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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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院⻑為鍾玲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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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舉辦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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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從江服務學習計劃、周⼤福珠寶

⾦⾏公司實習計劃、與台灣政治⼤學之書院

交流計劃、⾺來西亞⾺六甲葡萄⽛村義務教

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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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彤書院的願景

本書院致⼒於成為充滿⽂化氣息，⼈性的溫暖和知性之光的社區。學⽣透過⽣

活經驗、活動和⼈際互動，學習到⼤愛精神和⼤雅氣度。令學⽣成為有教養、

有遠⾒的領導⼈才。

鄭裕彤書院的使命

本書院以推動學⽣的⼈格教育為使命。為達成此使命，本書院充分利⽤書院設

備完善的硬體，並發揮書院⽼師們熱忱的奉獻，以求：

• 教導學⽣達致⾝⼼健康，不僅學業進步，⽽且在書院活動中發熱發光。
• 讓學⽣充分發揮各⽅⾯的才華。
• 培育學⽣以下7項勝任⼒：公⺠責任⼼、全球競爭⼒、知識整合能⼒、團隊協
作、服務與領導、⽂化參與、健康⽣活。

• 培育學⽣⾼遠的⼤志、⼤愛精神和⼤雅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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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師資院內師資院內師資

呂靜慧

書院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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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宇明 
書院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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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發

書院代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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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學⼈⽂社科⾼等研究院研究員、

亞太經濟與管理研究所智慧旅遊研究員、澳⾨研究中⼼

客座副教授等。

龔映雪

書院副院⻑

中⼭⼤學微⽣物學博⼠，健康科學學院⽣物醫學系助理

教授。專⻑微⽣物學和海洋微⽣物學。曾任新加坡南洋

理⼯⼤學研究員、暨南⼤學⽣命科學技術學院副研究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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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師資院外師資院外師資
徐杰

校內資深導師

澳⾨⼤學⼈⽂學院院⻑、孔⼦學院院⻑、語⾔學研究中⼼

主任、中⽂系教授;南國⼈⽂研究中⼼主任;湖南⼤學學⼠;
華中師範⼤學碩⼠;夏威夷⼤學碩⼠;⾺利蘭⼤學⼤學團校區
博⼠。

李麗⻘

校內導師

澳⾨⼤學⼈⽂學院助理教授;濟南⼤學法學學⼠;英國格拉斯
哥⼤學碩⼠、博⼠，主修英國⽂學。

林建榮 
校內導師 
澳⾨⼤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港中⽂⼤學博⼠; 美國三⼀
國際⼤學⼼理輔導碩⼠; 美國康科迪亞⼤學學⼠。

曾⼦雅

校內導師

澳⾨⼤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美國加州專業⼼理學學校碩
⼠及博⼠;夏威夷⼈類學及⼼理學雙學教授。

林朗為 
校內導師 
澳⾨⼤學教務⻑、⼯商管理學院管理學教授;美國俄勒岡⼤
學管理學博⼠;美國密西根州⽴⼤學碩⼠;⾹港中⽂⼤學管理
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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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師資院外師資院外師資

⿈素君 
校內導師

澳⾨⼤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英國諾丁漢⼤學博⼠。專⻑於教育
社會學、課程研究、師範教育和職業發展。

史唯 
校內導師

澳⾨⼤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倫敦⼤學媒體和通信系博⼠;
四川⼤學中國語⾔⽂學系碩⼠及學⼠。專⻑於⽂化研究及傳

播。

駱柱君

校內導師

⾼級導師;⾹港浸會⼤學學⼠及碩⼠。專⻑於對外性網絡及
通信技術性選擇。

劉世⿍

校內導師

澳⾨⼤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英國倫敦西敏⼤學傳播係博⼠、
台灣輔仁⼤學傳播係碩⼠、電機⼯程系學⼠;書院籃球隊指導
⽼師。

譚建業 
校內導師

澳⾨⼤學健康科學學院副教授;⽜津⼤學物理化學博⼠、⾹港
理⼯⼤學分析化學碩⼠及⾹港浸會⼤學應⽤化學學⼠。

⿈炳銓

校內導師

澳⾨⼤學⼯商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商業研究及培訓中⼼主

任、校友及發展辦公室主任;美國密蘇⾥⼤學羅拉分校⼟⽊⼯
程學⼠及碩⼠;美國密蘇⾥⼤學聖路易斯分校量化管理科學及
⼯商管理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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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行政人員行政人員
駱進偉

事務主管

我於澳⾨旅遊學院取得學⼠學位，並在澳⾨⼤學取

得⼯商管理系碩⼠學位。曾任職政府統計部⾨，擔

任多項調查之負責⼈。我喜歡⾳樂和運動，閒時喜

歡彈奏結他、創作⾳樂、跑步、看電影等。我也很

喜歡貓，並有數隻正住在我家裡。

丘明慧 
⾼級⾏政助理 
我畢業於澳⾨⼤學，主修⼯商管理(會計學)。2013
年因為新書院的成⽴，便來到鄭裕彤書院這個⼤家

庭。我喜歡⾳樂，曾學習鋼琴和中提琴，亦曾經是

澳⾨⻘年交響樂團及澳⾨⼤學弦樂團的成員。另

外，我亦很喜歡旅⾏，因為旅⾏不但可以增廣⾒

聞，還可以於旅途中認識來⾃不同地⽅的朋友。

陳均濠 
⾼級⾏政助理

您好!我的學⼠學位主修旅遊酒店管理，畢業於美國
三藩市州⽴⼤學。在空餘時間，喜歡與朋友和家⼈

聚會，去咖啡館，到戶外活動和旅⾏。週六上午跟

⽗⺟⼀⿑飲茶和看電影是我感到最愉快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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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環境裡⽣活學習之權利
彼此平等對待和相互尊重之權利
個⼈合理訴求得到及時回應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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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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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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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禁本院院⽣不當使⽤書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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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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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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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書院同意，不得進⼊異性院⽣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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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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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院範圍內嚴禁吸煙。
書院內禁⽌使⽤明⽕。
院⽣不得攜帶任何種類的寵物或活的禽畜進⼊書院範圍。

以下為節錄⾃鄭裕彤書院《書院學⽣⾏為準則》的要點。

院⽣的權利
所有書院成員均享有以下各項權利：

1.
2.
3.

書院⿎勵提倡之⾏為
1.
2.

3.
4.

書院及個⼈的財物
1.

2.

3.
4.
5.

滋擾
1.

2.
3.

消防和安全規則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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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書院院⻑許可，禁⽌在書院內飲⽤及存放酒精飲料。書院內禁⽌酗
酒，亦不得使⽤書院活動經費購買酒品 (由於書院活動和以學習為⽬的之
飲酒，須要得到書院批准) (依澳⾨法律規定未滿18歲⼈⼠不得喝酒。)
院⽣嚴禁擁有、使⽤、購買、分發違禁藥物。

疫情期間，書院不接待任何訪客。疫情漸趨穩定後的政策詳情，可查閱⾴
⾯下⽅的QR Code。

新⽣及沒有配對室友的院⽣由書院辦公室分配房間和室友。
如有更換房間的要求請遵照換房細則辦理。

酒精和藥物
1.

2.

訪客
1.

缺席的通知
為了保障書院院⽣的⼈⾝安全，院⽣如在學期內離開澳⾨及在外留宿，必須通
知RTRA。

房間分配及更換房間
1.
2.

特別紀律處分程序
書院對作出以下⾏為之院⽣作出即時記過或更嚴厲處分，該類⾏為不限於：
a. 留宿⾮本書院⼈⼠
b. 留宿異性
c. 借⽤他⼈學⽣證及房卡或轉借相關證件予他⼈使⽤，從⽽使⽤書院資源
d. 嚴重危害書院安全

詳細的準則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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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 姓名 年級 專業 樓層

仁悅閣

周⼦勛 ⼤四 ⾦融學系 ⼀樓

蕭詠欣 ⼤⼆ 國際綜合度假村管理 ⼆樓

楊詠樂 ⼤⼆ 國際綜合度假村管理 三樓

叢佳駿 ⼤⼆ 政府與公共⾏政 四樓

義光閣

郭梓軒 ⼤三 ⼯商管理 ⼀樓

譚可悅 研⼀ 國際商法 ⼆樓

⿈珊珊 ⼤三 ⼩學教育 三樓

張嘉鈺 ⼤三 電機與電腦⼯程 四樓

禮⽂閣

張笑侃 ⼤⼆ 英語教育 ⼀樓

陳琬璐 研⼆ 英漢翻譯 ⼆樓

⿆華武斌 ⼤三 中⽂教育系 三樓

付昊明 研⼀ 歷史學系 四樓

智輝閣

王上冠 ⼤⼆ ⼯商管理 ⼀樓

葉惠敏 ⼤四 中⽂教育 ⼆樓

李琪 ⼤四 傳播學系 三樓

張欽策 ⼤三 ⼯商管理 四樓

信芳閣

何蔚泓 ⼤三 會計學系 ⼀樓

陳淽瑤 研⼀ 犯罪學與刑事司法 ⼆樓

張熙梓 ⼤三 商業經濟 三樓

楊晨昊 ⼤三 會計學系 四樓

雅⾵閣

繆⾬軒 ⼤三 電機與電腦⼯程 ⼀樓

曲佳雪 ⼤三 會計學系 ⼆樓

曾梓萱 博⼆ ⼯商管理 三樓

蔡⼦朗 ⼤三 國際綜合度假村管理 四樓

每位院⽣都將有⾃⼰專屬的Resident Tutor/Resident Assistant (簡
稱RTRA)。RTRA將會負責關⼼所屬樓層院⽣的⽇常⽣活。
院⽣若有任何需要幫助的地⽅，可以在第⼀時間聯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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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朗 ⼤三

度假村管理

嗨嗨，我是貞⼦！

喜歡打球、烘焙、看小說~

⼀起吃喝玩樂！

 
曾梓萱 博⼀

⼯商管理

曲佳雪 ⼤三

會計系

⼤家好，⼤家叫我⼦朗就可以了。

平時喜歡跑步，⼤家有空瘋狂

來找我玩吧！！！！！！

哈嘍！！⼤家叫我⽜奶就好啦

喜歡踢球和跑跑步 

歡迎找我⼀起聊天和玩哦

繆⾬軒 ⼤三

電機與電腦⼯程

Hello, hello, 我是小曲

平時喜歡⼀邊看綜藝⼀邊吃好吃的，

歡迎⼤家⼀起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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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

多多探索書院、體育館(N8)、圖書館(E2)等
學校的快樂角落

該堅持的

有時間可以多欣賞欣賞校園中的景⾊和天上的雲，
説不定就有驚喜

不要害怕陌生的環境，多多交朋友，

慢慢熟悉新環境

開空調睡覺記得蓋被⼦

上早課記得吃早餐

有空記得找我聊天

第一節課不要走錯教學樓哦，要注意地點和時間

凡事提前做准备，向焦慮不安說掰掰
 凡是2分鐘內就可以完成的事，⽴刻去做不要猶豫
養成這些“微習慣”，⽣活將⼤有不同！

該放棄的
該改變的

堅持

改變
放棄

Elegance Hall

致: 大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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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隊 乒乓球隊

籃球隊 足球隊

排球隊

書院樂隊 - 谷丹

啦啦隊

期待你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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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墻壁、天花板、地板等打孔/打釘⼦。
床墊要⽤保潔墊。
勿在房間內煮⻝、使⽤過⼤⽡數的電器產品等。
不得以任何⽅式封住煙霧警報器。
退宿時需將所有桌⼦、床、櫥櫃等歸位。

請留意各公共空間的開放時間。
使⽤者⾃覺協調使⽤時間，避免獨佔情況。
離開時請關閉所有空調，燈及電器，並將所有傢俱歸位。
書院公共物品使⽤後應即時歸位。
放⼊冰箱的物品都需要貼標籤，標明名字、房號、儲藏⽇期、
期限等。RTRA將定期清理冰箱。
請⾃⾏清理廚餘、垃圾等，保持公共空間的整潔。

以下為⼀些住宿的注意事項：

房間
1.
2.
3.
4.
5.

公共空間
1.
2.
3.
4.
5.

6.

愛護書院環境 
院⽣⼈⼈有責

為他⼈著想
⽂明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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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Requirement

參與或擔任學⽣社團組織

擔任書院學⽣領袖、成員等（HA、RTRA、院隊）
積極參與書院舉辦的活動

完成消防安全測試

*備註
1.⼤⼀新⽣有住宿要求。倘若⼤⼀以後不住書院,⼤⼆也必須履⾏書院
要求。

2.⼤三、⼤四院⽣沒有書院要求,但在申請續住書院時,須依據書院住宿
規定。

續住要求：

 3. "Signature group project"書院社會服務團體項⽬活動需於⼤⼆第
⼀學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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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需參加學校和學院所舉辦的Orientation,以獲知更多關於選課上
的消息。

⼩編知道各位院⽣常常會問什麼是CM或RE課程等,現在讓我們貼⼼地
告訴你們這些課程的區別。

CM: 必修的專業課程應在規定的學期和學年中進⾏且依有關學術單位
之規定。

GE: 通識教育課程,根據學校的畢業要求,⾄2017/2018起,學⽣必須要選
修四個領域的通識課,每個領域要修兩⾨課才完成要求。

RE: 選修課是學⽣在⼀系列課程中選擇的課程,只要按照Study Plan的
要求選修就能滿⾜要求。

MI: 輔修課程是輔修所指定的課程。

FE: ⾃由選修課是學⽣在任何領域選擇的課程,受其所在學術單位的限
制。只要按照Study Plan的要求修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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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

預祝你考試

科科All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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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W(諮詢系統網上服務)
⼤家可以通過學⽣咨詢網上服務(SIWeb)進⾏第⼀階段之增選、退選科⽬,
查詢以及更改個⼈資料、查閱上課時間表、檢閱學術記錄、申請在學證明

書及成績單、打印電⼦成績表以及電⼦繳費單等等。

UM Student Webmail(電郵賬戶)
每位新⽣都會有⼀個由資訊科技部提供的電⼦郵箱,每當⼤學有重要的消息
宣佈,會透過電郵系統發送到學⽣澳⼤的電⼦郵箱。因此,⿎勵學⽣養成每⽇
檢查學⽣郵箱的好習慣。

學⽣的電郵格式地址,例⼦:
學⽣編號:ab123456
⽤戶名稱:ab12345
電郵地址:ab12345@um.edu.mo

myUM Portal

UMMoodle
開學后,⼤部分教授會選擇把教學資料上傳到⼀個叫UMMoodle的地⽅。
下⾯就著重介紹⼀下它啦~UMMoodle是我們正在或將要使⽤的網上教育
平台。⽼師們會透過這個系統把教學內容放到網上,⽽學⽣們也可以通過這
個系統進⾏⾃學或是預習。有時學⽣們也會在這裡完成網上測驗,進⾏課程
討論,提交作業或是檢查⾃⼰的學習進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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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UM Portal

Course Add/Drop (增選/退選科⽬)
學⽣可通過此服務提交增選或退選科⽬的申請。

課程分配之優先權：

第⼀和⼆階段之增選/退選科⽬將採⽤批次 (Batch Processing) ⽅式處理。
同學可瀏覽註冊處網⾴查看增選/退選科⽬時段之詳細安排。

Pre-Enrolment (預選課程)
過去很多新⽣忘了進⾏預選課程或不知如何預選課程,⼩編簡單介紹⼀下何
謂預選。

其實它的⽬的是為了讓校⽅知道學⽣下學期要修的課程,以便提供⾜夠的名
額給相關課程。很多學⽣不重視預選,導致他們需要在Add/Drop時期與他
⼈競爭上課名額。

請各位務必留意⾃⼰的學⽣郵箱,註冊處將會把具體的預選時間公佈在郵箱
及官網上。

Online Payment Service (網上繳費服務)
網上繳費服務可讓學⽣在線申請在學證明、成績單、學⽣卡等,利⽤信⽤卡
付款即可(⼀般這些⽂件都需要兩個⼯作⽇完成)。
學⽣也可前往N6註冊處申請上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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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RC/RCAT

UMRC是為澳⾨⼤學住宿式書院的院⽣、職員和訪客設計的⼿機應⽤
程式,⽅便⽤戶獲取書院信息,參與書院活動。
使⽤該App,⽤戶可以:
-查看書院活動信息、查閱活動紀錄、活動簽到
-參與活動群組討論
-提交活動及場地申請
-使⽤CMP點數

住宿式書院輔導計劃RC Academic Support (RCAT) Programmes是
為本科⼤⼀學⽣提供學術輔導及校園關顧的⼀個項⽬。書院通過與學

院和圖書館的合作為⼤⼀新⽣在書院提供在學院課堂以外的學術輔導

活動，包括：

1.書院英語輔導計劃 RC English Academic Tutorial (RCEAT)
2.書院專業課程輔導計劃 RC Major Academic Tutorial (RCMAT)
3. 書院通識課程輔導計劃 RC GE Academic Tutorial (RCGAT)

參加資格：本科⼤⼀學⽣

⽬前每學期已固定開展RCEAT和RCMAT
從UMRC App中進⾏註冊參加，完成網上英語練習，並獲得獎狀。
詳情請留意UMRC App裏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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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Point

“⾄叻星計劃” 是為了⿎勵學⽣更投⼊參與由澳⾨⼤學各部⾨舉辦校園
活動⽽設的獎勵計劃。

獲得⽅法:
每個學⽣在達到指定活動所需的參與時間後才能獲得特定數量SP。

累積和申請截⽌⽇期:
-所獲得的SP在其畢業前均視為有效,在換取資助⾦額/參與有限名額
的項⽬後,SP數量將會減去。
-暑期交流計劃會計算其在所規定⽇期之前所獲得的SP數量。

參加資格:
a.所有澳⼤學⽣
b.GPA ≥ 2.0
c.課程名額
i)無限名額 ii)有限名額 (以您與其他參與者的SP數量來評選)
d.達到暑期項⽬之學校要求
**英語要求、年級、專業、歲數等
**⼀些項⽬不接受⼤四學⽣
**簽證

備註:
a.活動 ≤1hr 獎勵0.5SP；＞1hr 獎勵1SP。
b.學⽣在參與活動的15個⼯作天后,可在ISW查閱⾃⼰的SP詳情。
c.學⽣可瀏覽學⽣事務部(SAO)的官網了解有關暑期交流計劃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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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P)

 
 同宿共膳”就是澳⼤住宿式書院⿎勵住在同⼀所書院的師⽣⼀起

⽤膳和交流。

“共膳參與津貼”是爲了實踐“同宿共膳”的共膳參與教育理念，⼤
學特意爲書院學⽣提供定額定量的共膳參與津貼（“Communal
Meal Participation Subsidy” 簡稱“CMP Subsidy”），通過學⽣
的UMRC App，於其所屬書院的⻝堂使⽤。

“共膳參與津貼”乃教育津貼，學⽣不可以把⾃⼰的津貼變賣、轉
贈其他⼈或利⽤⾃⼰的津貼替他⼈付款，如發現以上違規情

況，書院將按院規嚴肅處理。若餐飲費⽤超過津貼額度，學⽣

需⾃⾏直接向⻝堂膳⻝服務供應商⽀付差額。

2021/2022學年或之後⼊學的本科⽣，完成⼀年必須⼊住書院的
要求後，其後三年（即⼤⼆、⼤三及⼤四時）無論是否住在書

院均有每學期250個“共膳津貼”點（同⼀個餐飲時段内最多可使
⽤20點；每星期最多可使⽤50點）。每年的“共膳津貼” 點都可
能調整，詳情另⾏公佈。

爲了善⽤⼤學的共膳參與津貼，如果學⽣⼀星期内使⽤少於100
點，實際使⽤津貼額與100點的差額將退還給書院。每學期末⽤
剩的所有“共膳津貼” 點將退還給⼤學 (在疫情影響下，此措施或
有臨時特別安排，請掃以下⼆維碼查閲特別安排)。

*1CMP = 1 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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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彤書院於2015年11⽉與北京⼤學元培學院簽訂交換書院⽣
協議書，⾃2015/16學年起鄭裕彤書院與元培學院學⽣互訪，雙
⽅各遴選10位院⽣⾄對⽅進⾏7夜8天的交換⽣活。透過本交換
計畫我們相信學⽣能學習體驗到不同的⽂化習俗及⼤學⽣活。

⽽有⼀位參加者表⽰因為這個活動⽽讓⾃⼰的普通話有所進

步，⽽去到其他書能感受不同的書院⽂化，也能⻑⻑⾒識。

譚可悅表⽰認識和澳⾨不⼀樣的北京⽂化，體驗元培學⽣的校

園⽣活，也與北⼤朋友們建⽴⼀段友誼，留下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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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彤書院致⼒配合特區政府有關教育幫扶內地貴州省從江縣

及特區施政⽅針中的“⻘年志願扶貧計劃”，⾃2018年起開展有
關服務學習計劃。書院每年選出約⼗位學⽣，經過⼀系列的培

訓後,由書院導師帶領出發到從江縣進⾏約⼀週的服務學習旅
程。他們會到訪當地⼩學、設計⼀連串學習活動並進⾏義教。

在從江的義教活動中，鄭裕彤書院師⽣歷經衆多籌備，到親⾃

去教⼩朋友，在這個過程中，使得他們與⼩同學們教學相⻑，

收穫頗豐。

⽑宇晴同學表⽰：當⼩朋友喊著她的名字或與她互動的時候，

她感到很開⼼也很幸福。⼩朋友們在上課時的專注、積極，也

讓她意識到上學，學知識是⼀件很美好的事情，理解到了更多

關於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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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珠寶⾦⾏有限公司於2015年暑期起合作開啟實習計劃。
由原來的遴選5位學⽣送⾄深圳總部實習到現在2018已增加名額
到9位院⽣進⾏實習計劃。
曾參加此項⽬的院⽣表⽰實習計劃不但讓他的暑假更充實，也

讓他更了解職場應有的態度，對他⽇後進⼊社會很有幫助，⽽

且在理論與現實的接軌下，更能累積實際操作的經驗。其次是

團體合作和對做⼈做事的歷練，讓他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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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裕彤書院於2014年5⽉與台灣政治⼤學政⼤書院簽訂交換書院
⽣協議書，雙⽅各遴選10位院⽣⾄對⽅書院進⾏7天的交換⽣
活。⽬的是為豐富院⽣書院⽣活及拓展視野。透過本交換計

畫，相信學⽣能學習體驗到不同的書院⽣活及地⽅⽂化。⽽某

參加者表⽰在這活動裡，能從⾐、⻝、住、⾏中更接近的感受

台灣的本本⽂化，和台灣的⼈情味。

何蔚泓同學表⽰這次台政⼤交流活動是有難度和特別的。在疫

情的限制下，我們不僅僅要以線上的形式和台政⼤的同學交

流，還要想辦法讓他們融⼊我們的主題，⼀起探索同時也能保

持對整個活動的熱情。活動中咖啡製作直播是⼀個⾮常難得體

驗，讓我們有機會接觸這⼀種新型的交流⽅式。相信這次活動

對⼤家來說都是難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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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6年開始，鄭裕彤書院院⽣前往⾺來西亞⾺六甲葡萄⽛村
展開為期⼀週社區服務。我們院⽣不斷優化針對該地區的教學

項⽬，使院⽣不但幫助別⼈，也能提升⾃⾝能⼒。

志⼯們紛紛表⽰此計劃不只是⾃⼰去教⼩孩，⾃⼰也從過程

中，獲益不淺。此項⽬教會了院⽣如何培養團隊精神。儘管部

分院⽣會⾯臨語⾔問題，但只要有愛⼼和熱誠，並且願意了解

他們的想法，便能克服語⾔障礙。中⼼的⼩孩使他們成為更好

的⼈，培養他們的耐⼼，給了他們信⼼和收穫快樂及美好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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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獎勵表現優異及對書院有突出貢獻之鄭裕彤書院學⽣,以⿎勵學⽣積
極投⼊書院⽣活、實踐全⼈教育,本書院設有下列獎學⾦供符合資格的
院⽣申請。

**備註**
除了書院獎學⾦之外,還有學校獎學⾦、助學⾦。⼤部份的要求是只要
GPA達標就無需申請,由學校另⾏通知,院⽣必須經常留意郵件。
有些獎學⾦或助學⾦是需要申請的,所需⽂件和程序可掃描下⽅的⼆維
碼了解詳情。

參考網⾴為：學⽣事務部（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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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活問題

Q:茶⽔間Pantry的東西不⾒了,怎麼辦?
A:顧及院⽣隱私問題,書院的Pantry是沒有安裝監視器的;貴重的物品請不要
放在公共場合;此外,冰箱內的⻝品請貼上名字、房間號、儲藏⽇期等。另外,
清潔⼈員是不會幫你整理冰箱內的個⼈物品,但RTRA將會定期清理丟棄。

Q:書院會有⾨禁或斷⽔斷電的情況嗎?
A:沒有⾨禁;正常情況下不會斷⽔斷電,除⾮有颱⾵天等特殊情況。

Q:洗⾐房內可擺放洗⾐桶和洗⾐液嗎?⾐服不⾒了,怎麼辦?
A:不可以。洗⾐/乾⾐後請⾃覺計時取⾐物。逾時取⾐,後果⾃負。

Q:洗⾐機壞了,怎麼辦?
A:可通知保安/書院辦公室,每⼀層晾⾐間都有洗⾐機。

Q:房間出現⼩強、螞蟻,或有需要維修報修的項⽬,怎麼辦?
A:可⽤膠帶封住洗⽔盆下⾯的下⽔道⼝,也可掃描下⽅的QR Code預約時間
進⾏滅蟲、報修。

Q:書院的設施例如TV Room,K房等,什麼時候可以使⽤?
A:在不影響他⼈的情況下,院⽣可以⾃由使⽤書院的公共設施,具體的使⽤規
則可掃描下⽅的QR Code查看詳情。

Q:哪裡可以曬被⼦呢?
A:書院⼀樓⼤廚房附近有個⼤平台,那裡可曬被⼦。

Q:我可以借我的學⽣證及房卡給朋友使⽤嗎?
A:不可以,學⽣證及房卡不可借他⼈使⽤,此舉嚴重違反院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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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ing Hall 問題
Q:Dining Hall的飯菜不合胃⼝/有衛⽣問題,怎麼辦?
A:對於飯菜問題好吃與否,這是主觀意⾒,你可以先向RT/RA提出意⾒,或是
收集多位院⽣相同的意⾒後,再向書院伙⻝委員會反映。另外,若發現飯菜
有衛⽣問題,建議⾺上拍照作證,再向RTRA、書院⽼師或辦公室反映。

Q:餐具可拿上樓嗎?我只是拿上去⼀會兒,吃完就會拿下來。
A:不可以,若不在Dining Hall進餐,應使⽤⾃⼰的餐具。若將餐具拿上樓會
對其他同學造成困擾,也會影響Pantry的整潔。另外,餐廳反映飯堂的餐具
越來越少。

Q:書院Dining Hall的三⻆琴什麼時候可以⽤?
A:書院餐廳的三⻆琴是供⼤型表演時⽤的。如無表演但想使⽤,可以找保
安預約時間,解釋使⽤原因。欲知詳情,可登錄鄭裕彤書院官網查詢。

室友問題

Q:如因有問題⽽想申請換房,可以嗎?
A:書院規定,開學後兩個⽉才可向辦公室申請換房;每⼀學年內每位院⽣只
可換⼀次。

Q:如果跟室友相處不好,怎麼辦?(例:⽣活習慣不⼀樣:開關燈、播放聲量太
⼤等)
A:開學後兩個星期左右,RTRA會發“⽣活公約”,讓彼此簽訂約定。若實在解
決不了,可找RTRA幫忙協調。

Q:我廁友不搞衛⽣,怎麼辦?
A:如上題所述,院⽣可在“⽣活公約”寫下兩個房間(四個⼈)想要定下的規
則。若實在解決不了,可找RTRA幫忙協調。

52



學業問題

Q:如果我想轉專業,可以怎樣做?
A:轉專業對GPA是有要求的,院⽣可諮詢該專業的部⾨秘書,以了解具體名
額及相關建議。院⽣也可選擇重新參加四校聯考。

Q:GPA和CGPA有什麼區別?
A:GPA是指該學期的平均成績,以4.0為滿分;CGPA是指累積不同學期平均
成績。

Q:GPA 1.7 是什麼概念?
A:若其中⼀個學期的總GPA或者學期GPA低於1.7,你會收到警告並需要與
教授商談。若連續兩個學期的CGPA或者學期GPA低於1.7,你將會成為試
讀⽣,只可以選修四⾨課。若你連續三個學期CGPA和學期GPA都低於1.7,
你將會被勒令退學。若只有其中之⼀低於1.7,則會再有第四學期。若第四
學期依然是CGPA或者學期GPA其中之⼀低於1.7,則直接退學。

Q:⾼GPA會對你有什麼幫助呢?
A:雖然GPA 2.0是畢業最低標準,但⾼GPA對⼯作、轉系、學期交換項⽬、
暑期項⽬和選擇輔修有很⼤的幫助。GPA越⾼,拿獎學⾦的機會也越⾼。

Q:我想要拿雙學位/副修,要怎麼做?
A:澳⼤並不設有雙學位課程,但可選擇副修Minor,副修詳情可諮詢註冊處/
相關科⽬的學院辦公室。

Q:什麼是Withdrawal?
A:分為兩類:
(1)科⽬Withdrawal,即退課。在Add/Drop期結束後,倘若發現不喜歡某科
或某科成績不理想,但不想影響GPA,屆時可選擇退課。注:學費將不會退還,
成績單上亦會留有記錄,但未來選擇重修該科⽬時,不會影響該科的成績分
數。

(2)學位Withdrawal,即退學,放棄學位。⼀般是因去新的⼤學,想先⼯作或
是家庭原因等(懷孕或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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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什麼是Retake?
A:即重修。倘若某科⽬成績不合格,想重新修讀該科⽬,最⾼成績只有C。

Q:什麼是Deferment?
A:即休學,可以休學1學期或2學期(如:⾝體情況有問題);整個學期的學分都
不會計算。注:澳⾨⼤學規定,6年內要完成本科⽣的課程。

其他

Q:簽證
A:除本地⽣外,其餘學⽣須每年到北安出⼊境進⾏續期逗留簽(正⽅形⼩張
紙條)。
注:內地⽣在前往北安續逗留簽時,需先續期通⾏證上的逗留D,學⽣可前往
註冊處/網申續期逗留簽時所需的在學證明。學校將在開學初期,組織各位
新⽣前往北安辦理逗留簽證,具體詳情需留意各位的學⽣郵箱。

Q:住址要如何填寫？
A:可參考以下中英地址模板：
                房號 XXXX，W23，        Room XXXX, W23,             
                    鄭裕彤書院，         Cheng Yu Tung College,          
                      澳⾨⼤學，             University of Macau,               
                 ⼤學⼤⾺路氹仔，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中國澳⾨。              Taipa, Macau, China.                

Q:書院有什麼獎學⾦?
A:鄭裕彤書院有兩種獎學⾦ :Foundation Scholarship 和Contribution
Scholarship。Foundation Scholarship是給⼤⼀院⽣。Contribution
Scholarship是給⼤⼆到⼤四的院⽣。每位院⽣四年的額度是
MOP12,000。
學校也有提供很多不同類型的獎學⾦,更多信息可以上澳⾨⼤學SAO官網
查詢。參考pg.49

Q:如何獲得PE hour？
A:有關於體育類的活動通常會計算PE hour,⼀般會在活動海報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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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眾號：澳⾨交通事務局、澳⾨公共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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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資訊：

公眾號：澳⼤鄭裕彤書院HA
Email：cytcollegeha@gmail.com
Instagram：cytcha

院⽣會賬號：

公眾號：澳⾨⼤學

Email：registry@um.edu.mo (註冊處)

澳⾨⼤學賬號：

微信號：CYTC-Office
*成功添加好友時，請發送[名字+學號]

Email：cytcollege@um.edu.mo

書院General Office賬號：

欲掌握第⼀⼿院內外活動資訊，可關注以下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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