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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2014 年活動花絮 

1. 第二十屆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總會及全體附屬組織就職典禮 

日期：14/02/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2. 領袖大作戰 

日期：7－8/06/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3. 2013/2014 年度澳門理工學院畢業聚餐 

日期：17/06/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4. “古城南京‧現代青奧＂探索未來，共築中國夢交流活動 

日期：14－19/08/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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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一身，伴我一生 

日期：22/09－27/10/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6. 明德之星擂台賽 

日期：22/09－27/10/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7. 告別校服之夜 

日期：18/09/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8. 低碳單車樂悠遊 2014   

日期：23/11/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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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八屆公共行政盃 

日期：12－13/04/2014 

組織：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生會 

   

10. 歷奇體驗宿營 

日期：24－25/05/2014 

組織：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生會 

  

11. 時事徵文比賽 

日期：22/09－11/11/2014 

組織：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生會 

   

12. 第二屆認識澳門公職部門競賽   

日期：08/11/2014 

組織：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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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少年 MPI 的謎幻旅程 

日期：22/11/2014 

組織：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生會 

   

14. 認識社會工作註冊制度 - 香港交流 

日期：01－02/03/2014 

組織：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生會 - 社會工作同學會 

  

15. 與老師對話 

日期：03/03/2014 

組織：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學生會 - 社會工作同學會 

  

16. 社工康體日 2014 之 跑吧，好社工!   

日期：19/11/2014 

組織：社會工作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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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SCE 遊戲競技同樂日 

日期：03/2014 

組織：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學生會 

  

18. 2014 Super Salesman 銷售技巧大比拼  

日期：13/04/2014 

組織：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學生會 

  

19. 第八屆體校師生班際排球賽  

日期：15－30/03/2014 

組織：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學生會 

  

20. 挑戰自我！松山定向！   

日期：13/04/2014 

組織：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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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一屆澳門理工學院玩轉小球賽 

日期：10/2014 

組織：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學生會 

   

22. 第四屆師生班際籃球賽活動 

日期：11/2014 

組織：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學生會 

   

23. 第一屆全澳大專院校中英三行情詩隨筆作品比賽 

日期：12/01－08/03/2014 

組織：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學生會  

  

24. 第八屆全澳大專院校英文及葡文寫作比賽 

日期：14/02－22/05/2014 

組織：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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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十屆全澳大專院校英語口號創作比賽活動   

日期：14/02－22/05/2014 

組織：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學生會 

  

26. 關懷護老活動 

日期：12/04/2014 

組織：高等衛生學校學生會 

   

27. 第四屆“激發潛能，熔煉團隊” 歷奇拓展三天營  

日期：11－13/05/2014 

組織：高等衛生學校學生會 

  

28. 台灣診療技術專業實踐交流團 

日期：23/06－21/09/2014 

組織：高等衛生學校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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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人體奧妙知多啲 

日期：28/09/2014 

組織：高等衛生學校學生會 

   

30. Running IPM 聖誕聯歡派對 

日期：19/12/2014 

組織：高等衛生學校學生會 

  

31. 第六屆澳門理工學院藝術文化交流活動   

日期：30/03/2014 

組織：藝術高等學校學生會 

   

32. 推動本土文化創意萬聖節晚會 – 鬼嬰百日宴 Halloween Party   

日期：25/10/2014 

組織：藝術高等學校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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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班長春節聯歡會 

日期：25/02/2014 

組織：長者書院學生會 

  

34. 增“長”見聞神州大地考察團 

日期：27/04/2014 

組織：長者書院學生會 

地點：廣東省從化區 

   

35. 出版 ”鏡海松風”期刊（上、下） 

日期：05/2014，12/2014 

組織：長者書院學生會 

    

36. 藝術作品展 

日期：27/05/2014 

組織：長者書院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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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第五屆師生體育活動日   

日期：26/10/2014 

組織：長者書院學生會 

   

38. 往外地學習交流   

日期：27－28/11/2014 

組織：長者書院學生會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頤園老年大學 

   

39. 聖誕聯歡 

日期：13/12/2014 

組織：長者書院學生會 

   

40. 第二屆趣味知識競賽 (Boom Shakalka) 

日期：15/03/2014 

組織：內地學生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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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What’s going on 畢業晚會 

日期：17/04/2014 

組織：內地學生聯會 

   

42. 四川交流活動 (“青年‧責任夢想‧抗災減災‧災後重建國際論壇”) 

日期：11－17/05/2014 

組織：內地學生聯會 

地點：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 

   

43. 城市定向活動   

日期：30/08/2014 

組織：內地學生聯會 

   

44. 第四屆理工食神大賽   

日期：28/09/2014 

組織：內地學生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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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理工杯籃球賽   

日期：09－23/11/2014 

組織：內地學生聯會 

  

46. M2 Crew Showcase (表演成果展) 

日期：03/2014 

組織：街舞社 

   

47. 舞動人生，台灣再尋覓   

日期：24－29/09/2014 

組織：街舞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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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第十二屆 I play my music 歌唱比賽 

日期：13/03－26/04/2014 

組織：音樂學會 

內容：為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發掘一批具有潛質的校園歌手，音樂學會每年都舉辦 I play my music 歌唱比賽，

本屆有 72 名學生參賽，決賽當天觀眾反應熱烈，坐無虛席，深受同學歡迎。 

成績：冠軍、最具台風獎：林詩涵、雷諾文、楊斯佳(組合) (藝術高等學校) 

亞軍：Danilo (藝術高等學校) 

季軍：宋珊珊(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 

全場最受歡迎歌手獎：李君妮 (管理科學高等學校) 

   

49. 「閃電盃」羽毛球賽 

日期：20/04/2014 

組織：體育聯會 

成績：男單：冠軍(姚競悠)、亞軍(雷志鏵)、季軍(謝曉維、許進文) 

女單：冠軍(邱美霞)、亞軍(李  泓)、季軍(張佩穎) 

男雙：冠軍(姚競悠、梁文進)、亞軍(黎沛康、李泳光)、季軍(謝曉維、歐陽偉) 

女雙：冠軍(邱美霞、梁清心)、亞軍(李  泓、伍詠兒)、季軍(麥珊、林嘉芙) 

混雙：冠軍(梁文進、邱美霞)、亞軍(曾衍峰、麥珊)、季軍(許世安、張曉嵐) 

 

50. 體育聯會北京交流   

日期：31/10－03/11/2014 

組織：體育聯會 

地點：北京、北京體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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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理工乒乓球隊出戰第十九屆全國大學生乒乓球錦標賽   

日期：19－26/08/2014 

組織：體育聯會 

內容：由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乒乓球分會主辦的第十九屆全國大學生乒乓球錦標賽在山東省濰坊市魯能乒乓球學校

舉行，本屆大賽共有來自全國 60 多所高校近 800 名師生參賽。體育聯會派出五名運動員和一名教練赴山東參賽，

其中雷志鏵(高等衛生學校的學生)打入全國男子單打項目的 32 強，郭禮曄(管理科學高等學校的學生)獲頒發最佳運

動員風尚獎。 

   

26. 參加全澳各體育比賽（包括：第二十屆澳門大學生運動會、澳門大學五人足球邀請賽等賽事） 

日期：01－12/2014 

組織：體育聯會 

成績：澳門大學五人足球邀請賽、全澳大學生七人足球錦標賽（冠軍）；全澳大學生籃球錦標賽（男子組亞軍）；

全澳大學生排球錦標賽（男、女子組第二名）；全澳大學生羽毛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姚競悠、女子單打亞

軍：梁清心、混合雙打冠軍：姚競悠、梁清心）；全澳大學生桌球錦標賽（季軍：黃富基）； 

全澳大學生田徑錦標賽： 

男子跳遠：冠軍(邱德利)、亞軍(馮澤榮)、季軍(林燦榮)  

女子跳遠：冠軍(呂嘉敏)、亞軍(劉嘉怡)、季軍(容佩怡)  

男子標槍：季軍(林文) 

男子 400 公尺：冠軍 - 歐陽嘉豪(破記錄) 

男子 100 公尺：冠軍(曾衍峰)、季軍(張子彥) 

男子 200 公尺：冠軍(曾衍峰)、季軍(陳健新)  

男子 400 公尺：亞軍(曾衍峰)  

男子 800 公尺：冠軍(關志濠)、亞軍(何嘉誠)  

女子 1500 公尺：冠軍(蕭詠欣)、季軍(黃佩玲)  

男子 4*100 公尺接力：亞軍、季軍 

女子 4*100 公尺接力：冠軍(呂嘉敏、胡雅雯、林嘉芙、姚彥至)、季軍(林嘉敏、容佩怡、方玉華、余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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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理工杯辯論賽 (普通話) 

日期：23/03/2014 

組織：普通話辯論隊 

 

53. 普通話辯論隊外出交流   

日期：21－26/05/2014 

組織：普通話辯論隊 

地點：新加坡國立大學 

  

54. 招新表演賽   

日期：26/09/2014 

組織：普通話辯論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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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新生賽   

日期：10/2014－11/2014 

組織：普通話辯論隊 

 

56. 理工辯論交流賽系列活動(廣東話)  

日期：01－05/2014 

組織：廣東話辯論隊 

 

57. 第四屆博思盃辯論比賽(粵語組) 

日期：08－15/03/2014 

組織：廣東話辯論隊 

  

58. 聯校交流及全能辯員大賽   

日期：21/07－02/08/2014 

組織：廣東話辯論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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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香港大專院校交流友誼賽   

日期：28/06/2014 

組織：廣東話辯論隊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 

 

60. 參加第十二屆澳門大專辯論比賽   

日期：10－11/2014 

組織：普通話辯論隊、廣州話辯論隊 

成績：普通話組：冠軍 

最佳辯員(普通話組)：楊挽雨(管理科學高等學校)、陳宇涵(公共行政高等學校) 

廣州話組：亞軍 

最佳辯員(廣東話組)：關家熹(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高文灝(公共行政高等學校) 

  

61. 2014/2015 學年迎新系列活動   

日期：08－09/2014 

組織：各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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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交流活動 

日期：09/2014 

組織：社會工作同學會 

 

63. 社工節   

日期：19/11/2014 

組織：社會工作同學會 

 

64. 學長學姐經驗交流會 

日期：01/2014 

組織：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學生會 

 

65. 舊貨集中營 

日期：09/2014 

組織：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學生會 

 

66. 體育運動健康月 

日期：10/2014 

組織：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學生會 

 

67. 午間健康講 

日期：01/2014 

組織：高等衛生學校學生會 

 

68. “緣澳舊情”攝影系列創作比賽 

日期：12/04/2014 

組織：藝術高等學校學生會 

 

69. “閃電盃”三人籃球及乒乓球賽 

日期：12/10、23/11/2014 

組織：體育聯會 

 

70. 興趣班   

日期：10/2014－12/2014 

組織：體育聯會 

內容：為豐富同學的課餘生活，開辦了多項興趣班，包括網球、乒乓球、排球、空手道及君子球。 

 

71. 辯論集訓營   

日期：04－05/10/2014 

組織：廣東話辯論隊 

 

72. 參加“今經樂道”經濟熱點分析大賽   

日期：29/11－01/12/2014 

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地點：北京清華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