的行業經驗，更需要

投入大量時間日夜操勞，入行之初也受到員工

和親友的質疑，但我明白萬事起頭難，既然起

步比別人晚，就應當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鐘鵬飛為更好的融入和了解水產行業，他經常

走訪各個市場進行實地考察，遇到大小問題也

虛心向一線從業人員請教。

▲ 鍾鵬飛難忘在澳科大學習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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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番市場探勘後鍾鵬飛有所啓發，他決

定把本來的養殖和經營方式進行改革，從過往養

殖傳統四大家魚為主，進而投入更多資源開發養

殖新品魚種，在銷售渠道和包裝方式也積極革新。

即使身邊親友對於改革不太看好，但鍾鵬飛力排

眾議：“水產批發行業銷售單一，導致毛利低；

而現今人們對水產質素要求不斷提高，消費習慣

和水準也上升。既然發掘了有潛力的商機，何不

破舊立新、與時俱進﹖”雖然改革過程中經歷過

無數次的失敗、嘗試、再失敗，但鍾鵬飛越挫越勇，

在不斷的堅持進取中取得了回報，生意額除了得

到大幅度的增長，也帶動了當地 200 多戶農民增

加收入。眾人對於鍾鵬飛勇於跳出傳統框架尋求

突破，由之前的持有懷疑態度轉為打從心底的佩

服他。

貴在堅持 成在堅持
對於自己一次又一次創出亮眼的成績，鍾鵬

飛謙虛說道：“我只是願意鋪下身子去市場一線

實踐，把大學學過的商業知識在魚市場中應用出

▲鍾鵬飛被邀接受央視節目《致富經》採訪

▲鍾鵬飛向主持人介紹養殖場的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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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畢業以後即使從事金融工作，但始終無法把所學知識派

上用場，直到投身水產生意，才明白到大學時學到的商業理

論是如此重要，多得這些商業知識讓我解決了許多經營上的

問題。而且我總是比別人多了一點堅持，比別人花多一點時

間、多一點精力、多一點付出。我認為凡事都比別人做多一

點點，始終一天能創造成績。不僅做生意，日常生活也是如

此。我們能做多少事往往取決於我們認為自己能做多少，當

我們真正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就一定能找到方向。我也

希望學弟學妹們能夠抱着這個態度去面對挑戰，生活中不要

計較比別人多了一點付出，經過時間的累積，你所付出的‘每

一個點點’最終要有收穫的！”

鍾鵬飛雖然畢業多年，回望過去，心裏依然情繫着母校

澳科大：“感謝母校使我擁有人生的第一筆財富——知識的

財富。我由衷希望母校能越辦越好，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人才。

期待未來有更多澳科大學子為我校爭光，傳遞我校風采！”

▲鍾鵬飛喜歡到處遊歷，拓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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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子翊

資訊科技學院 2020 屆理學博士

資訊科技學院 2015 屆理學碩士

深圳騰訊量子實驗室研究員

2020年度澳門科學技術獎勵頒獎典禮於 10月 7日在澳門文

化中心舉行，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 2020 屆理學博士研究

生楊子翊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研究生科技研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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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於 2011 年 3月份頒佈了《科學技術

獎勵規章》，澳門科學技術獎勵的評審工作每兩年

進行一次，獎勵在澳門科學技術活動中做作貢獻的

人士。經澳門科技大學的推薦以及澳門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的嚴格評審，楊子翊脫穎而出獲得研究生科

技研發獎。

楊子翊在讀博期間，參與了多項科研項目，

針對生物醫學大數據中的高維度、高噪音、非結

構化和多批次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基於多模態

學習、自步學習和元學習理論等在生物醫學複雜

數據分析問題的可計算建模等方面做出了多項技

術發明成果。楊子翊首次將基於度量的元學習

方法運用到生物醫學領域，從而使模型能從大量

的臨床任務中學習經驗和知識以輔助疾病亞型預

測，篩選潛在疾病靶點，使模型更接近於真實的

臨床診斷情景。此外，楊子翊還提出多種多模態

自步標注學習方法結合正則化特徵選擇技術以解

決生物醫學問題，以期提升疾病亞型預測和篩選

▲楊子翊（左）榮獲 2020 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研究生科技研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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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點的能力。在人工智能輔助創新藥物開發方面，楊子

翊帶領實驗室的研究生一起開發機器學習方法，預測小

分子化合物的潛在作用靶點，以期加速新型冠状病毒

藥物研發。其多項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Cybernetics》、《IEEE/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EBioMedicine》、《Journal of 

Chemical Information and Modeling》等。在專利方面，

楊子翊還獲得一項美國專利授權，一項澳大利亞專利授

權以及多項中國專利授權。

楊子翊表示，這一切的科研成果都離不開澳科大為

學生提供良好的科研環境，離不開資訊科技學院老師們

的栽培，更離不開導師梁勇教授的悉心教誨與指導。導

師的嚴謹、謙遜的學術態度和不知疲倦的求知精神令楊

子翊受益匪淺。在梁勇教授的指導下，使其始終保持嚴

謹的學術態度，不斷堅定信念，克服一次又一次的科研

難關。在這過程中，增強了楊子翊的邏輯性，培養了其

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全面性，以及如何謙遜待人等令

其終身受益的能力。在澳科大讀博期間，楊子翊獲得了

▲楊子翊（左三）在 2020 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科學技術頒獎典禮中與澳科大獲獎團隊合照留影

▲楊子翊（左）與導師梁勇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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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機會，看見了更遠的風景，結實了更

優秀的朋友，參與著能給世界帶來積極影

響的研究事業中，感覺生命更具張力，也

更加寬廣了。

楊子翊於去年 7月博士畢業，現於

深圳騰訊量子實驗室擔任研究員。量子

計算被很多科學家認為將在未來 5-10 年

取得突破性進展，並最終成為經典計算

機的重要補充。目前全球量子技術領域

的參與者既包括Google、IBM、微軟、

亞馬遜等一眾國外科技公司和研究機構，

也有中科院、清華大學、騰訊、阿里、華

為等國內研究機構和企業，以及全球多家

初創企業。量子信息關鍵技術可能成為未

來新的“國之重器”。目前，實驗室具有

頂級教育背景的團隊成員，如Caltech, 

Cambridge, MIT, NTU, NUS, Ottawa, 

Princeton 等等。 楊子翊希望可以更快

更好地和大家融入在一起，向各位專家前

輩請教學習，更加務實地推動量子計算與

人工智能的深入研究與廣泛應用。

▲楊子翊在人工智能大會上作報告

▲楊子翊到清華大學交流學習

▲楊子翊參加復旦大學大數據學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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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系列工作坊解構社交用餐禮儀

▲學員們與導師合影留念

“格物”系列工作坊——餐桌禮儀工作坊於 2021 年 2月 5日早上在澳門科技

大學季節餐廳舉行，活動由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

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支持。是次工作坊邀請到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講師Ms. Dana 

Kan 擔任導師，以 12 人小班教學模式，通過導師與學員們共膳，教導示範餐桌禮

儀的知識和要點，藉此讓校友和同學們日後在工作及交際應酬上更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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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左）向Ms.Dana Kan
導師致送感謝狀及紀念品

▲導師向學員講解餐桌禮儀的應用技巧

在導師Ms. Dana Kan的指導下，學員通過交流，

實地學習西式餐桌及基本商務禮儀，餐桌擺設佈置、各

類餐具的正確使用方法及次序，餐巾的使用方法，以及

如何禮貌地應對各種用餐情況。

出席的校友均表示餐桌禮儀不僅是禮節的一部份，

更是終生受用的技能，也是養成良好生活習慣的重要一

環。餐桌上每一個細節都蘊含着深厚的禮儀文化，進餐

方式也代表着一個人的素養。透過是次工作坊，隨了可

以學習待人接物及互相尊重的態度，建立良好人際關係，

個人品味、自我形象和自信也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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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系列講座探討中國硬科技產業
        的發展趨勢和關注點

“格物”系列講座：硬科技的黃金時代於 2021 年 3月 26 日上午 11時在澳門科技大

學N座 212 室舉行。該活動由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院

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支持。是次活動邀請到澳科大校友、北京國

科金服科技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林都迪以中國硬科技產業的發展趨勢和關注

點為主題進行分享。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主席

龐川教授，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湯曦女士，研究生院院務主任、校友會聯合總會秘書長馮均

國先生，研究生院管理培訓與發展中心周瑞敏先生，校友總會理事曾茵頤女士與研究生院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學員逾 80人出席活動。

▲演講嘉賓與澳科大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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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川副校長（右）向主講嘉賓林都迪校友贈送紀念品及感謝狀

林都迪校友在本場講座中與學員剖析中

國硬科技產業的現今發展概況與未來趨勢、

分享項目及案例等，向學員展示生物醫學工

程產業如何透過信息、材料等領域新技術的

交叉融合，以構建成一套生物醫學工程技術

體系，從而大力提高臨床診斷、治療、復康

等方面的成效。林都迪期望透過講座內容，

為學員在企業營運、制定策略上得到更多啓

發和創想。

問答環節，在場學員各抒己見，也提出

了自己對中國硬科技未來發展的看法與見解，

林都迪校友一一進行了詳細解答並給出了多

方面的意見，使學員們對硬科技的內涵及前

沿技術應用得到更深入的瞭解。

▲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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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系列工作坊：戀愛·圍住里——澳門圍里導賞團於 2021 年

5月 22 日舉行。是次活動由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澳門基

金會贊助，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支持。活動邀請到鄭劍藝建築師擔任活動

領隊，帶領參加者探尋澳門圍里並進行深入講解。

——“格物”系列工作坊探尋本土歷史

▲活動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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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團以永福圍作為遊覽起點，途經蠔

里、顯榮圍、茨林圍等建築群，遊覽過程中，

鄭劍藝建築師為大家依次講解了“圍”和“里”

的建築特點、現時建築群的保存情況以及今

後保育發展。“圍”和“里”是澳門現存最

小層級的道路，在參觀過程中能看到部分建

築仍保留著當時的建築風貌，並且依然有澳

門居民生活在這些“圍”“里”內。活動後段
▲導賞團遊走大街小巷探索圍里

▲校友於戀愛電影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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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參觀戀愛電影館

▲工作人員向校友示範放映設備

特別安排參觀位於戀愛巷的戀愛·電影館，

透過館員詳細講解，讓參加者了解到澳門本

土電影發展史、本土影像保存、電影播放方

式發展歷程，提升了大家對澳門本地觀影氛

圍及本地電影的認識。

是次導賞活動吸引逾 20名同學及校友參

加，參加者表示導賞團別具意義，除了透過

探勘圍里感受本土獨特的建築肌理和生活風

貌外，也對澳門電影業及放映業的發展得到

更深入的了解，收穫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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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了解舊式放映膠卷

▲校友了解文物建築的活化和修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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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系列講座探討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的
         建築教學與研究的發展趨勢和關注點

“格物“系列講座：“建築教學與研究的經驗分享——新加坡國立大

學、香港大學“於 202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10 時在澳門科技大學N座

221 室舉行。該活動由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澳門科技大

學人文藝術學院校友會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支

持。是次活動邀請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大學榮譽教授及深圳大學、

▲演講嘉賓與澳科大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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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築大學客座教授劉少瑜以研究研討會的形式

進行學術分享。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湯曦女士，人文

藝術學院建築學課程主任鄭劍藝助理教授、劉驍助

理教授、王冠強助理教授、朱柏葳助理教授、王煒

加助理教授、馮晶磊講師，以及人文藝術學院師生

逾 30人出席活動。

劉少瑜（Stephen Lau）教授出生於香港，

曾在香港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學習。他已經在香港

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進行了三十多年的建築設

計、環境技術和可持續設計方面的教學。他曾擔任

博士研究課程和 MSc（Integrated Sustainable 

Design）課程主任。他培訓了 30 多名博士 / 博士

後，並作為首席研究員完成了 60 多個香港和新加

坡的公共資助項目。他是一名活躍的建築研究人員

（H-Index 26，Research Gate 2021）。他曾

擔任建築學院副院長（3任）；建築系署理主任和

副系主任（科研）。他於 2019 年底從新加坡國立

大學退休。自 2020 年以來，他是許多內地大學和

▲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向主講嘉賓劉少瑜教授 (中 ) 贈送紀念品及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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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瑜教授向同學分享建築教育與研究的看法

▲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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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的名譽和客座教授，是註冊建築

師，聲學家，碳審計師，中國香港綠色建

築委員會副主席和香港建造業協會（CIC）

委員。

本次講座分三場進行，以新加坡國立

大學教學科研工作為例分享了當代可持續

建築設計和研究，內容豐富、深入淺出。

上午 10 時，第一場演講以新加坡城市規

劃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簡介開始，從環境、

規劃、社會和經濟角度看新加坡的建立，

並探討新國大在零能耗建築設計和可持續

建築研究領域的科研和競賽導向，以提升

大學國際聲譽和競爭力。上午11時30分，

第二場演講基於 2015-2019 年期間的科

研經歷，劉少瑜教授講解了他在NUS期

間主持的研究項目及其相應的研究方法與

設備。下午 14 時 30 分，第三場演講以

科研寫作為主題，劉教授講解如何將建築

學研究與當代科學研究方法相結合，如何

通過文獻計量方法尋找具有未來發展潛力

的研究課題。

最後，在場師生暢所欲言、各抒己見，

與劉教授進行了深入討論。大家也提出了

自己對建築教育與研究的看法、見解與困

惑，劉教授一一進行了詳細解答並給出了

多方面的意見，使大家對建築教育與研究

的內涵及前沿技術應用得到更深入的了

解。劉教授對澳科大校友總會的邀請，以

及師生們的積極參與和批判性思考表示了

感謝。期望將來在澳門及粵港澳大灣區可

持續建築領域與澳科大有更多合作機會。 ▲在場師生與劉教授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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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校友會拜訪多個澳門特區政府機關

202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方

泉院長、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湯曦副理事長攜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內閣成員一行七人拜訪澳門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受到立法會主席高開賢先生的親切

接待。

方泉院長表示，建院20年來，法學院逐步形成了“以

多元文化為背景”以及“以跨域法律為內容”的教學和

研究特色，建立起了多個學術平臺與教育設施，培育了

大批本地及跨域法律人才。為回應廣大畢業生希望與學

院加強聯繫的殷切期盼，法學院於去年 4月提請大學校

友總會批准成立法學院校友會。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

校友會章程已於 2020 年 8月 5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公報》，並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舉行成立暨首屆

理監事就職典禮。  

湯曦副理事長表示，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

成立於 2006 年，致力於加強校友和母校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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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數年間，已在澳門、臺灣、香港、廣州、

深圳、北京、上海、杭州、南寧、珠海等地建立

了地區校友會，與校友間構建起了高效快捷的互

動網絡。同時，校友總會也已開始推動建立學院

屬會，法學院校友會就是第二個的學院屬會。

高開賢主席祝賀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

成立，並對校友會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了兩點期

望：其一是鑒於當前“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

諸多新問題、新情況，比如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

發展中的諸多法律問題，希望校友會未來能夠推

動該領域相關難題的攻堅研究；其二是因應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國家發展“視窗作用”

的時代任務，希望校友會未來能夠從與外地校友

建立緊密交往出發，結識更多對於澳門發展十分

需要的企業與人才，並引薦他們來澳門，共同助

力澳門扮演好國家發展的“窗口”角色。

劉澤光會長表示日後將借助校友會的平臺團

結校友，加強各地校友與母校法學院的聯繫，共

同努力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出謀劃策，同時

也希望能夠凝聚校友力量推動基本法的研究。

出席此次拜訪活動的還有澳門科技大學法學

▲澳科大法學院方泉院長向立法會高開賢主席致送紀念品

▲澳科大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向立法會高開賢主席致送《鏡
海學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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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1日下午，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

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龐川主席，

與法學院方泉院長攜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內

閣成員一行九人拜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安司，

受到保安司黃少澤司長、員警總局梁文昌局長等的

親切接待。

龐川主席表示，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成立於

2000 年 3月，是澳門科技大學四所創始學院之一。

建院二十年來，始終遵循“一國兩制”原則，傳承

優秀的治學風範，形成了“以多元文化為背景”以

及“以跨域法律為內容”的教學和研究特色，培育

了大批本地及跨域法律人才，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優

秀校友隊伍。為回應廣大畢業生希望與學院加強聯

繫的殷切期盼，法學院於去年 4月提請大學校友總

會批准成立法學院校友會。經過大半年時間的籌備，

校友會章程已於 8月 5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公報》，並已於 10 月 28 日舉行了成立暨首屆理監

事就職典禮。

▲大合影

▲龐川主席向黃少澤司長致送校友總會《鏡海學人》雜誌

▲法學院方泉院長向黃少澤司長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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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泉院長表示，法學院擁有三級學位授予課程，

已建立較為完備的教學資源和多個學術研究平臺。

辦學特色明顯，特別是學士學位課程，在注重法律

基礎理論和國際法律教學的基礎上，採用中國法科

目和澳門法科目雙軌並行的教學模式。正基於此，

近年來法學院湧現出越來越多的優秀校友。

黃少澤司長首先祝賀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

會成立，並表示自己早年曾在法學院任教，對法學

院的感情很深，亦了解法學院多年來在辦學過程中

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他指出，目前

澳門正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建設的大時代，這與法學院“以跨域法律為

內容”的教研特色，以及“培育本地及跨域法律人才”

的使命完全契合，認為法學院與法學院校友會應當

要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做好跨域法律的研究工作，

推動跨域法律研究的進步。

法學院校友會劉澤光會長表示今後校友會將借

助校友會的平臺團結校友，加強各地校友與母校法

學院的聯繫，共同努力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出

謀劃策，同時也希望能夠凝聚校友力量推動基本法

的研究。

出席此次拜訪活動的還有保安司司長辦公室張

玉英主任、梁浩賢顧問，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

總會湯曦副理事長、馮鈞國秘書長，以及法學院校

友會許冰副理事長、周挺副理事長、林偉權秘書長、

徐小賢理事等。

▲會談現場



9494

校友活動

2020 年 11 月 12 日下午，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

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龐川主席與法學

院方泉院長攜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內閣成員一行

十一人拜訪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受到社會

文化司歐陽瑜司長、時任教育暨青年局老柏生局長等的

親切接待。

龐川主席表示，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建院至今已逐

步形成了“以多元文化為背景”以及“以跨域法律為內

容”的教學和研究特色，未來亦將根據自身的特點，在

大灣區跨域法律研究以及基本法研究領域貢獻力量。同

時，他也介紹到，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成立於

2006 年，致力於在校友和母校之間建立起高效快捷的

互動網絡，短短十數年間，已在全國多地建立了地區校

友會，同時也已開始推動建立學院屬會，法學院校友會

便是第二個成立的學院屬會。

方泉院長表示，法學院開設法學學士學位課程、6

個碩士學位課程，以及 9個專業方向的法學博士學位課

程。其中，法學學士學位課程，在注重法律基礎理論和

國際法律教學的基礎上，採用中國法科目和澳門法科目

雙軌並行的教學模式。法學院擁有較為完備的教學資源

和多個學術研究平臺，並與境外諸多學術及實務機構建

立了廣泛而有效的合作關係，著力推動跨域法律教研工

作的發展。

歐陽瑜司長首先祝賀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成

▲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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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並充分肯定澳科大法學院“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的辦學精神。她指出在過去的

二十年裡，澳科大法學院堅守“以跨域法

律為內容”的教研特色，極有意義，她相

信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大時代，澳

科大法學院的辦學優勢將會越發得到凸顯，

吸引力亦會不斷提升。她祝願法學院與法

學院校友會共同努力，在大灣區建設發展

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澳科大法學院校友會劉澤光會長表示

校友會日後將借助校友會的平臺團結校友，

加強各地校友與母校法學院的聯繫，並會

將工作重心放在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設

出謀劃策，以及推動基本法研究上。

出席此次拜訪活動的還有社會文化司

司長辦公室郭曉明顧問；澳門科技大學校友

會聯合總會湯曦副理事長、馮鈞國秘書長，

以及法學院校友會廖力嘉副會長、許冰副

理事長、周挺副理事長、副監事長梁安玲

副監事長、林偉權秘書長、徐小賢理事等。

▲龐川主席向歐陽瑜司長致送校友總會《鏡海學人》雜誌

▲法學院方泉院長向歐陽瑜司長致送紀念品

▲會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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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4 日上午， 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

合總會理事會一行回訪上海校友會，並出席由上海校友

會組織的主題交流會活動，受到上海校友會吳建斌會長

等一眾校友的熱情接待。活動假上海陽光城大廈舉行，

上海校友會王瑩理事長、陸家嘴 FOF聯盟薛夢、上海

珠池資產衷晨馨以及其他校友代表近20人出席了活動。

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首先表達了總會對上海校友

的問候，分享了早前20周年校慶校友返校活動的盛況，

衷心感謝上海校友會為母校華誕精心準備的賀禮——景

泰藍牛樽，以及在今年春季疫情期間上海校友會為疫區

募集抗疫物資的拳拳之心；亦邀請在滬校友有空回母校

走走，看看師長校友，感受母校發展。活動上，校友

總會向上海校友會贈送由母校人文藝術學院張曦之助理

教授創作的“仿唐紫金馬”雕塑，以及向在場校友送贈

20周年校慶紀念勛章。

吳建斌會長回顧了上海校友會近期的各種活動，指

——校友總會回訪上海校友會

▲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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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海校友會的方向是利用上海的地域優勢和商業基

礎，通過組織金融、貿易、商業等專業類型的活動，

更好地提升校友會知名度和影響力，更深入地為在滬

校友服務，並表達了對上海校友會活動越辦越好的信

心與厚望。王瑩理事長回顧校友會成立至今的活動，

分享了上海校友會啟動種子基金示範分會的構想，呼

籲廣大在滬校友參與到種子基金中來。

隨後，校友詹宏海博士就立足於疫情影響下的國

際環境，大灣區機遇與挑戰的主題，與校友們一起探

討中美貿易磨擦、未來教育發展等熱點問題。 校友們

對中美關係引發的科技戰、金融戰等問題展開熱烈探

討。特邀嘉賓珠池資產衷晨馨提及了中美貿易衝突和

疫情大環境下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機會，分享了資本

市場深化改革的大勢下如何進行資產配置的議題。

是次回訪上海校友會活動中之成員還包括總會理

事會何蘊歡理事與蒙慧怡理事。校友們在這次活動中

感受到來自校友總會的溫暖和關切，活動在一片溫馨

愉快的氛圍中結束。

▲校友總會向在場校友送贈 20周年校慶紀念勛章

▲校友們展示紀念勛章
▲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向上海校友會吳建斌會
長回贈“仿唐紫金馬”雕塑

▲由人文藝術學院張曦之助理教授創作的 
“仿唐紫金馬”雕塑

▲交流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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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校友會第一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暨法律人真情對話（第

三期）：法律人成長“技”活動，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時正，在大

學N101演講廳舉行。學院有幸邀請到五位優秀的校友回到母校，與學院師生

們分享交流。

本次活動有幸請到的分享嘉賓有：北京大成 ( 南京 ) 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朱

昱律師 （法學院 2007 屆本科畢業生）、銀行法律合規部總經理梁安玲女士 

——五優秀校友返校與師生交流分享

▲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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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2004 屆本科畢業生）、澳門鄧永

恆許冰律師事務所暨私人公證員許冰大律師

（法學院 2004 屆本科畢業生）、中國民生

金融執行董事兼執行總裁鄭理先生（法學院

2009 屆本科畢業生）、聯豐享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徐小賢營運總監（法學院 2004

屆本科畢業生），活動由澳門力圖律師事務

所合伙人曾新智大律師（法學院 2018 屆碩

士畢業生）主持。法學院方泉院長、校友總

會馬凱旋副會長、湯曦副理事長、法學院校

友會劉澤光會長、法學院黎曉平教授、牟效

波課程主任、陳波老師與學院校友會理監事

▲法學院方泉院長（中）向分享嘉賓致送紀念品

▲鄭理校友（右三）向學院致送院慶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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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及百名法學院學生出席了此次活動。

活動中，朱昱校友向在場同學向同學

們介紹了目前國內律所的模式，以及分享

成為合格律師的經驗；梁安玲校友表示法

律學生畢業後除了律師以外還有多種就業

方向可供選擇。許冰校友分享了職業的心

聲，並提出澳科大法學院課程的獨特優點；

鄭理校友表示，法律人要保留一顆感恩的

心，同時也要不斷的努力和選擇，要對自

己的人生有所認知；徐小賢校友認為，擁

有扎實的法律知識，在未來的道路中將會

有更多的選擇。

在場同學也向分享嘉賓們提出了自己

的疑問，朱昱校友引用古羅馬名言 “法

律是一門追求人間善意、公平正義的藝術，

而正義使人各得其所”，鼓勵同學們努力

學習法律知識，許冰校友鼓勵同學們堅持

法律人的理念，努力做好自己。梁安玲校

友和徐小賢校友均表示修讀法律課程會對

日後從業工作帶來幫忙。

本次活動雖然只有兩個小時，但是給

予了同學們與優秀校友們近距離接觸的機

會，可以從這些傑出校友們身上汲取寶貴

經驗，為以後的職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曾新智校友

▲朱昱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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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安玲校友 ▲許冰校友

▲鄭理校友 ▲徐小賢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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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5日至 7日，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理事會成員一行

回訪福州校友，並出席“福州校友會籌組事宜溝通會”，藉以擴大母校與在榕校

友的互動交流平台，並為福州校友會籌組工作給予建議與回饋。

會議上，福州校友會籌組成員向與會人士報告校友會籌組工作的進度及工作

情況。在聽取工作簡報後，澳科大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對福州校友會成立的若

干事宜進行了深入溝通並給予實質性的指導。雙方在會議尾聲互贈禮品，期望福

州校友會能於不久的將來順利成立，更好的促進母校與在榕校友的交流聯繫。

——校友總會回訪福州校友

▲福州校友會籌組事宜溝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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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理事會成員亦應邀出

席“福州校友交流晚宴”，晚宴在

王宗煒校友創辦的連鎖餐飲品牌

“Double Time主廚餐廳”舉辦，

逾 40 位在榕校友歡聚一堂。校友

總會湯曦副理事長首先轉達了校友

總會會員大會龐川主席對福州校友

的問候，分享了早前 20 周年校慶

校友返校活動的盛況，衷心感謝福

州校友為母校華誕精心準備的賀

禮——鎮海樓軟木畫；亦邀請在榕

校友有空回母校走走，看看師長校

友，感受母校發展。校友們在晚宴

上極積分享及回顧在校期間的美好

回憶，表達了對母校深厚的感恩之

情，並共同祝賀母校在世界大學學

科排名上再創佳績。

校友總會成員訪榕期間先後拜

訪多個當地校友企業，涵蓋電子設

備、科技教育、餐飲、旅館、古

▲福州校友合照留影

▲校友於“Double Time 主廚餐廳”留影

▲校友總會成員向“Double Time 主廚餐廳”創辦人王宗
煒校友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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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保育等範疇，當中更包括青年校友創業

企業，如由王宗煒校友創立的“Double 

Time 主廚餐廳”，以及由潘佳琪校友創

立的“紅瓶奶茶店”。校友總會成員亦偕

同福州校友們一同考察三坊七巷及上下杭

歷史文化區，回顧中國近代史及福州愛國

人士的歷史故事，增强閩澳兩地同胞的友

情與愛國情懷。校友們在這次活動中感受

到來自母校與校友總會的溫暖和關切，期

望日後能凝聚更多校友力量，更好的推動

福州校友會的籌備工作。出席是次活動的

校友總會成員還包括鄭劍藝理事、黃輝理

事及曾茵頤理事。

▲參觀李長浩校友企業——先行電力設備有限公司

▲參觀楊少夢校友就職的企業——網龍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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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三坊七巷歷史文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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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校友會新年交流分享會活動圓滿舉辦

2020 年 12 月 26 日，澳門科技大學杭州校友會新

年交流分享會暨“賀廿年校慶，喜迎新年”活動在杭州

市西湖區九里雲松度假酒店玉蘭廳順利舉行。澳科大杭

州校友會陳建克會長、姚季鑫榮譽會長、深圳校友會徐

晞霖理事長、上海校友會陳萬秀代表等近四十位校友出

席本次活動

活動上，杭州校友會陳建克會長、姚季鑫榮譽會長

先後致辭歡迎校友的蒞臨，並寄語年輕一代的校友們把

▲活動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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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青春，努力奮鬥；楊揚理事長向校友匯報

了杭州校友會在 2020 年的工作成果，以及

2021 年的工作計劃及展望。深圳校友會徐晞

霖理事長、上海校友會代表陳萬秀於台上發言，

均表示各地校友間的溝通聯絡非常重要，希望

未來能與杭州校友會以及其他兄弟校友會有更

多凝聚互動的機會，以擴大校友間的交流平

台。隨後參會的校友們逐一進行了自我介紹，

並在徐昊秘書長的主持下共同舉杯，慶祝澳科

大 20 歲生日快樂，祝福母校桃李滿天下，祝

願校友們在新的一年順遂平安。是次活動得到

澳科大校友總會大力支持，贊助 20 周年校慶

紀念徽章及紀念特刊，表達校友總會對在浙校

友的充分關懷。2004 級徐瑤校友也熱心贊助

了活動禮品。

分享環節中，邀請了三位來自不同領域的

校友進行經驗分享：2004 級法學碩士袁一峰

校友以“科創投資鏈接未來”為題分享了產

業投資方面的見解；新媒體工作者、2008 級

Nina Han 校友以“Content Creator”為題

分享了她在旅行、工作及生活上的經驗和啓發；

導演兼編劇、2010 級張楚楚校友則著重講述

▲陳建克會長致歡迎辭 ▲姚季鑫榮譽會長寄語年輕校友

▲楊揚理事長匯報杭州校友會 2020 年工作成
果及 2021 年工作計劃

▲深圳校友會徐晞霖理事長上台發言

▲上海校友會代表陳萬秀上台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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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從工商管理專業起步到影視拍攝生涯的心

路歷程，並播放作品供在場校友欣賞。

是次新年交流分享會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圓

滿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出席本次活動的校友中，

既有資深校友，也有今年才剛畢業的年輕校友，

年齡階層從 50 後跨越到 95 後，可謂老、中、

青三代校友齊聚一堂。校友紛紛表示透過這次

交流會除了擴闊了自身的眼界，更能與各個領

域的校友相互交流，獲益匪淺。 

▲袁一峰校友

▲媒體工作者Nina Han 校友 ▲張楚楚校友

▲活動籌組成員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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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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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拜訪校友工作企業，
       探討閩澳校企產學研合作

2021 年 1 月 10 日，受楊少夢校友邀請，澳門科

技大學鄺應華副校長偕同校友總會成員一行前往福州市

濱海新區拜訪楊少夢校友就職的網龍網絡公司，獲公司

首席執行官熊立博士的熱烈歡迎，雙方並就產學研、專

業共建、高校實訓實踐等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討

論。

楊少夢校友向鄺副校長一行分享了過往網龍與世界

知名高校產學研合作的成功案例，專業共建成果，以及

網龍投建的數位教育小鎮的規劃，期待網龍未來能與母

校建立深度合作，亦歡迎未來更多母校學子有機會來網

龍實習，來數字教育小鎮進行訪學與交流，體驗不一樣

的學習模式。

▲鄺應華副校長及校友總會成員一行參觀網龍網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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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龍網絡公司首席執行官熊立博士向拜訪團成員

介紹公司發展方向，表示網龍是國內最早一批互聯網

企業，目前公司的教育業務已覆蓋全球 190 多個國

家，亦希望未來能有機會與澳門科技大學合作，共同

推動前沿技術與高等教育的融合創新。

鄺副校長在交流會中表示，很高興來訪校友企業，

網龍的教育理念及全球佈局令人印象深刻，同時看到

校友在工作中茁壯成長感到欣慰。近年，大學加快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中山、珠海市人民政府簽署

框架合作協定，共同推進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未來

亦期待與網龍探討在產學研、高校實訓實踐等多方面

合作的機會，創造更多創新科技成果，助力澳門經濟

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是次拜訪團成員還包括澳科大

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鄭劍藝理事、黃輝理事、曾

茵頤理事，澳科大珠海校友會李程副理事長；福州校

友會陳豪秘書長；深圳校友會代表郭文浩。

▲楊少夢校友邀請鄺應華副校長一行參觀網龍投建數字教育小鎮

▲會談現場

▲鄺應華副校長 ( 右 ) 向網龍網絡公
司首席執行官熊立博士致送紀念品

▲熊立博士 ( 左 ) 向鄺應華副校長致
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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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er 奔向 2021

由澳門科技大學深圳校友會主辦，澳門科

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支持的“M.U.S.T.er 

奔向 2021 ！”跑步活動於 2021 年 1 月 23

日正式舉行，活動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模式，

聯合澳科大澳門、香港、北京、上海、廣州、

杭州、福州八地校友會同步進行。

澳科大校友總會對是次活動給予大力支持，

在龐川主席的帶領下，校友總會理事會成員更

身體力行，在母校田徑運動場為是次跑步活動 ▲是次活動得到其他地區校友會鼎力支持 (上圖為福州校友會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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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跑，為各地校友助威加油，同時也向發起活動的深

圳校友會贊助校慶 20周年紀念毛巾支持參跑校友。

活動開跑當天早上，澳科大深圳校友會於深圳灣

人才公園舉行開跑禮，為活動展開序幕。活動先邀

請各位校友進行自我介紹，隨後，在組織者的引導下

進行充分的熱身準備正式開跑，參加者環繞跑步徑，

共同跑出超過 50公里的成績。

本次跑步活動由 1 月 23 日至 2 月 7 日聯合全

國各地校友一起參與，以總累積里程 2021 公里為目

標，期望校友們在不同地方以同一方式迎接2021年。

參跑者不限時間、不限戶外或室內開跑，只需在跑

步期間開啟跑步手機應用程式紀錄里程，截至 2月 7

日晚上為止，活動總里數已達至 2021.83 公里，提

前完成目標。主辦單位特設男、女子跑量最高獎、跑

量幸運獎（跑量剛好達到 2021 公里或因其跑量超過

2021公里），以感謝各參跑者對活動的支持與貢獻。

參跑校友對於當下疫情還未結束，抗疫仍在繼續

的時刻，校友會倡導的積極防疫活動表示讚賞，既增

強了校友會的凝聚力，也向社會傳播了健康生活的理

念。參加活動的有資深校友，也有剛畢業的年輕校友，

這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為各地校友會的長遠發展

開闢廣闊空間，注入新動力，也給各領域校友相互

交流提供一個平台，獲益匪淺。

新征程，共奔跑。澳門科技大學全國各地校友以

昂揚的姿態迎接新年，齊心協力，跑出困境，擁抱

2021，奔向美好明天！

▲活動開跑合照留影



114114

校友活動

澳門科技大學福州校友會 2021 年度活動策劃會議於 2月 28 日在

福州騰訊眾創大廈舉行，是次會議是自福州校友會於 1月成立後的首個

校友會會議，校友會內閣成員陳淏、畢釗銘、楊少夢、周峰、陳豪、林薇、

潘書宏、陳聖禹、張清楊等參與此次會議。

——福州校友會首個工作策劃會議順利召開

▲內閣成員於福州校友會榮譽牆前合影（從左至右：畢釗銘、陳豪、楊少夢、陳淏、陳聖禹、周峰、潘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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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成員小組行動學習過程

會議開始前，陳淏會長領導內閣成員

們進行了溫暖的新春團拜和新年暢想，畢

釗銘副會長、楊少夢秘書長分別就福州校

友會未來 3年發展提出了工作暢想，接著

各位內閣積極發表了各自的建議和看法。

在主題討論環節，陳淏會長創新性地借

用了行動學習法（Action Learning），引

導核心團隊對福州校友會的年度工作思路

進行了辯證及深入的探討。內閣成員們先

假設在激發校友參加活動中可能遇到的問

題，再將問題歸類，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各

抒己見，確定了 2021 年福州校友會工作的

方向和策略。會議氣氛熱烈又愉快，參會

成員紛紛表示在今後的工作中應充分發揮

內閣成員帶頭的作用，以服務校友為優先，

精誠打造福州校友在榕成長平台。

▲小組對 2021 年活動事宜進行探討



116116

校友活動

2021 年 3 月 5 日下午，澳門科技大學廣州校友會

會址啟用及揭牌儀式在廣州市越秀區署前路 14 號 301

舉行。澳科大副校長兼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龐川主

席偕同校友總會湯曦副理事長以及理事蒙慧怡（兼任廣

州校友會理事）、何蘊歡、曾茵頤等一行成員出席揭牌

儀式，獲澳科大廣州校友會續紅會長等成員的熱情歡迎。

揭牌儀式上，續紅會長邀請龐川主席一同為廣州校

友會會址揭牌，共同見證廣州校友會會址正式啟用。龐

川主席在致辭中充分肯定了廣州校友會的發展和校友會

成員的工作，並表示廣州校友會創造了兩個第一：一是

澳科大首個在內地建立的校友會，亦是首個啟用會址的

——廣州校友會揭牌儀式圓滿舉行

▲嘉賓合照留影

▲龐川主席與續紅會長一同為廣州校友會會址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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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龐川主席寄語廣州校友會繼續探索和創新，

為其他地區校友起到良好的帶動作用。

續紅會長對於龐川主席率校友總會多位成員出席

儀式表示衷心的感謝，並表示為廣州校友會提供會址

是一直以來的心願，廣州校友會將依托新會址，努力

開拓會務，更好地服務澳科大在穗校友；會址的啟用

亦有利於廣州校友會活動的開展，也可以作為與其他

地區校友會、乃至各地校友前來廣州交流的場所，不

但使廣州校友會的影響力得以擴展，更可作為宣傳母

校和校友總會的窗口。

在隨後的座談環節中，謝昕理事長代表廣州校友

會向校友總會進行工作匯報及本年度的工作目標，並

就建立全國範圍內的校友聯絡平台，促進公益事業等

問題徵求了總會的意見。在校友交流環節上，一眾校

友就校友會發展方向踴躍發言，互相交流彼此的觀點。

活動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圓滿結束。

是次儀式也得到了各兄弟校友會的熱情祝賀，澳

科大北京、香港、上海、深圳、杭州、福州等地區校

友會分別向廣州校友會致送花籃以表賀意。參與揭牌

儀式的成員還有：廣州校友會張奕燕顧問、謝昕理事

長、唐犀監事長、王鵬理事、雷錟理事、劉陽子理事，

及其他廣州地區校友逾 30人。

廣州校友會會會址位於廣州市越秀區署前路 14號

301，歡迎廣大校友前往交流。

▲揭牌儀式後嘉賓合照留影

▲校友總會龐川主席向續紅會長致送“仿唐紫金馬”雕塑 ▲續紅會長向龐川主席致送“金牛送福”工藝品

▲謝昕理事長代表廣州校友會匯報會務工作▲續紅會長帶領龐川主席參觀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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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5 日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校友

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龐川主席偕校友總會理事會成員一

行前往廣州海珠區參訪珠江教育醫療集團，得到集團總

裁、廣州校友會會長續紅女士的熱情招待。

續紅會長帶領龐川主席一行參觀集團轄下的元知商

學院及集團共享空間，亦向在場人士介紹集團的主要發

展業務及未來方向。續紅會長表示集團目前正大力籌建

多所高校、國際學校和K12 學校，教育板塊從學前教

育覆蓋到高等教育，期望為社會提供一個全齡段、專業

化的綜合教育網絡，也期待未來能與母校在產學研方面

開拓合作思路，尋求在大灣區教育政策優勢下強強聯合，

為國家發展注入優秀力量。

——校友總會參訪校友教育企業

▲廣州校友會續紅會長 (右六 ) 邀請龐川主席 (中 ) 一行參觀元知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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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川主席與續紅會長合照留影

龐川主席在隨後交流環節中表示，教育是

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石，校友企業聚焦醫教板

塊，以回饋社會、服務社會為發展目標。母校

對於校友們在事業發展的同時，亦致力為社會

培養優秀人才而感到高興和欣慰。近年大學積

極貫徹落實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的決策部署，在中山、珠海、橫琴分別建

立校區和科研中心，期望未來能與更多優秀校

友企業在產學研和人才交流方面有更多互動

交流的機會，共同推進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

是次出席人士還包括：澳科大校友總會湯

曦副理事長、理事蒙慧怡（兼任廣州校友會理

事）、何蘊歡、曾茵頤，廣州校友會張奕燕顧問、

謝昕理事長、及其他廣州地區校友逾 20人。

▲龐川主席了解學院內部建設



120120

校友活動

2021 年 3月 27 日，適逢母校澳門科技大

學 21 周年校慶，上海校友會組織在滬校友一

行出席吳建斌會長的《嬗變 4——跨界無限》

攝影聯展活動，共聚一堂，共賀母校華誕。攝

影聯展由上海市攝影家協會與上海企業家攝影

學會共同主辦，多名傑出企業家及藝術家聯合

參展，當中包括上海校友會吳建斌會長，吳建

斌會長在展覽中展出一系列紀實作品，向大眾

展現上海發展面貌。

吳建斌會長的攝影作品以上海楊浦舊城改

造時期的弄堂底層百姓生活為聚焦點，透過特

殊材料展現細節，作品不但記錄歷史，也散發

——滬澳兩地校友共賀母校 21周年校慶

▲吳建斌會長與觀展校友合照留影

▲澳科大校友總會向吳建斌會長致送花禮以示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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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獨有的弄堂情懷。觀展校友對於吳建斌會長在商

界及攝影領域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由衷的敬意，展

出的攝影作品甚具帶入性，展覽方式以舊式門窗作

呈現也非常具有創意。 吳建斌會長與校友在隨後

的交流環節中闡述了其喜歡拍攝老弄堂百姓生活

的原因，認為這與其出身和工作經歷有關，也深切

感受百姓生活不易，他希望把這些點滴記錄下來，

既是一份做人的責任，也是一份對社會的責任。

時值澳科大 21周年校慶，上海校友會特意為

母校錄制祝賀視頻，為母校雲上慶生，謝旭瑞副秘

書長亦代表上海校友會返校出席校慶活動，與一眾

師生歡聚一堂，共享榮耀時刻。

▲部份攝影展作品

▲澳科大校友總會龐川主席 ( 左 ) 與謝旭瑞副秘書長
於慶典現場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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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北京校友會於 2021 年 4 月 11 日下午成功舉辦

2021 年首場校友交流沙龍活動。本次活動以金融改革發展為主題，邀

請了商學院 2006 級鄭志超校友、2017 級馬玉潔校友作為嘉賓，與校

友們分享金融領域知識並進行交流討論。

活動開始前，澳科大北京校友會何禮波會長致辭感謝兩位主講嘉賓

——北京校友會交流沙龍金融專場舉辦成功

▲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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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京校友會的鼎力支持，並分別向兩位主講嘉賓贈

送了“五牛圖”擺件，寓意校友們勤勞致富、勤懇忠

實、誠信友好。分享環節中，鄭志超校友從國家治理

角度，闡述了中央關於金融工作論述的主要內容、理

論分析和核心要義，並分析了現階段的金融形勢，對

“十四五”期間的金融監管思路和方向進行解讀。為

校友理性思考和準確研讀金融政策提供參考。馬玉潔

校友則以《擁抱資本市場，賦能企業發展》為題，介

紹了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的最新進展，討論了如何利用

好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快自身發展，從融資和投資兩個

方面分析未來資本市場發展方向。她認為，註冊制是

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新時代，應尋找並長期持有創造

價值的公司，享受中國權益時代帶給每個人的紅利。

在隨後的交流互動環節上，在場校友分別就相關

話題進行深入交流，活動現場氣氛融洽。本次活動

吸引了在京從事金融相關工作的多位校友參與，參加

交流的校友紛紛表示獲益良多，希望校友會多舉辦類

似活動。 北京校友會何禮波會長表示，本次活動是

2021 年本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後，首次舉辦的線下

交流活動。隨著疫情防控持續穩定向好態勢進一步鞏

固，北京校友會將舉辦更多線下交流活動，促進在京

校友之間交流，為校友搭建溝通的橋樑。

▲澳科大北京校友會何禮波會長（左）向鄭志超校友（右）
贈送禮品

▲澳科大北京校友會何禮波會長（右）向馬玉潔校友（左）
贈送禮品

▲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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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月 12 日上午，澳門科技大學珠海校友會會址啟用及揭牌儀式在珠海市誠豐星座

2樓 37.8° C孵化中心B09 室舉行。澳科大副校長兼校友會聯合總會會員大會主席龐川教授偕

同校友總會一行成員應邀出席揭牌儀式，獲澳科大珠海校友會林漢波會長等成員的熱情歡迎。

揭牌儀式上，林漢波會長邀請龐川主席一起為珠海校友會會址揭牌，與在場嘉賓共同見證珠

海校友會址正式啟用。林漢波會長表示，澳科大珠海校友會會址的啟用，是珠海校友會不斷創新

和探索發展的成果，澳科大珠海校友會將繼續秉承“熱愛祖國，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

——珠海校友會揭牌儀式圓滿舉行

▲龐川主席 (左 ) 與林漢波會長 (右 ) 一同為珠海校友會會址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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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繼續開拓創新，力求更好地服務

在珠校友、凝聚在珠校友，爲母校發展貢

獻自身的力量。

參與揭牌儀式的成員還有：澳科大校

友總會馬凱旋副會長 ( 兼任珠海校友會副

會長 )、湯曦副理事長、許冰副理事長、

徐展文理事 ( 兼任澳門校友會監事長 )、

黃輝理事、何蘊歡理事、曾茵頤理事；珠

海校友會林偉賢副會長、包澤偉副會長、

王蓉理事長、李程副理事長、張曼晶監事

長、丁婉怡監事、劉毅文理事、張少傑理

事、王聰理事、劉暘理事，杭州校友會楊

揚理事長及其他珠海地區校友逾 20人。

珠海校友會會址位於珠海市誠豐星座

2樓 37.8° C孵化中心B09 室，歡迎廣

大校友前往交流。

▲揭牌儀式後嘉賓合照留影

▲各單位贈送花籃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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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澳門科技大學校慶 21周年， 以及進一步增

進澳門各高等院校間的交流聯繫，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

聯合總會於 2021 年 4 月 18 日假新濠影匯室內籃球場

舉辦澳門科技大學 2021“校慶盃”籃球邀請賽。是次

活動由澳門科技大學校友會聯合總會主辦，澳門科技大

學文體發展辦公室協辦，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科技大

學基金會支持。

活動邀請到澳科大校友會教職員籃球隊、澳門大學

教職員體育會、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籃球隊參加比賽。

籃球邀請賽舉辦成功

▲澳科大校友會教職員籃球隊與澳門理工學院校友會籃球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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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科大校友會教職員籃球隊與澳門大學教職員體育會合影

球賽於當日 12 點開球，並採取國際規則進

行單循環賽制。經過兩場激烈的比賽，澳科

大校友總會籃球隊獲得一勝一負戰績。

澳科大校友會教職員籃球隊在比賽中以

球會友，不僅加強了全體隊員的比賽經驗和

默契，為弘揚科大籃球精神的進一步發展發

揮了積極作用，也增進了本澳高校間的友誼，

共同為大學 21周年校慶獻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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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校友會舉辦系列交流活動

澳門科技大學福州校友會自 1月成立至今積極展開會務工作，為

促進在榕校友團結互助，福州校友會在四月期間起， 先後舉辦 3場不

同主題的校友交流活動，以增強校友工作的活力及凝聚力。

▲校友們在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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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第四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
為加強澳科大福州校友對數位中國及數位福建的認

識，促進福州校友間的資源流動，進一步為社會的發展

貢獻澳科大力量，福州校友會於 4月 25 日組織校友參

觀“第四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是次參觀活動

特別安排走訪多位校友企業展位，當中包括網龍網路公

司、福建廣電網路集團、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及好醫友

互聯網醫院，讓校友們瞭解國家在人工智慧、5G、互

聯網、醫療科技等方面最新動向。

▲參觀校友策劃的展區

▲展區負責人楊少夢校友為在場校友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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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有福之道，感恩母校恩情
福州校友會於4月18日組織“七溜八溜，不離虎糾——

徒步有福之道”踏青活動，期望透過戶外效遊，提升校友身

體素質，也為愛好戶外運動的校友提供相互交流的機會。適

逢母校澳科大 21 周年校慶之際，活動亦安排茶敘環節，並

邀請鄭亞潔校友以烏克麗麗演唱澳科大校歌，藉此向母校表

達福州校友的感恩之心。

▲胡濱校友帶領其豬尾巴工作室團隊為是次參訪活動擔任
拍攝工作

▲參加活動的校友合影

▲鄭亞潔校友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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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澳科大福州校友溝通會議”
為進一步推動福州校友會的建設，加強在榕校友互動網絡，福州校友會於 4月

15日假王宗煒校友創立的Double Time 餐廳召開“澳科大福州校友溝通會議”。會

議就校友會會址選定及後續發展定立方向，以及就福州校友互助平台的建設確定工作

計畫。校友會內閣成員表示將持續發揮牽頭作用，組織更多更豐富的校友會活動，凝

聚澳科大校友情誼，讓校友會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參與會議的校友合影

▲會議現場





隨著澳門科技大學的快速發展，並順應「一帶一路」

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粵港澳大灣區進程的加快對人才的需

要，大學對本地人才的培養亦更加重視，學院順應大學發

展於 2020 年 3月正式成立「博雅學院」。

博雅教育是對傳統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這

已成為當今全球高等教育界的共識。其目標在於培養完整

的人，強調學生不僅需具備寬厚的知識基礎、跨學科視野

以及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應擁有明確的職業發展領

域和方向，同時具備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質等。在

全球化時代，博雅教育更注重培養具有跨文化交流與合作、

具備創新意識、終身學習等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博雅學院在為學生提供優質學位課程，未來也將開設

更加多元化的文憑證書及學士學位課程，學院和與校內各

學院有較強的協同合作，也積極開展與國際知名院校的合

作，努力為學生創造更多參與校際及國際學習交流項目

的機會。博雅學院新開設了商學士學位課程和款待服務

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已經和英國雷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簽署合作協議，讓學生有機會在 4年內取得

兩個學士學位。

兩個學士課程都面向本地、內地和國際招生。學院發

展至今，於十多年間，已培育了數千名學生，獲取學位，

幫助提升澳門勞動人口的競爭力，開拓視野，向上流動，

甚至轉至其他行業，讓澳門人有更多發展的空間，能分享

到澳門經濟發展的成果。

School of Liberal Arts，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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