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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欣同学 电脑学学士学位课程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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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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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湘琦同学 电脑学学士学位课程三年级 

澳门理工学院以“小而精，小而美”闻名，正是因为

这个治学理念，我被理工学院所吸引，进而来到理工

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四年学习生涯。理工学院以小班

制的形式进行授课，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学生的情况

都能够被老师更好地了解。同时，老师也可以针对学

生情况的不同，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帮助。 

理工学院会不定期地举办讲座，举办讲座的人士包括

世界各地的专家，行政部门的人员，以及优秀的理工

校友。学生们有很多机会参与、聆听讲座，并且获得

启发，受益良多。除此之外，理工学院的课余生活也

十分精彩。理工学院也有许多文艺表演。在开学时，

理工会为新生举行迎新会；在毕业时，理工会为毕业

生举办毕业晚会。理工学院内有许多社团：学生会、

街舞社、音乐学会、戏剧社、辩论队等等，它们都极

大程度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在我就读的电脑系，老师教授的学习范围十分广泛，从

计算机数学到数据库，从硬件知识到编程，学生的知识

范围得以大幅度拓宽。此外，电脑系还有许多机会，如

每年夏天的美国 UCLA 交流之行，新开设的意大利学习

之行，学生入学即成为 IET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会员

等。这些让学生有更多可能性去接触到校外的优秀学

生，学习更多专业知识，并为未来的发展打下更坚实的

基础。学生同时还有机会代表学院参加众多国家级比

赛，在为校争光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总之，若是你想拥有更细心的教导，体验更多元的文

化，得到更丰富的机会，澳门理工学院无疑是一个非

常好的选择。 



吕明媚同学 电脑学学士学位课程三年级 

 

在入读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课程之前，我对计算机的

了解仅限于以前日常的玩乐应用以及中学的信息技术

课上所学的寥寥知识。又因这门课程是英文教学，怕

自己会跟不上所以在开学之前担心了好久。 

开学之后，发现之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就我个人感

受而言，电脑学的课程设置是循序渐进的，从基础到

进阶，一步一步，扎实向上。每一门课的第一节课，

老师都会介绍这门课的框架以及自己的联系方式。因

此即便有迷惑不解的地方，也可以在课下通过邮箱或

者面对面询问老师。除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电脑学

课程还会提供机会，拓展引导我们在相关领域的学

习。每年暑假，学校都会组织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交流活动，让我们不仅有机会去实践自己

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也在此过程中有了新的学习

体验。比如在 2019 年 UCLA 交流活动中，我们学习

了机器学习的一些知识，并在引导下做出了自己的物

体识别应用。除了交流活动，学校也会不定期举办讲

座，兴趣小组等。印象最深的是上学期参加的网页设

计兴趣小组，从学长分享教学中学到了很多，也促使

我想要去了解更多网页设计相关的知识。 

时光匆匆，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的英文以及计算机相

关的能力都相较于初来乍到的自己提升了许多，也相

信在未来的两年中会有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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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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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若辰校友 

每当打开理工的主页，“普专兼擅、中西融通”的校

训犹在耳边，而在理工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也浮现在

脑海。 

在理工我主修的是电脑科学课程，而理工优秀的教学

方式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采用小班制教学，

每个班级不到 20 名学生，这大大提升了上课的效率

和氛围。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不仅仅是课堂的接受

者，更能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上来，从而得到更为及

时的回馈。同时，理工的课程设置也让我十分满意：

在前两年中，课程主要以传授计算机理论知识为主，

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后两年，则要求学

生能结合理论和实践，做出有意义的项目。在后两年

中，大量的代码和小组项目令我对理论知识有了更加

深刻理解，更加为我积累了对实际软件开发宝贵的经

验。我在遇到某些性能和算法问题的时候，还时常会

翻出大一时候算法的讲义进行温习回顾，每一次都有

另外一番收获。 

不仅在教学质量上，理工在硬件设施上也是竭其所

能，给学生最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理工给每个学生

分配好宿舍，每个星期都有专人打扫，并且明德楼宿

舍离教室只有 ５ 分钟路程。这样的设置虽有照顾

“过度”之嫌，但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学校确实在想方

设法为学生免去生活琐事的烦恼，从而把更多的经历

投入到学习中。 

在理工获得的生活、学习经验让我受益终生。在理工

这样的学校度过宝贵的四年，我心怀感激并且为此感

到自豪。“普专兼擅、中西融通”不但是我在理工学

习生活的校训，也成为了我今后继续成长和奋斗的一

个目标。 

2015.6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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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傲軒校友 

 
 
在澳门理工学院学习之于我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点。高考结束后选择来澳门理工读书时，我对自己的

人生并没有很具体的规划，更没有想过会在 UCLA 完

成硕士课程，并选择继续进行密码学方向的研究。正

是在理工的经历，让我能够有如上设想，并一步步实

现之。 

正如澳门这座城 — 繁华的赌城与安逸的老城并存，

东西方文化在此完成了第一次交汇，澳门理工学院也

秉承并贯彻了“普專兼擅中西融通”的理念。对于尤

为需要国际视野、了解行业最新动态的计算机专业，

这种理念更显得十分重要。理工电脑学课程并没有拘

泥于计算机理论的教学，而是更多的侧重于实际的应

用。这样的本科课程对于学生不管是选择毕业后直接

工作还是继续研读相关专业，都能给予良好的基础。 

国际视野还体现在理工电脑学课程众多交流活动和讲

座中。比如，我有幸在大二暑假于 UCLA 进行为期两

周的研究活动。是次活动经历也是让我选择来美国读

书的重要契机。诸如此类的活动还有于澳洲、英国、

欧洲以及内地院校的交流学习活动。学校同时也会邀

请来自世界知名学府的教授来理工介绍学术界最新的

进展。凡此种种，都能让每个学生居在小城，但能做

到真正放眼世界，并对未来的选择产生深刻影响。 

感谢理工的学习经历以及众多位教授的教导，让我有

了如今的一点成果。路漫漫兮，作为毕业生，在未来

的求索路上希望延续在理工学到的精神，继续奋斗。 

 

 

2017 澳门理工学院电脑学 

学士学位课程毕业 

2019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计算机科学专业硕士毕业 

現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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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