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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morable Event

將禮帽拋上天空，象徵畢業生跨進人生另一個階段。

Graduating students threw their hats into the air, and a new stage of their life began.

樹仁之實重於大學之名
    「不論是大學或學院，重要的仍然
是『樹仁』！」這是一位應屆畢業生
經歷了樹仁大學正名的喜悅後，再回
眸個人四年來的成長和發展，說出的
由衷之言。

    去年11月23日，樹仁大學舉行了
第33屆畢業禮，也是升格後第一次的
畢業禮。畢業生走在紅地毯上，多了
一種身分 ——「仁大第一人」。

     The 33rd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was 
the first graduation ceremony after its 
achievement of the University status. This 
special and memorable event took place 
on 23 November, 2007. The ceremony 

    畢業禮分三個場次舉行，上午先
舉行社會科學院和商學院的畢業禮，
而文學院的畢業禮則在下午舉行，典
禮邀請了署理行政長官唐英年任主禮
嘉賓。今屆的畢業生共794人, 其中本
科生共733人，另有61人是中國語言
文學榮譽文學士銜接課程的畢業生。

    能夠成為「仁大第一人」，有的畢
業生表示感到榮幸，有的認為只是錦

上添花，因為重要的是「樹仁」的本
身，而非一個「名分」。

    新傳系劉姓畢業生說，樹仁是否大
學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在四年的學習
中，樹仁給他很多實習的機會，使他
憑着學到的知識和實習經驗在社會上
得到認同。「不論是大學或學院，重
要的仍是『樹仁』！」
                                      (接下頁)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Two 
sections were in the morning while the 
remaining in the afternoon. The University 
was honoured to have the Acting Chief 
Executive for Administration of HKSAR, 
Mr. Henry Tang Ying-Yen as its guest 

in the afternoon. The reason for having 
three sections was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students. The first section was 
for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second for the Faculty of Commerce, and 
the third was for the Faculty of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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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理行政長官唐英年任主禮嘉賓
    有畢業生家長表示，子女是否在大
學畢業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學校能否
培育學生成長和發展。家長施先生表
示當初女兒入讀樹仁，他沒有反對，
因為名氣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學校能
否教導女兒成為有用的人。「今天，
樹仁做到了。」

    校監胡鴻烈博士在畢業禮上致詞
時說:「樹仁大學遵奉中國傳統辦學
精神，即以私人辦學及學術自由為宗
旨，而且以發揚中華文化為主旨，力
行『敦仁博物』之校訓，使本校在本
港教學體系中，顯示其特有之貢獻。

各位樹仁畢業同學亦應以此理念為
懷，求取學問，服務社會。」

    胡校監又表示，為配合大學發展所
需，校方已於去年向政府申請宿舍毗
鄰的山地，興建研究院教學大樓及宿
舍大樓，一經批准，便可動工。

    畢業禮當日，亦同時舉行由仁大與
美國路易斯安那（門羅）大學合辦的
工商管理碩士課程的學位頒授儀式，
共有11位學生修畢課程。

MBA畢業生
10科甲等成績獲一級榮譽

    在11月23日的畢業禮上，仁大與
美國路易斯安那（門羅）大學合辦的
工商管理碩士課程，亦同時舉行畢業
禮，由門羅大學的代表主持學位頒授
儀式。在11位畢業生中，陳國威以十
科甲等成績獲得一級榮譽。

   陳國威表示：「當初選擇工商管
理碩士課程時，主要考慮學費、入
學要求及修讀時間因素。我比較過

當 時 的 樹 仁 學 院 及 其 他 本 地 大
學，最後認為樹仁比較優勝，現
在證明當時的決定是正確的。」

    雖然學位頒授儀式並不是由署理
行政長官唐英年主持，但陳國威對
於儀式能夠安排與由唐英年主持的
仁大畢業禮一同舉行，感到十分榮
幸。

以10科甲等成績獲得一級榮譽的MBA畢業生陳
國威，接過美國路易斯安那（門羅）大學代表
頒授的證書。

MBA student Mr Chan graduated with distinction in all 
ten subjects. The MBA programme has been offered 
by the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Monroe at Shue Yan 
University since 1979.

畢業生家長施先生說，仁大培育其女兒成為有用
的人。
Mr Sze was delighted that in her daughter’s 
four years life at Shue Yan, she had become an 
educated and a useful person.

署理行政長官唐英年任文學院畢業禮的主禮嘉賓。

畢業禮當天，畢業生和他們的親友擠滿了慧翠道。

Graduating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nd friends crowded into the Wai 
Tsui Crescent.

The Acting Chief Executive, Mr. Henry Tang, attended 
the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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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和校長接受教院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校監胡鴻烈博士和校長鍾期榮博士
分別在去年11月和12月，獲本港兩間
高等院校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2007年11月16日，香港教育學院
舉行了第13屆畢業典禮，頒授榮譽
博士學位予校監和校長兩位教育家，
以表彰他們對教育的卓越貢獻。胡校
監於典禮上致詞時表示，他與太太辦
學主張有教無類，學術自由。教院自
成立以來對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

春風化雨數十載 
校監校長同獲榮譽博士學位

祝願教院爭取正名一事早日獲得成
功。

    另外，校監和校長亦於去年12
月1日，香港理工大學第13屆畢業
禮上，獲頒發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
位，以表彰他們的卓越成就及貢
獻。理大表示，胡氏伉儷全基於他
們兩人堅強的意志，實踐他們的辦
學理念，最終使樹仁學院成為全港
首間私立大學。

    After all the honorable guests 
had been seated, the president 
started with his opening address. 
He mentioned about education is 
same as other professions which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The 33rd Graduation Ceremony

Graduating students taking photos for the memorable event.

take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mainland China as our strong 
supports leading us heading 
forward. He went on to promise 
students that as the fi rst private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he 
w a s  f o c u s i n g  o n  a  w h o l e 
person education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president reminded the 
students that everything is 
difficult to begin with. In order 
to make Shue Yan a better 
place for students to study, 
Shue Yan is being renovated. 
Th i s  i n c l udes  pu r chas i ng 
new equ ipment ,  acqu i r ing 
quality staff and enhancing 
our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president, construction work has 
been going on in the old school 
site in Wan Chai district. After 
the change in status, two honour 
degree programs were ad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aw and 
business and the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y. His 
speech ended by wishing us all 
good health encouraging u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a better 
society. 

     This year, we have 794 
graduating students, including 

292 in the Faculty of Arts, 165 i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337 in the Faculty of Commerce. 
Encouragingly, of those graduating, 
there are 622 students with honor 

degree certificates. Besides, Shue 
Yan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Monroe, U.S.A. have 
joined hands to establish a MBA 
degree course in business. There 
were 11 MBA graduating students. 

     When graduat ing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feelings, 
they expressed how very excited 
they were. After the smooth and 
unforgettable ceremony, groups 

o f  s t u d e n t s  w e r e  t a k i n g 
photographs with their family, 
friends and teachers. None of 
them seemed to want to leave 
at that moment. Most of them 
shared the same feeling-having 
a name of university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 ing,  what 
matters most is that the school 
provides them with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their education level, 
and that the school has been 
exactly like a university with or 
without a university name on it. 
When they entered Shue Yan 
they were not aware their school 
was going to have its name 
changed. Now, after four years 
of hard work, they felt glad and 
happy with their graduation. 
Parents were excited, too. They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took a lot of pictures for their 
daughters or sons.

       Students are working even 
harder now. With the best wishes 
and hopes from all, graduates 
are making the society a better 
place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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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  h o p e  t h e  f e a t u r e s  o 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Shue Yan Univers i ty  can be 
established because the department 
c a n  d o  r e s e a r c h e s  a b o u t  t h 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progresses with it simultaneously.” 

    I n  t h e  p l a n  o f  t h e  H e a d 
(Admin is t ra t ion)  Depar tment  o 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icky Szeto 
Wing Fu, setting up The Enterpris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three years ago is just the fi rst 
step for this department to enter the 
society. To further lead the department 
arouses the attention of enterprisers 
and  p ro fess iona ls  o f  bus iness 
administration, you must have own 
characteristic and uniqueness. Szeto 
Wing Fu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pt for social enterprise. 

    A business with primarily social 
object ives whose surpluses are 
principally reinves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business or in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being driven by the need 
of maximizing profit for shareholders 
and owners. The enterprises that non-
profit groups serve for the public are 
mostly parts of social enterprise.

    With a clear goal and the support 
o f  T h e  E n t e r p r i s e  a n d  S o c i a 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oes ahead confidently. On October 
this year,  the representat ive of 
the department co-operated with 
Wong Ta i  S in  D is t r ic t  Counc i l . 
They researched the diff icult ies 
the management of the old single 
buildings met and wrote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about Building 
Management”.

    Szeto Wing Fu said “When The 
Enterpris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has not been set 
up yet, th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id research for the 
enterprise but the numbers were 
few. ”. “In the past, we had not tri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o do research, but just participated 
in training programs and researches 
held by some organizations.” 

The  Research  Cent re 
brings the function of 
platform

    Having joined many research 
projects,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Mark 
Ng Chi Ho claimed that the research 
centre is like a platform which let 
the others know who they should 

contact with and how to take part 
in the research as well. “Previously, 
although researches needed to be 
done, we don’t know who should be 
found to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Now, 
there is a ‘platform’ so it is much 
easier for us to do research and 
personnel arrangement.”

    Besides, talking about how to take 
up these research projects, Szeto 
Wing Fu said there are three ways. 
The first one is to be introduced by 
Shue Yan, such as the research done 
with Four Sea Mercantile Holdings 
Limited before. The second one is to 
find cooperators actively. The third 
one is to be contacted by enterprises. 
“In the past, Hoi tin Tong Fresh Gui 
Ling Gao Co., Ltd. engaged with us 
to do research report about ‘Medical 
crew eating tortoise jel ly’ and a 
competition of advertisement design 
was held in Shue Yan.” 

    Szeto Wing Fu pointed out that all 
teachers o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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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are the staff of research 
centre. In term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of the research, various tasks would 
be distributed to different teachers 
and then students would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it voluntarily. 

    Asking Szeto Wing Fu why they do 
not force students to join it in order 
to let every student get opportunity 
to learn personally, he answered that 
it is not a practical. “Students would 
have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outside 
in year three or four and also they 
would be busy with homework. So 

forcing them to join would 
increase their stress and it is 

    「我們希望可以建立樹仁大學工管
系的特色，就是為香港社會企業的發展
做研究，與社會企業同步發展。」

    在工管系行政系主任司徒永富的規
劃中，2004年前成立的「企業及社會
發展研究中心」只是學系走入社會的第
一步。要進一步帶領學系走進企業家和
工商專業人士的視野範圍，得有自己的
特色、有自己獨特之處，因此，司徒永
富與工管系管理層選擇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一般指追求社會目的，而
非為股東謀取最大利益的企業，其盈利
主要是用來投資於企業本身或社會。非
牟利團體為服務大眾而開辦的企業絕大
部分屬社會企業。

    有了奮鬥的標杆，有了「企業及社
會發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工管系昂首
向前。在去年10月，便與黃大仙區議
會合作，研究舊式單幢大廈管理遇到的
困難，並編寫《大廈管理疑難剖析》一
書。

研究中心發揮平台功能

    司徒永富說，「企業及社會發展研
究中心」還沒有成立之前，工管系雖然
有為企業進行研究，但為數不算多。

「以前我們未嘗試與政府合作開展研
究，只是參與一些機構舉辦的研究與
培訓項目。現在有了『企業及社會發
展 研 究 中 心 』 ， 一 切 都 比 以 前 系 統
化。」

    參與過多個研究項目的助理教授
伍志豪博士表示，研究中心就像一個
平台，讓外界接觸學系，也讓學生有
途徑參與研究。「以前即使有研究要
做，也不知道可找誰負責。有了這個
『平台』，我們接研究工作及安排人
手就較為方便。」

    司徒永富表示，接洽研究項目有三
個渠道。一是校方轉介，較早前與四
洲集團合作進行的研究，便屬於這一
類別。二是學系主動尋找合作方。三
是企業主動聯絡工管系。「較早前海
天堂聯絡我們，做了一個『有關醫護
人員食用龜苓膏』的研究報告，並在
校內舉行了廣告設計比賽。」

    司徒永富指出，工管系全體老師均
是研究中心成員。系方會按研究的不
同性質，分配給不同老師負責，再邀
請同學參與。

    問及為何不強制學生參與，司徒
永富指這是不實際的做法。「學生在
三、四年級已有外出實習的機會，而
且他們的功課也很忙，強制他們參與
研究會增加他們的壓力。」

    司徒永富說，由於大多數研究項目
都收取外界機構的費用，因此，學系
要選擇有質素、有興趣學生，參與研
究。

not practical at all. ” 

    Szeto Wing Fu claimed 
that the department needs 
to choose the students who 
have potential and interest     
to take part in doing research 
as other organizations would 
pay the fee for mos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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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佳超級市埸去年11月推行的「膠
袋收費」計劃，5日便告夭折，引起各
界回嚮。究竟政府在環保工作上擔當
怎樣的角色呢？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於去年12月4日
出席新傳系的周會講座，與同學探討
香港的環保問題。他指出，他的職責
是為香港市民做好改善環境的工作，
但環保需要全民參與。他表示，根
據政府的調查，香港每日棄置2300
萬個膠袋，即每名香港市民平均每
日耗掉3個膠袋。他希望同學和社會
人士能經常問自己是否需要膠袋，

   The scheme of PARKnSHOP's 
“charge for plastic bag” in November 
last year had not been success, 
but it definitely created noise from 
the society. So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r.  Edward  Yau  Tang-wah ,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had been inv i ted to ta lk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n December 
4, 2007. Mr. Yau stres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waste reduction, 
for human was the origin of the 
problem. He urged students and 
Hong Kong people to reduce their 
waste by us ing reusable  bags 
for shopping, separat ing waste 
paper  and p last ic  bot t les,  and 
buying items with less packaging. 
He also urged people to change 

邱騰華在仁大提倡綠色生活

邱騰華呼籲仁大學生過綠色生活。

Edward Yau Promoted Greener Lifestyle in SYU
their  habit  of rubbish disposal,
to rethink if the plastic bottles or 
plastic bags are essential for us.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al survey, 
more than 23 million plastic shopping 
bags are disposed of at the landfills 
every single day. This translates into 
more than th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per person per day. What a 
huge amount! Mr Yau hoped that 
Hong Kong people could say “NO” to 
the plastic bags and bottles. 

  H e  r e c a l l e d  a  g o v e r n m e n t 
proposal in mid-2007 to impose 
a levy of HK$50 cents for each 
plastic shopping bag. He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sol ici t  views 
from Hong Kong people and other 
stakeholders before making a final 
decision.

   While mentioning the “I Love Hong 

Kong; I Love Green” campaign, 
Mr Yau noticed a phenomenon common 
to most families, that is,  the one 
who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lways 
the youngest member. He said they 
would also teach the senior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they 
learned in schools. He reiterated that 
every citizen should take part to help 
make a change.

   Our landfi lls initially were intended 
to last until 2020, but they could be 
full several years earlier if nothing is 
done to reduce waste. Mr Yau said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reduce 
waste and separate waste for reuse 
and recycle. The government would 
place more waste separation facilities 
in housing estates, and support 
the recycling industry to operate by 
providing enough land with lower 
rent.

繼而謝絕膠袋。

     他表示，政府去年中提出每個膠
袋徵收5角環保費的方案，政府會聽取
各界意見，再決定下一步行動。

     談到「綠色香港•我鐘意」的運
動時，邱騰華舉了一個例子說，在不
少家庭中，提倡環保的不是父母而是
家中最小的成員，他們更會告訴父母
在校學到的環保知識。可見環保並非
一個艱深的課題，每個人也一定能出
一分力。

    邱騰華強調，香港要減少固體廢
物，在廢物產生的源頭開展分類和回
收是其中一種可行的辦法。他承諾政
府將大力推廣源頭回收及在更多大廈
添置分類回收箱。他呼籲香港人身體
力行，養成不浪費的習慣，例如在購
買樽裝飲品或拿膠袋前，先想一想是
否「必需」。掉棄垃圾前先進行分
類，協助回收業將廢物循環再造。他
又說，政府會提供土地和收取較低地
價，協助回收業在本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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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新聞處處長馮程淑儀去年
11月27日來到仁大，出席新聞與傳
播學系的每周講座。在發問時段，
新傳系實習新聞網站「說•在線」
社長葉燿坤同學向處長投訴，指記
者採訪政府事務時經常受到「次一
等」的待遇，例如向新聞主任查詢
時得不到迅速的回應，以及不獲准
採訪部分政府會議和記者會。

    馮程淑儀回答說，日後會以正常
的速度與態度回應仁大學生記者的
查詢，並會盡量提供機會給學生記
者採訪重要的政府會議。

    馮程淑儀今次重臨故地，跟樹仁
一樣，「地位」已獲提升。2006年
底，她以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的身
分，為樹仁學院正名一事來到校園

作實地考察。一年後，她已晋升為新
聞處處長，「官階」亦升至首長級乙
一級政務官，而樹仁學院亦已正名為
樹仁大學。

    在講座上，馮程淑儀形容新聞處與
傳媒的關係不錯，「香港社會透明度
很高」。她又說，新聞處的職責是向
本港市民和海外人士宣傳和推廣政府
政策，發放的都是正面的信息。至於
政策帶來的影響及各界人士的意見，
這「漏空的部分」，則是由傳媒去
「填補」，這是各司其職。
 
    馮程淑儀表示，現時有12位仁大校
友在新聞處工作(新聞處的人手編制約
410人)。她鼓勵同學畢業後可投身新
聞處，為大眾服務。

新傳系學生向新聞處長爭取公平待遇

馮程淑儀鼓勵新傳系同學畢業後加入政府新聞處
工作，服務公眾。

滙豐銀行主席鄭海泉建議同學多看英文雜誌，提升英語能力。

    香港上海滙豐銀行主席鄭海泉於去
年10月4日應邀出席由工商管理系和
學生事務處合辦的座談會。講題雖然
是「香港金融地位前瞻」， 但來到
仁大校園，面對仁大學生，話題不免
要說到仁大與學生身上。鄭海泉說得
很坦率,當下仁大畢業生在社會工作，
與「八大」畢業生相比是處於不利的
位置；但仁大的成長有一個觸動人心
的奮鬥故事，是一種「偉大精神的延
續」，相信社會上有不少人，包括他
自己在內，都希望見到仁大學生能幹

出成績來。

    要幹出成績來，鄭海泉指離不開提
升語文能力。至於如何能學好英語，
他的建議是多看英文雜誌，學別人寫
作，學表達能力。

    首次踏足仁大校園的鄭海泉亦強
調品格培育的重要性。他說，待人要
「以禮」、「以誠」。這好比參加競
賽，沒禮沒誠，就算勝出，也會失去
所有支持自己的人，勝利再也不能帶

來快樂。因此，要尊重別人、尊重對
手，謝絕任何侮辱性的舉動。

    言歸正傳，鄭海泉在座談會上以其
銀行家的角度，提醒香港不能「顧此
失彼」。他說，近年香港與內地經濟
進一步融合，但香港不能過分看重與
內地的關係，不能「只提供財務管理
給內地，忽略與其他亞洲國家的金融
關係。」他以倫敦為例，指出成功的
國際金融中心要有多個合作夥伴，能
兼顧本地及外地金融服務。他鼓勵學
生擴闊視野，放眼整個亞洲和歐洲。 

    香港金融業正鬧人才荒，鄭海泉認
為這可以透過海外招聘及本地培訓來
解決，但要吸引海外人才來港，先要
制止環境污染。至於培訓本地人才方
面，他表示大學除了教授理論外，更
需要傳授技術性知識。所謂技術性知
識，即要懂得風險管理和風險分析。

仁大動態



「童心同行」社區服務計劃

   學生事務處的學生輔導組，獲永亨
銀行贊助舉行「童心同行」社區服務
計劃，活動於去年9至12月在校內及堅

道明愛家長資源中心推行，目的是透
過義工訓練講座和工作坊、社交遊戲
日及展板展覽等活動，提升仁大學生
對自閉症兒童的認識及接納，亦讓自
閉症兒童透過活動與遊戲，從中學習
到與別人相處的技巧。

   計劃有30位同學參加，大部分來自
社會科學院和商學院。同學們認真及
投入參與活動，表現了對自閉症兒童
的關注及關懷。

「友你同行」領袖訓練計劃

      學生事務處為建立仁大薪火相傳
的互助文化，舉辦了「友你同行」領
袖訓練計劃。除了透過高年級同學輔

      仁大在去年11月10日舉行了擁有三個「第一」的
開放日：它是仁大正名後第一個學年舉行的第一個開
放日；它是仁大第一個由每年3月改為11月舉行的開放
日；它是仁大第一個突破700參觀人次的開放日。

      仁大過去選擇在暮春3月舉行開放日，雖有「敦仁
博物」的教育理想，寶馬山的明媚春光，但要高中學生
放下繁重的功課，「登高望遠」，並非易事。再加上各
大院校的開放日或資訊日早已在10月或11月舉行，高
中生那種大夥兒探訪院校的「熱情」早已冷却下來，因
此，歷年開放日的參觀人次並不顯眼。

      事實證明，將開放日提前在11月舉行，是明智的
決定。據學生事務處統計，今次開放日的參觀人次超過
750，比今年3月的近400人次，增加接近一倍。

     據參與接待的老師和同學表示，參觀者主要查詢
收生要求、歷年的收生情況和面試要求等。應屆中七
生Yuki說，「仁大是八大院校外另一個大學教育的選
擇」，她希望通過開放日得知各學系的課程簡介、收生
資料及成績要求，並加深對仁大的認識。

     校方當天開放了很多設施給來訪者參觀，其中較受
歡迎的包括學生宿舍、圖書館、新傳系的影音製作室

及心理實驗室，當中以學生宿舍引來最多讚歎聲，最令人神
往，皆因窗外有一覽無遺的「無敵海景」。

     學生事務主任葉秀燕說，今年開放日加強了宣傳，校方對
參觀人次的增幅感到滿意。數字反映外界對正名後的仁大更
加關注，對仁大的信心亦提升了。

助低年級同學學習以外，並希望利用
計劃，提升高年級學生的領袖才能。

    學生事務主任葉秀燕表示， 「友你
同行」 活動於2007年11月至2008年6
月間進行 ， 內容包括領袖訓練工作坊 
、 領袖訓練營、出外實踐和檢討分享
會。有鑑於低年級同學對活動反應熱
烈，當中也包括有國內學生，學生輔
導組鼓勵高年級同學與一年級同學每
月聚會一次，加強聯繫。

     除了上述活動以外，學生事務處會
還為同學們提供升學／就業服務及個
別心理輔導服務，協助同學解決情緒
問題。同學如有需要，可向學生事務
處查詢。

仁大開仁大開放日由放日由3月改3月改為在1為在11月舉1月舉行，吸行，吸引超過引超過750人次參人次參觀。觀。

學生事務主任葉秀燕表示學生反應熱烈。

童心社區齊參與 和諧校園共創建

  開放日改在11月舉行 參觀人次突破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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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仁大堅毅精神  

    工管系同學勇奪論文比賽冠軍

   「從沒想過得獎！」潘國其同學得獎
已差不多1個月了，但接受訪問時仍一
臉狐疑。2007年11月9日，3位工商管
理系三年級同學潘國其、許霆鋒和陳
光明，以隊伍形式代表本校參加由香
港特許秘書公會主辦的論文比賽，與
港大、理大等一眾隊伍角逐後，最終
脫穎而出，勇奪冠軍。

    這次論文比賽題目名為《企業管
治：企業社會責任》。比賽共分兩個
環節，參賽同學先遞交一篇與題目相
關的論文，經香港特許秘書公會評審
後，入圍隊伍再向評審演說論文，最
後成績較佳者獲得冠軍。得獎論文已
刊登於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月刊十二月
號中。

積極探求陌生知識

     一般同學會認為，身為工管系學生
自然對題目有基本的認識，但恰恰相
反，3位同學事前對論題缺乏深入了
解，起初更混淆了企業管治和企業社
會責任兩者的關係，花費了很多時間
才真正了解題目。他們對陌生的知識

領域採取積極探求的態度，加上從一
開始便得到工管系助理教授伍志豪博
士的指引，使他們很快便掌握論題的
要旨，撰寫論文的過程更為順暢。

    回想整個比賽的過程，許霆鋒同學
記憶猶新。他憶述說，起初從伍教授
的個人網頁內得知比賽訊息後，立即
聯絡潘同學和陳同學，邀請他們一同
參賽。由8月初報名後開始，共花了一
個月時間進行資料搜集和撰寫論文。
論文遞交後，3人又足足期待了一個多
月才接到入圍通知，接着便馬不停蹄
地準備比賽的演說部分，英文系的林
兆教授協助同學撰寫演說稿，務求令
演說稿更具說服力。

困難考驗應變力

     比賽當日，他們是以第四隊身分出
場演說。眼看前3隊對手均表現不俗，
他們的心涼了一半。人生不如意事十
常八九，到他們出場時，發現預先安
排播放的一段短片無故斷斷續續阻礙
演說進行，於是他們立刻以卡紙通知
評判，希望尋求他們的諒解。最後他

們也能完成整個演說，獲得全場報以
掌聲鼓勵。

汲取經驗提升自我

      他們認為獲獎固然值得慶賀，但從
過程中得到的寶貴經驗更彌足珍貴。
例 如 ， 他 們 學 懂 在 演 說 時 可 以 使 用
Flash作為演說的輔助工具；又認識到
提升英文演說技巧的重要性，因為觀
察到其他院校隊伍的英語演說技巧都
比自己略勝一籌。另外，完成今次論
文比賽後，自己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
課題也有更深入的了解，對自己長遠
發展有利。

     通過這個比賽，3位同學肯定了仁大
同學的表現絕不比其他院校的學生遜
色，只要憑著堅毅不屈的態度也就可
以成功。

     這是次比賽除了成為3位同學今後成
長與發展的里程碑外，還促使他們繼
續參加其他比賽，特別是一些涉及商
業知識的比賽，例如即將舉行的青年
企業家比賽，當中可運用到他們曾學
過的商業知識。3人期望大家今後各同
學能參加校外比賽，為仁大爭光。

工管系三年級,同學(左起)潘國其、陳光明和許霆鋒，代表本校勇奪香港特許秘書公會主辦的論文比賽

冠軍。

去年9月，工管系與特許秘書公會聯合發表商業道

德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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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能力   法商系的重中之重 批判思考能力   法商系的重中之重 

　　仁大法律與商業學系是本港首個

結合法律和商業的課程，今年升格為

學士學位課程。學系副教授趙文宗博

士表示，升格後課程的設計更加迎合

社會不斷轉變的需求，相信能為學生

將來投身香港和內地的法律和商業工

作，做好準備。

語文及批判能力訓練並重

　　法商系課程不但重視訓練同學的

語文能力，更着重訓練同學的批判思

考能力。趙博士說，為此，他正為同

學籌備暑期實習機會，與內地或海外

大學進行交換生計劃，以及與本港及

海外大學合辦研討會等。

課程提供執業之路

　　趙文宗又說，課程的設計亦為有

意投身法律界的同學提供一條通往執

業的渠道。同學只要在選修課程中，

選讀法律專業必修課程，畢業後便有

資格報讀「法學專業證書課程」，踏

上通往執業之路。

　　為了配合全球一體化及增強同學

和課程的競爭力，趙文宗期望同學修

畢學士學位課程後，能加修一個海外

或內地的法律課程，好讓同學他日從

事跨國工作時佔有一定的優勢。

校監胡鴻烈博士（右2）出席法商系系會成立典禮，與法商系系主任 Ned Aughterson 教授（左2）、副教授趙文宗博士（右1）及特邀講者 Stephen 
Graw 教授合照。

《樹仁簡訊》編輯部

聯絡地址：香港北角寶馬山慧翠道10號香港樹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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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參觀廣州大學城
 訪問廣東省電視台
 參觀暨大校園

 第二天
 拜訪廣東省港澳辦
 拜訪廣東省人大

 參觀南方都市報社

　　不少傳媒學者說：「這是一個

資訊的時代卻也可能是一個資訊

氾濫與泛文化噪音的時代」。仁大

新聞與傳播學系為探討媒介環境

最新的變化所引起的社會文化變

遷問題，在去年10月26日，舉行

「2007兩岸三地媒介環境的變化

及其發展學術研討會」，合辦的院

校機構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

計學院，及台灣東森集團。

　　校監胡鴻烈博士在研討會開幕

致辭時表示，《禮記》云：「建

國軍民，教學為先。」教育除了令

人明白過去之外，亦要建構未來。

「在近年新聞事業的發展中，最大

的轉變莫過於網絡時代的來臨，是

次研討會亦有不少論文涉及相關的

話題，正好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好

讓兩岸三地的新聞傳播學精英，透

過討論交流，看清新時代的最頂端

的學問知識，讓我們從沉重的近代

百年，走到尖端的網絡世代。」

　　台灣東森文化基金會副總裁趙怡

博士表示，在市場激烈競爭下，報章

和廣電媒體已轉變為以商業利益掛帥

的媒介管理型態，中間萌生頗多的問

題。近年有識之士均嚴詞批評商業電

視台節目內容品質低落，主題充斥

羶、色、腥。「身為華人社會的成

員，我們更必須去思考未來華語世界

中究竟需要什麼樣的媒體和內容。」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院

長張國良教授用「四化」來概括中國

傳播學的趨勢，即取向理論化、領域

多樣化、方法規範化及視野國際化。

　　從歷年論文數目看中國傳播學

的成長：1979年論文只有358篇，

2006年增至21410篇，增幅近60倍。

　　仁大新傳系系主任梁天偉教授

說，在新興媒體衝擊之下，兩岸三

地的傳媒環境出現了不少變化。研

討會的舉行有助推動兩岸三地傳播

的教學、科研及實踐。

　　出席研討會的還包括台灣傳播

學大師鄭貞銘教授等。

兩岸三地媒介   兩岸三地媒介   
環境變化與發展環境變化與發展
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

出席研討會的兩岸三地學者合照。

　　

　　40名仁大新傳系學生在去年11月14日至15日，參加了由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行政區聯絡辦公室青年工作部組織的「廣州傳媒學生學習交流

團」。

　　交流團行程的第一站是參觀位於廣州番禺區的廣州大學城，之後探訪平

日甚少接待高校學生參觀的廣東省電視台。接着，交流團一行前往暨南大

學，與新聞學系的師生交流。暨大的學生有近40%來自外國和港澳台地區，

校園內充滿了多民族的文化氣息。

　　暨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安排很

細心，採用一對一的方式，由一名

暨大學生帶領一名仁大學生，參觀

校舍設施和解答問題。兩地學生在

參觀之餘亦互相分享學習心得。晚

上，大家在校園的餐廳用膳後，再

到活動中心座談交流，並玩集體遊

戲。在短短的一個小時的活動中，

氣氛熱烈，笑聲不斷，大家互相拍

照留念，臨別時依依不捨。對於很

多交流團的成員來說，當晚是一次

很難忘的體驗。
　　中聯辦青年部表示，仁大是首

間院校獲邀參加同類型的內地傳媒

交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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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年是仁大柔道學會由籌委會升   本學年是仁大柔道學會由籌委會升
格為學會的第二年，登記會員人數增格為學會的第二年，登記會員人數增
加至70人，當中大部分是人生第一次加至70人，當中大部分是人生第一次
接觸柔道。接觸柔道。

   學會會長胡俊珩   學會會長胡俊珩接接受訪問時表示，受訪問時表示，
當初申請成為學會是為了更好地在校當初申請成為學會是為了更好地在校
內推動柔道運動，並要確證籌委會的內推動柔道運動，並要確證籌委會的
工作獲得校方和同學的肯定。成為學工作獲得校方和同學的肯定。成為學
會後，他們能爭取更多學校資源，推會後，他們能爭取更多學校資源，推
廣活動，例如在學期初張貼宣傳海廣活動，例如在學期初張貼宣傳海
報，以及在新生註冊日開設櫃枱招收報，以及在新生註冊日開設櫃枱招收
會員，結果是收到較高的宣傳成效，會員，結果是收到較高的宣傳成效，
報名比以前踴躍。報名比以前踴躍。

   他表示，新登記的會員中，大部分   他表示，新登記的會員中，大部分
從未接觸過柔道，主要是受柔道的刺從未接觸過柔道，主要是受柔道的刺
激性與趣味性吸引。升格後會員對學激性與趣味性吸引。升格後會員對學

會的歸屬感更踏實，練習和比賽時會的歸屬感更踏實，練習和比賽時
更加賣力。更加賣力。

   一年一度的大專盃柔道錦標賽將   一年一度的大專盃柔道錦標賽將
於四月舉行。去年，柔道學會勇奪於四月舉行。去年，柔道學會勇奪
團體賽亞軍。胡俊珩說：「今年團體賽亞軍。胡俊珩說：「今年
比賽高手林立，我們會積極參與比賽高手林立，我們會積極參與
賽事，望能再次獲得名次為樹仁爭賽事，望能再次獲得名次為樹仁爭
光。但最重要的是吸收經驗、提升光。但最重要的是吸收經驗、提升
技術。」今年部分新晉會員會參加技術。」今年部分新晉會員會參加
個人賽，而團體賽則會由經驗較豐個人賽，而團體賽則會由經驗較豐
富的三、四年級會員組隊參加，與富的三、四年級會員組隊參加，與
強敵港大和浸大的對手一決高下。強敵港大和浸大的對手一決高下。

   柔道學會的宗旨是「精力善用，   柔道學會的宗旨是「精力善用，
自他共榮」。胡俊珩望學習柔道自他共榮」。胡俊珩望學習柔道
的同學可以把精神和體力放在運動的同學可以把精神和體力放在運動
上，參加比賽發揮潛能。上，參加比賽發揮潛能。

柔道學會︰
   精力善用  自他共榮

  「劍道在日本的院校很流行，但在
香港的院校卻不普及。我們認為，學
習劍道可強身健體，推廣劍道可以讓
學生有多元化的興趣團體選擇，所
以，師兄們在5年前成立了籌委會，
把劍道引入樹仁。」現屆劍道學會會
長倪子健說，本學年有50位新會員加
入，令會員人數增至76人，是去年會
員數目的兩倍。

   倪子健表示，大部分新會員對劍道
感到陌生，是在好奇心驅使下參加學
會。他期望會員能從劍道上領悟體育
精神。

   劍道學會在前年獲升格為學會後，
不但能在迎新日能開設櫃枱招收會
員，亦能以團體名義租用金鐘香港公
園體育館的練習場，並與其他大學合
辦活動。劍道學會亦不時會與其他院
校，如城大、科大的劍道同好一同訓
練，切磋劍技，及藉此了解對方的實
力。
   倪子健說，劍道學會除了在聖誕節

 劍道學會屢敗屢戰
期間與城大、科大合辦訓練營，他本
人和部分會員亦參加1月舉行的大皇盃
團體賽。去年，仁大劍道隊在第一輪
賽事中遭淘汰，至今年得獎的機會有多
大，倪子健說：「雖然對獲獎沒有太大
把握，但我們志在參與，吸收實戰經
驗。」

   劍道學會期望今年內能籌得數千元款
項，購買劍道盔甲。倪子健說，一套
劍道盔甲約值4800元，學會計劃利用
部分會費和學生事務處的撥款，以及透
過向師傅募捐，希望能添置兩至三套盔
甲。

劍道學會小資料

成立：2003年

所屬道場：金剛劍道會

會員人數：76

近年參賽成績：大皇杯(2007年1月)

第一輪比賽遭淘汰

柔道學會小資料
成立：1994年成立：1994年
所屬道館：慈雲山柔道館所屬道館：慈雲山柔道館
會員人數：70會員人數：70

公開賽成績：大專柔道錦標賽公開賽成績：大專柔道錦標賽
              (2007年4月)            (2007年4月)
- 團體賽亞軍- 團體賽亞軍
- 個人賽1金2銅： - 個人賽1金2銅： 
女子48 kg冠軍，女子48 kg冠軍，

周云(新傳系4年級)周云(新傳系4年級)
女子48 kg季軍，女子48 kg季軍，

林蕙(輔心系4年級)林蕙(輔心系4年級)
男子公開組季軍，男子公開組季軍，

胡俊珩(社會系2年)胡俊珩(社會系2年)

胡俊珩說，在4月舉行的大專柔道錦標賽中，港胡俊珩說，在4月舉行的大專柔道錦標賽中，港
大和浸大代表是最強的對手。大和浸大代表是最強的對手。

劍道學會會長倪子健期望會員能從劍道上領悟體育劍道學會會長倪子健期望會員能從劍道上領悟體育
精神。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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