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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升學輔導組負責人： 

 

香港樹仁大學於 1971 年創立，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本校設有 3 個學院，分別為文學

院、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提供政府認可之榮譽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詳細資料請瀏

覽本校網頁 http://www.hksyu.edu。本校將於本學年推出以下活動，誠邀各中學參與，希望

藉着一系列活動，加深大眾對本校課程及學校環境的認識，從更多途徑了解樹仁大學。 

 

1. 升學諮詢服務 

大學於每年的 10月至翌年 7月，都會提供多元化的升學諮詢服務，包括: 

1a.到校升學講座:本校招生處職員會前往各中學舉辦升學講座，介紹樹仁大學及提供最新課

程資訊; 

1b.升學博覽會:樹仁亦積極參與各中學/聯校舉辦之升學博覽會，務求讓莘莘學子加深對本

大學之認識; 

1c.大學校園參觀:樹仁大學亦誠意邀請師生們親身來到校園參觀，更可按貴校之要求設計參

觀活動和行程，重點介紹指定設施及課程，切合學生所需。 

 

2. 為中六學生及輔導組老師而設之工作坊 

2a.  模擬大學入學面試工作坊: 為協助中六學生提升面試技巧，增加他們入讀心儀學科之

機會，樹仁大學亦可提供模擬大學入學面試工作坊，邀請本校不同學系的教授、導師到  貴

校擔任工作坊講者，並即場與同學進行模擬面試，讓中六學生有更充足的面試準備。 

  

2b. 教師發展工作坊: 同時，為了協助本地青少年規劃人生，尋找升學及就業路向，本校於

本年度特別為一眾教育工作者舉辦「教師發展工作坊」。課程內容主要涵蓋生涯規劃發展論

（Career developmental model)及個人與環境適配(Person-environment fit)理論，配合

適當的工具及校本應用例子，由香港認可之輔導心理學家主講，深入淺出地讓老師們了解生

涯規劃輔導的實務工作。參加者完成課程後，可更理解學生於生涯規劃方面的基本需要，從

而有效協助學生制訂個別化生涯發展計劃。有關課程完全免費。出席老師成功完成每節課堂

後均可領取由本校輔導暨研究中心頒發之聽講證明(Attendance certificate)以供存檔。 

http://www.hks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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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興趣專題講座（Popular Thematic Talks） 

為了提升中學生對不同學科之興趣，本校於本年度特別設計了一系列的興趣專題講座供 

貴校參與。隨函附上講座系列名單 (附件一)，而有關詳細之講座內容及講者簡介，本校已

將講座之小冊子電郵給貴校，本校隨後亦會將講座小冊子寄送到各中學。1 

 

4. 其他活動 

 如  貴校有意邀請本校教授或導師出任學術評判，或提供專題工作坊等，亦可於以下回

條中列明活動日期、時間及活動學術範疇等資料，以便本校安排。 

 

5. 仁大入學資訊日 2019 

 本校將於 2019年 11月 23日(星期六)舉行「仁大入學資訊日 2019」。當日會提供入學

資訊、學系介紹、校園參觀、學生分享、攤位遊戲、安排即場報名等相關活動。即場報名之

應屆文憑試考生更可獲豁免報名費。歡迎老師、家長和同學蒞臨本校，對本校及本校之課程

作更深入的了解。 

 

若  貴校欲參與上述活動，請填妥回條並電郵(admit@hksyu.edu)或傳真(2806-8044)

至本校。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校高級招生事務主任郭泳希先生(Hay Kwok)聯絡。 

電話：2806-7324  傳真：2806-8044  電郵：whkwok@hksyu.edu 

 

另外，本校的語言中心分別於 10月 28日（一）及 11月 25日（一）興趣專題講座，適

合中學生及中學老師參加。隨函附上海報乙張，如有興趣參加者，可直接與語文中心聯絡及

報名（有關詳情請參考附件海報）。 

 

 

香港樹仁大學 

謹啟 

2019年 9月 18日

                                                 

1 有關系列講座的詳情內容，請前往以下網頁詳閱﹕https://www.hksyu.edu/flipbook/pop-talk2019。閣下可雙點擊文字部份

以放大檢視。 

mailto:whkwok@hksyu.edu


 

2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活動申請回條 
 

學校名稱：  

地    址：  

電    話：  電   郵：  

升學輔導組負責人：  

 

請在下列空格內以剔號(✓)選擇所需活動，並請填寫以下資料，以便安排，謝謝！。 

 

1a. ☐ 到校升學講座 

 

 是否需要為某些課程作深入介紹？  是  否  

 

如是，請在下列空格內以剔號(✓)選擇有興趣深入介紹之課程(以兩個課程為限)。 

中國語言文學  會計學  輔導及心理學  
英國語言文學  工商管理學  心理學  
歷史學  工商管理學(數碼市場學)  社會學  
新聞與傳播  工商管理學(企業管治及風險管理)

 
社會工作  

經濟及金融學
 

法律與商業
 

 

 

 如不便安排升學講座，是否需要本校升學資料？  是(   份)  否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預計出席人數:  

學生年級:  當日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郵:  負責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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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 到校升學博覽會 

 

1c. ☐ 樹仁大學校園參觀活動 

 本校每次參觀可容納 50 至 60 位同學與老師，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本校收到校園

參觀活動之申請後，會與負責人聯絡安排參觀事宜。 

 

2a. ☐ 模擬大學入學面試工作坊 

 此活動亦歡迎其他高年級同學參加，現屆中六文憑試學生將獲優先處理。 

 

2b. ☐ 教師發展工作坊 

參加教師名單（如人數多於 3 名，請另紙書寫參加名單） 

序

號 

老師姓

名(中文) 
老師姓名(英文) 

職位 / 任教科目 聯絡電話 / 電郵 (以便本校向您

發放緊急通知或有關工作坊的資訊) 

1.     

2.     

3.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預計出席人數:  

學生年級:  當日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郵:  負責人電話: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預計出席人數:  

學生年級:  當日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郵:  負責人電話: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預計出席人數:  

學生年級:  當日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郵:  負責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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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興趣專題講座（有關講座內容請參閱小冊子） 

請填寫５個講座(以 1為最優先)，本校會儘量根據 貴校選擇，安排一個專題講座。 

選擇 講座編號 講座題目 

1   

2   

3   

4   

5   

 

 

4. ☐ 其他活動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活動負責人姓名:  

活動負責人電郵:  活動負責人電話:  

活動性質： 

☐提供專題工作坊 

☐出任學術評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學術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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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專題講座系列名單 

商學院 

會計學系 

講座編號(1) 
策略性計劃你的前程 

Strategic Planning for Your Future 

工商管理學系 

講座編號(2) 
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講座編號(3) 
企業財務知多一點點 

Know Something about Corporate Finance 

經濟及金融學系 

講座編號(4) 
幸福與社會 

Happiness and Society 

講座編號(5) 
經濟學與人生  

Economics and Life 

法律與商業學系 

講座編號(6) Getting to YES 

講座編號(7) 
刑事訴訟 - 從拘捕到判刑的概述 

Criminal Proceedings: A Brief Overview from Arrest to Sentence 

 

文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系 

講座編號(8) 中國文學與生活之間 

講座編號(9) 香港文學寓言：淺談西西「肥土鎮」系列 

英國語言文學系 

講座編號(10) 
不只視覺效果咁簡單 – 科幻小說電影知多 D 

More than visual effect — What is Science Fiction and Film? 

歷史學系 

講座編號(11) 
慎終追遠──香港華人喪葬禮俗知多少？ 

An Introduction of Hong Kong Chinese Funeral Rituals 

講座編號(12) 
中國飲食文化的特色和演進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oo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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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傳播學系 

講座編號(13)* 
數碼時代下的媒體衝擊與機遇 

The Impacts and Opportunities of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講座編號(14) 
傳播者作為說故事人：如何說一個好故事？ 

Communicator As A Storyteller: How To Tell A Good Story? 

 

社會科學院 

輔導及心理學系 

講座編號(15) 
正向科技使用 

Positive Use of Technology 

講座編號(16) 
追逐理想在你手 

Pursuing Your Career Goals - Career Development 

講座編號(17) 
社會心理學之日常 

Social psychology in our daily life 

講座編號(18) 
你可以擁有超強的大腦，記憶和注意力嗎？ 

Is it possible to get a super sharp brain, memory and attention? 

講座編號(19) 
虛與實的心理學 

Psychology in the ris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社會工作學系 

講座編號(20) 
長者與我何干? 

Is ageing my business? 

社會學系 

講座編號(21) 
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講座編號(22) 
社會學看氣候變遷 

Understand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fro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學校需提供電腦與投影器 

*編號(13)之講座需要影音播放器設備 

 

 





提要
本講座分享周遊各國的軼事趣聞，兼談電台試音與寫作遊記的趣味與心得
體會。此外，更會討論語言學習對旅遊、個人興趣及事業發展的重要性。

鄭眞朗（阿Long），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修日本語言。曾任
DBC數碼電台唱片騎師、現為大型靑年活動策展人及司儀，於香港音樂及藝術家
協會任職。熱愛旅遊、創作及演說，曾到訪俄羅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
宛、波蘭、捷克、芬蘭、德國、荷蘭、奧地利等十多個國家。曾獲大學獎學金到
日本交流，喜愛學習語言，精通兩文三語及日語外，亦在學習韓語和德語中。喜
愛透過社交平台專頁《細眼看世界Small Eyes Big World》與讀者及觀眾分享旅遊
情報、軼事、日誌、遊記及精彩的剪影。
2016-2019年，鄭眞朗曾參與ViuTV製作的實況旅遊節目《旅行吊靴鬼》、

《嚮導玩》、《愛我嗎？愛你媽！》拍攝工作，亦於TVB淸談節目《今日VIP》
受訪，演出經驗豐富。

講者簡介

日期：2019年11月25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香港樹仁大學研究院綜合大樓RLB303
語言：粵語

查詢及團體報名：languagecentre@hksyu.edu
提前報名者優先留座，其餘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掃描QR CODE，
火速報名

香港樹仁大學語言中心（中文部

「細眼看世界，雅言說夢想」
漫談學習語言及周遊世界的樂趣與挑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