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小红 

 

 

职称： 助理教授 

学院/部门： 国际学院 

电邮地址： xhpu@must.edu.mo 

电话： (853) 8897-2956 

办公室: R732 

邮件地址:  澳门氹仔伟龙马路澳门科技大学 

  

教研领域 : 

大学英语/时事专题研究/英语电影与社会文化 

博彩行为心理学/生活质量/成瘾研究 

翻译（电影或商业相关等） 

 

 

学历 

2015﹣2018  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Thesis Topics: The Impacts of Gambling Urge, Negative Affect and Self-efficacy on Gambling Addiction: with Erroneous 

Gambling Cognition as a mediator) 

2012﹣2015  澳门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硕士 

(Thesis Topics: Title: Two Forms of Addictions’ Impacts on Quality of Lif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Macau: Gambling 

Addic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2005﹣2009  福建师范大学  英语教育   学士 

(Thesis Topics: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English movie titles) 

 

 

教学经验 

2018.9﹣至今   澳门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 助理教授 

2018.1﹣2018.9 澳门科技大学 国际学院 讲师 

2017.8﹣2018.1 澳门理工学院 公共行政学院 讲师 （兼职） 

2017.9﹣2018.1 澳门城市大学 旅游学院 讲师 （兼职） 

 

学术成果 

期刊发表 

《澳门大学生生活质量的实证分析—以澳门科技大学为例》, 澳门科技大学学报, 第 12 卷,第 2 期, 

2018 年 12月 30日, 页码：21-28. （通讯作者） 

 

Gambling, drinking an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Macao and Australia.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32.2 (2016): 391-407. 

(SSCI; 2014 Impact Factor: 2.290; ERA 2010 A rated journal).  （第三作者） 

 

 



《大学生负性情绪与赌博认知偏差和赌博成瘾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 31 卷, 第 7 期, 2017 

年 7 月 10 日, 页码: 563-567.(北大核心期刊) （第二作者） 

 

《澳门大学生生活质量量表测评及信效度分析》，中国学校卫生，第 36 卷, 第 9 期, 2015 年 9 月 

25 日, 页码: 1418-1420. (北大核心期刊) （通讯作者） 

 

《压力型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外控型人格的调节作用》, 澳

门科技大学学报, 第 16卷,第 1期, 2020年 6月 30日, 页码：1-13. （第四作者） 

 

获邀请的会议论文 

Two forms of addictions' impacts on quality of lif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Macau: Gambling Addic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Third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Gambling & Commercial Gaming Research (APCG2015). In Beijing Peking. 

 

研究项目 

2020-2021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on social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Macau 

Higher Education Bureau grants) 

 

2019-2021 新一轮澳门青年政策第二阶段咨询优化工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委托） 

 

2015-2016 Impacts of gambling, drinking and internet addiction on quality of life: A cross-sectional 

exploration (MUST faculty research grants) 

 

2014-2015 Gambling, drinking, internet addi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Macao (Funded by 

MUST faculty research grants) 

 

学术机构及社会任职 

会员 澳门社会科学学会 

会员 澳门语言学会 

理事 澳门福建同乡会 

 

专业资格认证及奖项 

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证书/雅思证书/高级英语教师资格证 

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 

葡萄牙语证书(一级) 

 

Gambling, drinking an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Macao and Australia,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二等奖，国家教育部 

Gambling, drinking an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Macao and Australia, 第五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论文二等奖，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基金会 

 

云课堂“杰出教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