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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彤書院成立於2013年8月，因鄭裕彤博士慷慨資
助書院發展，故命名鄭裕彤書院。創院院長為鍾玲
教授。2014年7月，書院遷往永久院址 - 西二十三樓 
(W23)，書院可容納約500床，每學年舉辦100項教育
活動。鄭裕彤書院院訓為大志、大愛、大雅。目前
共有五個特色計劃：與北京大學元培學院交流計劃
、周大福珠寶金行公司實習計劃、馬來西亞馬六甲
葡萄牙村義務教學計劃、貴州從江服務學習計劃、
與台灣政治大學之書院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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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宇明 

林逸姿

龔映雪

⿈承發 

書院導師

書院導師

諮詢服務

副院⻑

書院代院⻑ 

東吳⼤學學⼠，主修英國語⾔⽂學；台灣師範⼤學碩⼠ 
，主修公⺠教育與活動領導；曾任台灣⼤學就業中⼼副 
主任及學⽣活動組副主任。

⾹港理⼯⼤學理學⼠榮譽畢業；⾹港理⼯⼤學哲學碩⼠ 
；⾹港理⼯⼤學博⼠；曾任⾹港理⼯⼤學宿舍之資深導 
師。

輔仁⼤學⼼理復健學⼠、澳⾨⼤學學校輔導碩⼠；澳⾨ 
註冊⼼理治療師。多年來從事⼼理專業相關⼯作，專⻑ 
於壓⼒管理、⼈際關係、⽣涯規劃、適應、精神健康及 
情緒困擾之⼼理輔導與治療。

⾹港理⼯⼤學⼯業及系統⼯程博⼠。現任科技學院機電
⼯程系副教授、榮譽學院 (科技學院) 課程主任、澳⾨
研究中⼼客座副教授等。研究⽅向有⼈因⼯程与⼯效
学、智能城市、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等。

新加坡南洋理⼯⼤學研究員；中⼭⼤學微⽣物學博⼠。 
專⻑微⽣物學和海洋⽣物學。曾於暨南⼤學⽣命科學技 
術學院任副研究員。

呂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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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應愛護書院的財物，保持房間及公共地⽅的乾淨整潔。書院公共 物品
使⽤後應即時歸位。
2. 院⽣不得更改或損壞書院範圍內的結構:不得在牆上、天花板或地板 上打 
孔，或在房間內興建永久性結構。禁⽌對牆、窗、⽊板、地板、 天花板、家 
具或電器造成損壞及破壞。
3. 嚴禁本院院⽣不當使⽤書院資源。 
4. 卡匙:篡改或毁壞書院建築物的鎖，未經書院許可擁有或使⽤書院卡 
5. 盜竊或損壞他⼈或書院的財物，相關院⽣將受到書院院⻑或其委託的代表 
紀律處分。 

所有書院成員均享有以下各項權利： 
1. 在安全環境裡⽣活學習之權利
2. 彼此平等對待和相互尊重之權利
3. 個⼈合理訴求得到及時回應之權利 

1. 積極組織和參加提升書院⽂化氛圍之⾏為
2. 促進發展書院內外積極交流與和諧⼈際關係之⾏為
3. 積極維護與美化書院環境之⾏為
4. 有利於個⼈興趣發展和健康成⻑之⾏為
5. 對外宣揚書院精神與⽂化之⾏為

以下為節錄⾃鄭裕彤書院《書院學⽣⾏為準則》的要點。

1. 院⽣不可在⾃⼰的房間煮⻝。禁⽌使⽤過⼤⽡數的電器產品。
2. 書院範圍內嚴禁吸煙。
3. 書院內禁⽌使⽤明⽕。
4. 院⽣不得攜帶任何種類的寵物或活的禽畜進⼊書院範圍。

1. 院⽣應積極維持書院正常的⽣活學習秩序，不得對書院其他院⽣正常⽣活 
與學習造成滋擾。
2. 未經書院同意，不得進⼊異性院⽣寢室。
3. 未經書院同意，院⽣不得於晚上⼗⼀時⾄早上⼋時之間，進⼊異性院⽣樓 
層。 
4. 書院院⽣不應該滋擾到書院的其他院⽣，尤其是晚上⼗⼀點到早上⼋點之 
間，無論是擴⾳器、樂器、或其他形式的噪⾳，都應考慮到其他⼈可能正在 
⼯作或休息。

滋擾 

院⽣的權利 

消防和安全規則 

書院及個⼈的財物

書院⿎勵提倡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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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Hall ’s summer

仁悅閣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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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懼�越戰越�

Happiness Hall
仁悅閣

2F 梁鈺華 Selena 研一 金融科技

平時叫我Selena就好~我喜歡看書 看電影 Kpop 偶爾
也跳跳舞 做做瑜伽 歡迎大家常來敲門找我玩耍！大
學四年除了參加各種活動，還要記得好好學習哦！大

一是最容易拿分的一年啦！

1F 蒙智峰 Naldo 大四 市場學
歡迎各位有幸成為我的B，在接下來這一年讓我們
好好認識認識，有什麼困難或者悶的時候都可以
來找我哈～ 想要找我吃飯也可以的喔，有蟑螂就

千萬千萬別找我啦！

3F 禤鈺君 Betty 大四 人力資源管理
歡迎各位來到仁悅閣，我叫Betty

喜歡吃、聽音樂、看劇和發呆
有什麼問題歡迎來找我～

多嘗試新事物來增值自己和相信自己是行的，加油！

4F 陳錦杰 Hugo 大三 心理學系

熱烈歡迎各個新生成為仁悅閣的一部分，希望你們
在大學裏能夠成為你想要去成為的人。 喜歡打遊戲

和聽歌。如有什麼問題，儘管來問我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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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睡早起，努⼒學習，天天向上，不
要後悔
    選課時要挑選合適的教授
    夏天很曬，要帶傘，要凃防曬

 相信我，你們遲早會愛上澳覓的。當
然也要學會做飯，RA們會⾃備餐具來
幫你們試吃的
5. 多吃⽔果少飲奶茶，好好吃飯，多吃
飯就多瘦
6. 多參加社團，豐富⼤學⽣活，不留遺
憾，也要儘早拍拖儘早脫單

1.

2. 
3. 
4.

⼤家都要享受⼤學⽣活哈！

Love your neighbors & friends !

Remember !

WELCOME TO
CYTC

 
敲⿊板，記重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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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文� R A 主辦
 
 
 

 東

Yan

田田

(-2,0)

記得每天發健康碼哦
 
 
 

小強真頑強，多準備蟑螂藥哦！如需幫助，請呼
叫，我會帶著掃把降臨！

記得帶房卡，不然就損失10塊錢咯！

和廁友相處不要害羞喲，隔壁小夥伴不像
你想的高冷呢……22



鄧穎欣 CHLOE 
大四 

工商管理

田源 Thalia 

大四 

數學應用

Perfection Hall

付昊明 HENRY 
大四 
歷史

林月東
WILSON 
大四 

電機及電腦工程

數學專業不一定都養阿宅。

我们都有無限可能的未來。

追劇、偵探小說、旅游、羽毛球、美食一應

俱全。

           屋中常備健胃消食片和各種零食

So, welcome~

活力boy上線ing, 喜歡很多東西，

練管樂，看電影，做運動，

去旅行，打遊戲。

最喜歡玩桌游和劇本殺，

歡迎大家找我玩！新的學年，

請大家多多指教哦～

Hiiii！很高興認識你！！

              愛探索美食，

也有時懶得打卡健身，

愛打遊戲，也有時坑隊友。

隨時來找我吧，

房間常備零食冷飲哈！

琴棋書畫樣樣涉獵，無一精通

資深奶茶鑒賞員，專業修仙新人類，

多線程任務管理達人，

單機遊戲愛好者

無論什麼局，Call我就來！

（最好提前約一下時間p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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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假⻑假期，不少居⺠準備出⾏旅遊，澳⼤亦正值學⽣註冊及⼊宿階

段，⼈員往來頻繁，內地疫情近⽇亦出現變化，安健及環境事務辦公室呼

籲⼤家應時刻留意不同地區的疫情發展，做好防疫措施。 
疫情資訊可瀏覽以下⼆維碼：

新聞局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

澳大防疫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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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家，出⼊公共場所記得佩戴好⼝罩，並出⽰澳⾨健康碼哦

住在書院期間，還要記得每天上傳健康碼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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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Addres s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W23鄭裕彤書院

Cheng  Yu  Tung  Co l l ege ,  Un ive r s i t y  o f  Macau ,  W23 ,  Aven ida  da  Un ive r s idade ,

 Ta ipa ,  Macau ,  Ch ina

電話Te l :  ( 853 )8822  9364 /9363

傳真Fax :  ( 853 )8822  2311

電郵Emai l :  c y t co l l ege@um.edu .mo

網址Webs i t e :  h t tp : / / cy t c . r c . um .edu .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