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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部門： 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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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53)8897-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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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地址:  澳門氹仔偉龍馬路澳門科技大學 

  

教研領域 : 

大學英語/時事專題研究/電影與社會文化 

博彩行為心理學/生活質量/ 成癮研究 

翻譯（電影或商業相關等） 

 

 

學歷 

2015﹣2018  澳門科技大學/管理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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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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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c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2005﹣2009  福建師範大學/英語教育/學士 

(Thesis Topics: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English movie titles) 

 

 

教學經驗 

2018.9﹣至今 澳門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助理教授 

2018.1﹣2018.9 澳門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講師 

2017.8﹣2018.1 澳門理工學院 公共行政學院 講師（兼職） 

2017.9﹣2018.1   澳門城市大學 旅游學院 講師（兼職） 

 

學術成果 

期刊發表 

《澳門大學生生活品質的實證分析—以澳門科技大學為例》, 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第 12 卷,第 2 期, 

2018 年 12 月 30 日, 頁碼：21-28. （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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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負性情緒與賭博認知偏差和賭博成癮的關系》，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第 31 卷, 第 7 期, 

2017 年 7 月 10 日, 頁碼: 563-567.(北大核心期刊) （第二作者） 

mailto:xhpu@must.edu.mo


《澳門大學生生活品質量表測評及信效度分析》，中國學校衛生，第 36 卷, 第 9 期, 2015 年 9 月 

25 日, 頁碼: 1418-1420. (北大核心期刊) （通訊作者） 

 

《壓力型生活事件對大學生網絡成癮的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外控型人格的調節作用》, 澳

門科技大學學報, 第 16卷,第 1期, 2020年 6月 30日, 頁碼：1-13. （第四作者） 

 

獲邀請的會議論文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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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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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Bureau grants) 

 

2019-2021 新一輪澳門青年政策第二階段諮詢優化工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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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機構及社會任職 

會員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會員 澳門語言學會 

理事 澳門福建同鄉會 

 

專業資格認證及獎項 

全國英語專業八級證書/雅思證書/高級英語教師資格證 

國際漢語教師資格證/普通話二級乙等 

葡萄牙語證書(一級) 

 

Gambling, drinking an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Macao and Australia, 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

果（人文社會科學），論文二等獎，國家教育部 

Gambling, drinking an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Macao and Australia, 第五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

成果，論文二等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基金會 

 

雲課堂“傑出教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