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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行動》澳港綠色遠足行之東涌鳳凰山日出活動

2014.5.31

為豐富會員校友的工餘生活，倡議綠色出行，澳門大學校友會繼早前舉辦

澳門九澳水庫步行徑遠足活動之後，於 5月 31 日再次為校友及家屬組織香港

東涌昂坪鳳凰山遠足郊遊活動，參加者踴躍。

活動吸引 30 多名澳港兩地校友及家屬，在該會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博士

及理事長葛萬金率領下，當天中午乘船出發前往香港，抵步後，隨即會合香港

校友及專業行山導師，驅車前往大嶼山天壇大佛參觀，並瀏覽昂坪360市集，

參觀完後，一行人前往大澳水鄉晚膳，飯後返回昂坪戴維斯青年旅舍（HKYHA）

入住。

翌日日凌晨 3時 30 分，一眾團友在導師帶領下，摸黑從昂坪營地起步，

經伯公坳向海拔 934 公尺大嶼山主峰鳳凰山進發，經約 2小時徙步，於清晨

5時30分到達山頂。當時天氣雖然霧大潮濕，未能觀看日出，成員有點失望，

但眾人仍然相當興奮，爭相於山頂座標柱拍照留念。

中午，一行人再次前往大澳市區遊覽，適逢當地舉行端午龍舟游涌拜神儀

式，整個水鄉充滿一片節慶氣氛，校友及家屬均慶幸遇上這難得一見的場面。

午膳後，行程結束，校友及家屬均希望校友會多為他們舉辦此類有益身心的郊

遊遠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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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盃》澳門大學新舊校園薪火相傳攝影比賽

2014.11.18

澳門大學校友會希望透過拍攝讓校友們重溫舊校

園的點滴，並且掌握如何認識新校園，聯同澳門大學

校友會青年委員會，於 7月份舉辦了《中銀盃》澳

門大學新舊校園薪火相傳攝影比賽，藉此促進兩校感

情的融合，把舊校園的意涵帶入新環境，達至薪火相

傳的理念。

協辦單位包括：澳門攝影學會、麗斯攝影器材行、

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公室；贊助單位包括：澳門博

彩股份有限公司、工銀澳門及行政公職局公務人員關

係廳公職福利處。經過數月來的收件，各組別的獎項

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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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至尊大獎	 澳門大學	 Maria	Fereira	Sin

校友日人氣大獎	 傳承創新再創輝煌	 Alex	Kot

公開組

冠軍	 環境育人	 	 鄧啟倫

亞軍	 澳門大學新舊校園之二	 林壽華

季軍	 送舊迎新	 	 陳裕龍

優異獎	 金光大道	 	 Maria	Fereira	Sin

	 	 大學之路	 	 張振鴻

	 	 傳承	 	 	 麥慶堅

	 	 舉足輕重	 	 Kuan	Cheng	Cheng

	 	 美麗綠色校園	 	 李文傑

校友組

冠軍	 雄偉與優美	 	 楊家成

亞軍	 傳承創新再創輝煌												Alex	Kot

季軍	 澳大今舊	 	 胡世昌

優異獎	 新舊圖書館	 	 鄧啟倫

	 	 同步攜手共創未來	 林麗萍

	 	 澳大圖書館	 	 胡世昌

	 	 美好	 	 	 歐陽健玉

	 	 萬世師表與你同在	 陳淑盈

公職人員組

冠軍	 健康校園生活	 	 鄧俊成

亞軍	 新舊校園	 	 歐陽健豪

季軍	 新和舊的指示路標	 陸偉強

優異獎	 澳大新與舊之二		 林壽華

	 	 新與舊	 	 	 陸偉強

	 	 學習好環境	 	 鄧俊成

	 	 孔聖先賢	 	 歐陽健豪

	 	 校友愛回家	 	 葛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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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回歸中澳青年文藝體育匯演

2014.12.14

為慶祝澳門特區成立 15 週年紀念及澳門大學校

友會成立 16 週年會慶，澳門大學校友會得到澳門大

學、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公室、澳門大學研究生會

和澳門大學校友體育會的支持，於 12 月 14 日假新

校園學生活動中心劇院舉辦「慶回歸中澳青年文藝體

育匯演」，活動邀請到北京大學南燕藝術團、北京中

央音樂學院、中山大學藝術團、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

校、澳門武術總會、澳門跆拳道總會、澳本合氣道會、

澳門公務人員合唱團及本澳歌手李秉宗和李素潔小姐

出席是次活動，場面熱鬧。

澳門大學校友會會員大會副主席鄭德信博士在致

詞時感謝各參與團體及個人，希望大家能在澳門大學

橫琴新校區留下美好的回憶和加強日後兩地青年朋友

的聯繫，促進兩地文藝體交流和構造良好的平台，建

立友誼和文化藝術素質的提升，亦有助培育澳人特別

是青年一代愛國愛澳之情懷和凝聚力，意義重大。

其後各參與者和團體先後表演了舞蹈、巴揚琴、

鋼琴、合唱、扯玲表演、武術套路、跆拳道、合氣道

及歌唱表演等，水平高技巧好，獲得在場參加者讚許，

整項活動歷時 3個小時後結束，主合辦單位負責人

均表示活動達到既定的目標並對參加者表達衷心的感

謝。

出席是項活動之團體負責人包括：澳門大學學生

事務處周桂慈處長、北京大學南燕藝術團王硯天及郭

健、中山大學安然、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李墨、香港中

文大學盧盛青、澳門跆拳道總會理事長黃偉沛、澳門

公務人員合唱團執行副主席施樺燊、澳門浙江東陽同

鄉聯誼會秘書長厲江斌、澳門馬黑祐坊會吳雲仙、澳

門大學研究生會理事長林振邦、澳門大學校友會理事

長葛萬金、副理事長吳焯峯、監事長黃小美及籌委會

成員曹加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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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綠道行暨青年腦震盪·大潭山遠足及燒烤活動

2015.05.01

澳門大學校友會青委會於 5月 1 日下午 4時在

路環大潭山郊野公園舉辦「五一綠道行暨青年腦震盪」

活動，活動先進行約一小時之行山，其後舉行 BBQ

晚會活動。此項活動吸引了數十位校友參加，場而熱

鬧。青委會榮譽主任王世民、青委主任高長汀及校友

會監事長黃小美女士等出席了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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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乒乓球隊奧運金牌運動員訪問澳門大學

2015.05.09

“奧運金牌運動員訪澳系列活動・乒乓匯濠江”

於 5月 9 日移師澳大橫琴校園，一眾國家隊好手下

午 3時半先參觀校內圖書館等地，隨後在體育館內

與澳大學生、澳大校友及澳門多間中學學生交流。

運動員團隊包括國家乒隊總教練劉國梁、女隊主

教練孔令輝、領隊黃飊，在體奧會青委會會長馬志

成、副校長程海東教授、圖書館館長潘華棟博士、學

生事務長余小明博士及體育事務總監陳炳祥博士的陪

同下，率團入澳大展館及圖書館參觀，參觀後轉到澳

大綜合體育館主場館與一眾師生及校友見面，並與澳

大學生及澳門多間中學學生切磋球技。馬龍、丁甯、

許昕、劉詩雯、方博、陳夢、木子、閆安，齊齊落場

與學生打友誼賽，國手們一舉手一投足，盡顯魅力，

在場學生及校友反應熱烈。

有學生問孔令輝作為運動員奪得大滿貫還是作為

教練帶領團隊取得冠軍感受更好？孔令輝認為帶領團

隊取得冠軍感受更好一點。有學生問劉詩雯如何走出

失利的壓力？劉詩雯感謝教練及隊友的支持，“雖然

走了歪路，但重要的是信念，為國爭光的使命感才能

撐到今日。”

新科世界冠軍、男乒隊長馬龍人氣最旺，被問及

前有張繼科，後有多位新星追趕，如何保持？馬龍表

示會提升綜合素質，“希望大家不單止喜歡我的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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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人。”被稱為世乒賽最大黑馬

的方博被學生問及如何看待黑馬？方博打趣“希望日

後憑實力奪得金牌，不再當黑馬。”

八位運動員隨後落場與學生及校友切磋球技，又

與他們拍照留念，表現親民。活動臨結束之際，主辦

單位安排馬龍與方博對打，重演世乒男單決賽戲碼，

兩人認真對打之餘，間中表演誇張打法，令現場學生

歡呼聲不斷。







14 www.aaaum.org.mo

《緣 .園 .完》氹仔澳門大學學生中心告別晚會

2014.08.23

澳門大學校友會於8月 23日舉辦《緣 .園 . 完》

氹仔澳門大學學生中心告別晚會，接近 50 名校友及

學生出席活動是次活動，當中包括歷屆學生會架構成

員，大家都紛紛拍照留念及交談，場面非常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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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校友會成立十六週年紀念及聖誕聯歡

2014.12.15

為慶祝澳門特區成立十五週年、澳門大學校友會

成立十六週年紀念及聖誕聯歡，為此澳門大學校友會

於 12 月 15 日假氹仔新濠天地君悅酒店舉行聯歡晚

宴，中聯辦文教部代表洪波處長、檢察長代表陳松賢

廳長、行政公職局許錦漢廳長、教育暨青年局陳旭偉

處長、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教授、副校長程海東教授、

代副校長范息濤教授、澳門大學中華醫藥學院院長王

一濤教授、澳門大學東亞書院院長姚偉彬教授、澳門

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周桂慈、澳門大學校友會法律顧

問麥興業大律師、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校長盧蘭馨、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理事長楊志光、工商銀行

澳門分行副總經理余春寬、澳門麗斯攝影器材行董事

總經理勞灼榮、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公室主任黃炳

銓博士、澳門大學體育事務總監陳炳祥博士，澳門攝

影學會副主席歐平及秘書長鄧偉然、澳門大學研究生

會理事長林振邦及澳門大學眾多校友會代表、教職員

和校友及家屬參加，埸面熱鬧。

澳門大學校友會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博士在開幕

禮上致詞時指出，校友會於澳門回歸前由校友何永安、

黎日隆博士、汪琪及張學森等倡議成立，經歷 16 年

的光景，在母校、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及各界人士共

同指導下，校友會的會務有序開展，為會員校友、教

職員及學生提供各項學術及文康活動，同時亦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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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各項公益服務及擴大會員網絡，為大學發展、

為社會發展提供支援力量，成績有目共睹；今後澳門

大學校友會亦將秉持創會宗旨，發展會務之餘、亦繼

續發揮會員校友的專業知識和力量，參與本地區社會

各項事務，為特區政府提供人材，聯繫社會各階層團

體，建立合作互動的平台，為澳門未來發展提供支援

力量。

同時，為加強會務發展及擴大活動網絡，校友會

特別邀請Pacific	Air	Limited	(HK)行政總裁兼董事總

經理劉少榮先生為校友會次位榮譽校友（首位榮譽校

友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蘇樹輝博士），

儀式邀請趙偉校長及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博士及理事

長葛萬金主持。其後主辦單位邀請了澳門大學附屬應

用學校小學舞蹈團、澳門體育舞蹈總會代表屈喬峰及

黃海燕和本澳歌手張麗欣校友表演精彩舞蹈及歌曲，

為大會增添歡樂氣氛，晚宴期間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送

出本月 6日澳門大學中銀百年紀念大樓啟用時的珍

藏版紀念鈔票及郵票冊、工銀澳門送出的電子消費卡、

麗斯攝影器材行送出多部電子相冊，以及由校友會行

政人員送出之多份名貴禮物用作現場抽獎，令活動再

起歡樂，令參與者共渡一個溫馨難忘的校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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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盃迎國慶 3人籃球賽

2014.09.14

為鼓勵青少年參與體育運動及慶祝中華人民共識

成立 65 周年華誕，由澳門旭日青年協會主辦、澳門

大學校友會及體育運動工作室協辦之“旭日盃”	迎

國慶三人籃球邀請賽日前於新橋坊眾互助會籃球場舉

行，賽事分公開組及青少年組，兩組共 16 隊八十人

參與角逐，埸面熱鬧。

比賽當天，各隊參賽健兒雲集新橋坊眾互助會籃

球場，先舉行抽籤分組，初賽採單循環制，各組首次

名進入複賽，複決賽採取交叉對賽。

賽事經過 4小時的緊張角逐，公開組由高美士校

友會摘冠，獨木舟隊屈居次席，Triple	L.	Basketball

及加義分列季殿。青少年組濠江中學憑臨完場前最後

一擊，以一球力壓對手鮑青網 A勇奪冠軍，鮑青網

A屈居次席，加義以 3分之微險勝對手子龍隊位列季

軍，子龍隊殿軍。賽後由澳門旭日青年協會監事長趙

翔、澳門籃球名宿葉錦龍、澳門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葛

萬金及旭日青年協會理事吳焯峯、李劍鋒、曹加路及

澳門大學校友會青委會代表楊嘉偉等頒發兩組獎項。

主辦單位感謝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贊助部份活動經

費和新橋坊眾互助會借出場地，令賽事得以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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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銀澳大校友會聯名卡羊年賀歲盃籃球邀請賽及

迎新歲中山石歧單車遊

2015.03.06

為慶賀春節來臨及豐富會員校友文體活動，澳門

大學校友會得到工銀澳門的支持，於新歲期間分別舉

辦「迎新歲中山石歧單車遊」及「工銀澳大校友會聯

名卡羊年賀歲盃」籃球邀請賽兩項活動，單車遊在 2

月 22 日及 23 日舉行，得到 40位校友及家屬報名參

加，先由珠海拱北出發，經單車綠道進行，沿途得到

多位單車愛好者及澳門體育運動工作室派出人員協

助，經 4小時車程到達目的地，入住富華酒店，晚

上並與當地單車愛好者及團友聯歡晚宴，共慶新歲和

促進兩地體育交流，成效理想。

籃球邀請賽在於 3月 6 日至 8日於澳門大學體

育館舉行，共有 12 支球隊參賽，場面熱鬧。由前澳

門大學學生代表隊成員梁溢輝、甄慶業、馮偉傑、王

戇培、何家傑及教青局三分神射手陳旭偉校友組成

之Waterball 隊，於初賽首戰在落後的情況下，憑全

體球員的努力，後上打敗由老傑龍、趙汝銳、盧敬康

等甲組好手組成之理工校友會後，逢關過關，並於

決賽打敗由年青校友組成之 Fireworks	隊奪得冠軍、

Fireworks亞軍、澳門大學學生隊季軍及信念隊殿軍，

賽後由澳門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葛萬金、副理事長吳焯

峯、理事何智偉及活動籌委主任梁志堅主持頒獎禮。

合辦單位表示能成功主辦是次賀歲活動，有賴資

助單位工銀澳門的支持及派隊參與活動，建立友好及

合作之平台，亦感謝澳門大學體育事務部協助比賽場

地和澳門體育運動工作室派出專業裁判員及工作人員

參與兩項活動，對此表達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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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校友會盃 2015

2015.04.03

由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贊助的「澳門大學校友

會盃2015」於 4月 3日在澳門賽馬會氹仔馬場上演。

當日出席的嘉賓包括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教授、澳門教

育暨青年局代廳長陳旭偉先生、駐澳門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組長石美瑜先生、澳博董事局主席蘇樹輝博士、

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公室主任黃炳銓博士，以及澳

門大學學生事務部處長周桂慈女士等，受到澳大校友

會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博士、副主席鄭德信博士、理

事長葛萬金先生，監事長黃小美女士及眾校友會成員

的熱烈歡迎。大家藉賽馬活動相聚一堂，場面十分熱

鬧。

澳門大學校友會盃賽於第三場舉行，全程 1,600

米，12 匹馬參賽。賽前先由澳大校友會副理事長蕭

書香先生頒發最佳馬伕表現獎。經過一輪精彩競逐，

賽事最後由第四號馬「鐘鼓琴瑟」勇奪冠軍，由澳大

校長趙偉教授、澳大校友會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博士

及副主席鄭德信博士分別頒發獎盃給勝出馬匹的馬

主、練馬師及騎師，並由副理事長吳焯峯先生代表校

友會接受馬會的紀念品。理事長葛萬金先生代表校友

會向澳博董事局主席蘇樹輝博士致送紀念品，感謝澳

博的大力支持。

「澳門大學校友會盃 2015」由澳博贊助，會員

所繳交的餐費將悉數撥作澳門大學校友會發展基金及

未來活動的經費。

蘇樹輝博士是澳大校友會的首位榮譽校友，他表

示：「澳博一向十分支持澳門大學及其校友會舉辦的

活動，今年是我們連續第二年贊助此項盃賽，藉著活

動為校友們帶來一個聯誼的機會，不僅可提高校友會

在社會上的認受性，更可為校友會發展基金籌募經費，

有助其在社區展開更多元的活動。」



2014-2015

21www.aaaum.org.mo

澳門大學校友會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博士表示：「我們衷

心感謝蘇樹輝博士與澳博對澳門大學的大力支持，以及對校友

會的關懷和指導。2014年校友會舉辦了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

參加人數多達數千人，成績有賴母校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

澳門大學校友會盃活動得到本會首位榮譽校友澳博蘇樹輝博士

於去年倡議成立及贊助，成為本會的品牌活動，參與人數與年

俱增，反映活動獲得歷屆畢業同學的珍惜和重視，冀能藉此機

會聚首一堂，意義及作用顯著，對此表達衷心的謝意，期望日

後校友們能繼續群策群力，為澳門、母校及校友會的長遠發展

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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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澳港論譠之「體育運動與城市發展多元化的關係」

研討會暨兩岸四地高校校友會及學生籃球邀請賽

2014.10.18

由澳門大學校友會主辦，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

公室和澳門大學體育事務部協辦之第四屆澳港論譠之

「體育運動與城市發展多元化的關係」研討會暨兩岸

四地高校校友會及學生籃球邀請賽，於 10 月 18 日

假澳門大學橫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及體育綜合體籃球

館舉行。研討會主講嘉賓包括北京體育大學任海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主任程紹同教授、國立台灣體育

運動大學蔣任助理教授、香港亞運馬拉松選手周子雁

女士及澳門柔道總會理事長謝廣漢博士，各以不同的

運動範疇，如奧運會、亞運會、國際馬拉松賽事和世

界大學生運動會等項目在各自國家城市城區的投入資

料和效益作出分析，比較大型運動項目前後對有關地

區發展的優點，作出點評，建議良多，獲得在場參加

者認同，氣氛熱烈。

同時為推動體育運動與城市發展多元化的關係，

主辦單位亦邀請了兩岸四地多所大學校友及學生籃球

隊來澳參與籃球邀請賽，以落實論壇目標。經過兩天

的激烈比賽，各組別的成績如下：

校友組

冠軍：澳門大學校友會

亞軍：香港理工大學校友會聯會

季軍：廣州暨南大學校友會

殿軍：台灣淡江大學校友會

學生組

冠軍：香港理工大學

亞軍：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季軍：澳門大學

殿軍：江門五邑大學

賽後，澳門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葛萬金於頒獎禮期

間感謝各隊成員和主講嘉賓出席是次活動，希望能為

大家提供一個認識澳門、了解澳門和感受澳門的機會

與平台，亦感謝主講嘉賓對有關議題提供了眾多的寶

貴建議和策略，令參加者獲益良多，達到了「澳港論

壇」的最終目的，主辦單位對此衷心感謝，其後邀請

了出席研討會的主講嘉賓，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陳芬總

監、澳大體育事務部總監陳炳祥博士及澳大校友會理

事長葛萬金主持頒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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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2015 全澳中學生雲端伺服器工作坊

2015.01.17

雲端技術與目前社會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為

提升本澳中學生和巿民大眾對雲端和互聯網技術的

認識，澳門大學校友會聯同澳門大學校友發展辦公

室於澳門大學劉少榮樓G062 演講廳舉辦為期兩天的

「2015 全澳中學生雲端伺服器工作坊」，藉此推廣

有關之應用技術。

兩天的工作坊邀請學術界和資訊科技界的專才介

紹雲端運算技術，內容涵蓋雲端技術的簡介、各種雲

端運算技術平台的分別，以及雲端技術在教育界的應

用覆蓋範疇等方面。

此外，工作坊亦加設互動元素，讓參加的同學

利用手提電腦在會場內自己學習及利用開元軟件動

手建立起屬於自己的雲端伺服器。同學們在導師的

指導和協助下利用亞馬遜網絡服務	(Amazon	Web	

Services)	去架設雲端伺服器，加深同學們對雲端系

統的理解。

工作坊得到本澳十多間中學，約百名師生及公眾

人士出席參與。同時，工作坊首日舉行簡單的開幕式，

邀請了教育暨青年局青年結社培訓暨輔導處陳旭偉處

長、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公室主任黃炳銓、澳門美

高梅酒店應用程式服務部經理凌睿達、澳洲墨爾本大

學電腦及資訊系研究員彭祥佑及澳門大學校友會理事

長葛萬金出席主禮。活動得到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贊助部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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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酒達人研討會及葡萄牙式晚宴

2015.04.22

紅酒達人研討會及葡萄牙式晚宴活動於 4月 22 日晚上 7時

假澳門退休人士協會會議室舉行，20 多位澳門大學校友會行政

人員及校友和家屬參加，場面熱鬧。

澳門品酒會理事長岑衍宇，李國富理事分別以葡國及法國紅

酒和德國白葡萄酒作為主題，向在場參加者詳細解釋有關酒類的

特點和性質，享用方法及技巧和相關知識作出解釋，並邀請在場

者品嘗作為實踐，氣氛熱烈。

會後參加者享用由澳門退休人士協會餐廳提供之葡國美食，

紅酒美食雙輝映，令參加者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是項活動由參

加者自費組織，並得到澳門退休人士協會馬慈國理事長協助借出

場地，校友會對此表示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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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校友會與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澳門台商協會交流活動

2014.11.23

為加強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及建立完善的溝通基

制，澳門大學校友會於 11 月 23 日邀請澳門台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盧長水主任率領澳門台商協會籃球隊前

往澳門大學橫琴校園進行訪問及籃球友誼賽，以圓上

述目的。

活動期間澳門大學副校長程海東教授到場為雙方

球隊打氣，並主持籃球比賽的開球禮，其後澳門大學

校友會理事長葛萬金向到訪的盧長水主任送贈日前該

會與辛亥革命與中山文化研究會合辦之「釣魚島之爭

還看琉球」講座的專題書冊，期望雙方加強聯繫促進

友誼之餘，亦共同關注國際對釣魚台島嶼的從屬真相，

別具意義。

雙方球員其後進行友誼比賽 , 氣氛熱鬧，澳門大

學校友會於比賽後在澳大賓館設宴款待雙方球員，杯

酒言談，渡過一個融洽和諧的週末。出席是次活動的

人士包括澳門台商協會副會長阮南傑、澳門大學校友

會秘書長彭祥佑及青委副主任楊嘉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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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澳門大學校長趙偉校長及程海東副校長

2015.03.17

澳門大學校友會新屆行政人員在主席區秉光博

士、副主席鄭德信博士及理事長葛萬金的率領下，於

3月 17 日拜會了母校校長趙偉教授及副校長程海東

教授，雙方進行了親切融洽的會面。

期間校友會主席區秉光博士向校長匯報了新屆成

員的組成及校友會修章工作進程；理事長葛萬金匯報

了 2015 年校友會活動計劃、會務進展工作及近期接

收到的會員校友對母校關注事項和意見向校長表達，

同時亦邀請校長趙偉教授於4月3日下午出席「2015

澳門大學校友會盃」賽馬活動和擔任主禮嘉賓，獲得

校長支持及出席。

校長趙偉教授亦藉會面期間向出席之校友會成員

表達校方對新屆行政人員之祝賀和支持，並期望在任

期內多發揮校友會的功能，在聯繫校友及匯報校內情

況等方面多做工作，加強溝通。此外，對於在 2014

年 8 月新學年開始後，大學進駐新校園期間出現的

各項問題，校長表示高度關注及已於校內成立多項相

應措施及政策，以改善及解決問題，校方歡迎各界及

校友會多提意見，將有關工作做好。此外，為支持學

生及校友在創新及創業等方面的工作，校園內將計劃

成立創業孵化中心，協助有計劃及希望實現夢想的同

學和校友實現理想。

會談在輕鬆融洽的氣氛下進行，校友及發展辦公

室主任黃炳銓、職務主管李鳳霏及張嘉銘、校友會青

委主任高長汀、會員大會主席秘書巫彥其、理事何智

偉、青委梁詠芝、李劍鋒及曹加路出席了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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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2015.04.28

為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繫和了解澳門大學校友在

金融服務業的就業和發展情況，澳門大學校友會行政

人員及青委成員於 4月 28 日，在會員大會主席區秉

光博士、副主席王世民、監事長黃小美、理事長葛萬

金、青委主任高長汀及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公室主

任黃炳銓博士的領導下，拜訪了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

中銀青協，期間得到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副行長葉兆佳、

業務拓展部總監陳芬、業務總監林綺玲（候任中銀青

協會長）、業務拓展部產品經理周永豪（候任中銀青

協理事長）、經理鄭偉倫等熱情接待。

葉兆佳在致詞中歡迎澳門大學校友會到訪，期望

日後雙方加強聯繫，在社會事務及青年活動方面擴大

合作，達致雙贏的局面；此外，葉兆佳亦透露中銀青

協亦將在近期展開換屆工作，因應社會發展及功能組

合，該會將成立義務工作組織及體育事務組織，加強

員工對社會的投入和凝聚力，為澳門地區作出貢獻。

區秉光博士在回應時先感謝副行長葉兆佳的接見

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歷年來對澳門大學校友會的支持

和指導。此外，對該行鼓勵員工支持社會公益活動，

出錢出力的行為，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和義

務，值得讚賞。期望日後雙方在共同興趣的項目內加

強合作，推動社會發展。其後兩會成員充分交流及互

動，並探討各項活動合作的機會，氣氛熱烈，會議歷

時個多小時並在雙方交換紀念品後結束拜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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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籌款保齡球活動

2015.03.23

為表達對日前氹仔車禍離世之旅遊學院吳姓同學

的不幸事件，澳門大學校友會聯同理工校友會、澳門

公務人員體育會、澳門勝利保齡球會、澳門旭日青年

協會及多個友好團體於 3月 23 日晚上 8時在佳景保

齡球場舉行慈善籌款活動，以支援受害家庭。

活動得到大西洋銀行員工、中銀青協、大豐銀

行員工、理工校友會、Fire	Bowling	Club、Strom	

Bowling	Club、Andy	Lau、佳景保齡球場員工及多

位熱心人士參與及送出善款，以表支持，經在場人士

共同見證及點算下，共籌得澳門幣弍萬元及港幣叁仟

元。

3月 29 日有關單位代表葛萬金、吳焯峯及何森

富於早上親身將善款送到受害者家中，與其母親進行

親切交談及送上參與人士的慰問心意，並期望其能堅

強面對及照顧受害者的弟弟，盡快擺脫傷痛，努力學

習解決問題，會面歷時一個小時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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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及改選行政人員

2015.01.23

澳門大學校友會於 2015 年 1 月 23 日晚上六時

三十分假澳門大學行政樓二樓 2022 號會議室舉行第

八屆（2013	-	2014）第二次會員大會，澳門大學校

友及發展辦公室黃炳銓主任代表校方及眾多會員出

席，氣氛熱鬧。

會議由大會主席區秉光博士主持，理事長葛萬金

根據會議程序向出席者匯報 2014 年澳門大學校友會

舉辦的各項活動成果，並衷心感謝澳門特區政府社會

文化司、澳門基金會、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中國

銀行澳門分行、工銀澳門及母校的支持，令本屆會務

能達致多元化，學術及康體活動兼備的目的。此外亦

在會員、財務和會內其他相關事項向出席會員匯報；

監事長黃小美就理事會是年活動成果作出監事會意

見。上述兩項報告均獲現場會員投票一致通過。

其後主席區秉光博士按召集書規定就換屆選舉事

宜作出簡報並報請出席會員投票選舉新屆行政人員，

經在場成員熱烈討論後，候選名單獲會員一致投票通

過。新屆第九屆行政人員將由會員大會主席區秉光博

士、監事長黃小美女士及理事長葛萬金的領導下進行

各項團結校友，推廣母校發展及服務社會為目標的工

作計劃向前邁進，並繼續加強與各界友好及社團聯繫，

組辦活動。此外，新屆將在農曆年後舉行就職典禮，

亦通過邀請校友麥興業大律師在新屆中繼續擔任會方

法律顧問的職務。

在其他議程事項中，校友會因應母校已經遷入新

校園和會章於 1998 年創立，部份條文需要更新以配

合會務發展的關係而進行修改會章工作，經區秉光主

席按修改內容徵求出席會員意見及提議後，一致同意

修改會章內容部份。其後校友及發展辦公室主任黃炳

銓博士在發言時表達了現時校方對校友會會務的支持

及認同，表示雖然校友會年期經驗尚淺，但多項工作

及發展活動中得到歷屆畢業校友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支

援，達到預期的目標 .期望校友會新閣成員繼續努力，

利用不同屆別的內閣成員，主動聯繫及組織各項校友

會活動，關心及參與社會各項服務，努力奮鬥，利用

學識創造條件，為本澳社會發展輸送更多人才，創造

澳門社會及母校長遠發展的契機，會議在融洽及愉快

的氣氛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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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屆行政人員及第 3屆青委會成員就職典禮暨

春節聯歡晚會

2015.03.02

澳門大學校友會日前假座新葡京大酒店一樓高座

宴會廳舉行第 9屆行政人員及第 3屆青委會成員就

職典禮暨春節聯歡晚會，中聯辦文教部副部長浦海龍、

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政研室主任聶泉、行政會發言

人梁慶庭、立法議員高天賜、旅遊局長文綺華、教青

局處長陳旭偉、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職務主管陳家豪、

澳門大學校董會第二副主席王宗發、澳門大學校長趙

偉教授、教育學院院長范息濤教授、科技學院院長陳

俊龍教授、中華醫學院院長王一濤教授、澳門大學校

友會榮譽校友劉少榮伉儷、科技大學行政委員會周禮

杲教授、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校長盧蘭馨、家教會

理事長韋孟宇教授、中國澳門體育總會聯合會理事長

陳永傑、體育委員關偉霖、澳門大學校友會法律顧問

麥興業大律師、澳門大學教務長彭執中、澳門大學體

育事務部總監陳炳祥、學生事務部處長周桂慈、中銀

業務拓展部總監陳芬、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蘇昆、工

銀澳門零售業務部總經理劉啟燊、信用卡業務部副總

經理余春寬、公務人員體育會顧問林華堅、麗斯攝影

器材行董事長勞灼榮、澳門大學校友及發展辦公室主

任黃炳銓、職務主管李鳳霏、澳門大學研究生會理事

長林振邦及澳門和台灣各大專院校澳門校友會的代表

和社團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動，場面熱鬧。

校長趙偉教授在致詞時恭賀校友會新屆行政人員

就職，承擔會務工作的重任，期望在新舊行政人員的

共同努力下，凝聚和組織不同屆別的校友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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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吸納校友的意見，供母校參考和優化校園各項事務提供建議，

為大學的長遠發展提供支援的力量；此外，亦希望畢業校友

利用在學所得的知識，回饋社會和參與社會事務，發揮大學

生應有的作用。

校友會主席區秉光在謝詞中指出感謝各界友好出席校友

會就職典禮，見證新屆成員；澳門大學校友會自 1998 年成

立後，得到歷屆校友無私奉獻和支持，參與校友會的工作，

令會務在有序平穩下發展，成績獲社會各界的認同和讚許。

今後將繼續秉持校友會的宗旨，在校友與母校溝通的渠道上、

在會員參與社會工作中、在學術康體和研習項目內，貢獻校

友會的力量。

就職禮邀請了中聯辦文教部副部長浦海龍，旅遊局長文

綺華及校長趙偉教授主持監誓儀式並合照留念，其後進行新

春聯歡晚宴，席上澳門大學議庭成員鄺達財、中國銀行澳門

分行及工銀澳門分別送出豐富禮物供大會抽獎之用，參加者

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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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行政人員架構



第九届行政人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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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澳門大學校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