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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大學術發展計劃：增設3個學士學位課程 增辦碩士課程 改革大一國文科  

仁大將用 5,000萬元完成教學大樓翻新工程

胡懷中來信（四）

學生家長的感謝信及常務副校監的覆函

校園節 2019主題：多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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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為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及滿足青年人對新知識和新技能的需求，將會在未來 2年，開辦 3 個新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包括：

金融科技、心理學及人力資源管理，以及應用數據科學。

仁大學術發展計劃
增設3個學士學位課程 增辦碩士課程 改革大一國文科     

金融科技學位課程

樹仁大學學術副校長孫天倫教授接受《樹仁簡訊》訪問時表示，金融科技正帶動全球金融和經濟發展，企業和個人的金融服務和支付方

式也正在發生變化，為配合這些發展，樹仁大學計劃在 2020/2021 學年開辦金融科技學士學位課程，培訓相關人才。課程設計、管理和

收生將由經濟及金融學系負責。

按照初步規劃，聯同相關學系提供的金融科技課程核心科目包括：區塊鏈商業應用（Blockchain for Business）、基礎金融科技運算

（Fundamentals of Fintech Computing）、雲端及網絡保安（Cloud and Cyber Security）、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和法遵科技（Regtech）等。同學並可選修的科目包括：金融科技服務研習（Service Learning in Fintech）、私隱監管與金融科技

（Privacy Regulation and Fintech）、客戶洞察與體驗（Customer Insights and Experiences）、數碼行銷分析（Digital Analytics for Marketing）等。

孫天倫教授。



心理學及人力資源管理學位課程

孫教授又表示，另一個計劃在 2020/2021 學年開辦的學士學位課

程是心理學及人力資源管理。她指出，人力資源管理正發生急劇變

化，涉及僱用方式、招聘甄選、僱員工作模式、僱員心態和持續進

修等等。另一方面，僱員福祉和壓力問題，特別是女性僱員如何平

衡工作和家庭的責任，越來越受到重視。面對這些轉變，從事人力

資源管理的人員，需要懂得心理學知識和心理評估方法，才能把

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做得更好。校方目前正規劃該課程的內容，在適

當的時候會作公佈。

數據科學學位課程

至於應用數據科學課程，大學方面計劃在 2021/2022 學年開辦。

孫教授表示，構思中的課程內容除了包括大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

應用外，還會涉及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和擴增實境（augment 

reality）等。目前，大數據的收集並不昂貴，但如何分析和應用，如

何與商業掛釣，更為重要，仁大在構思課程內容時，會特別着重這

些要素。

社科院將開辦更多碩士課程

孫教授指出，仁大着力發展商學院課程，是考慮到商業和經濟金融

行業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以及社會對這類人才有較大需求。但

同一時間，校方也制定了社會科學院和文學院發展策略。在社會科

學院方面，大學會加強研究生課程的建設，目前正籌備開辦 2 個碩

士學位課程。

據孫教授表示，規劃中的遊戲治療碩士學位課程（Master in Play 

Therapy），目標是在 2021 年招生。

孫教授說：「仁大另一個計劃開辦的碩士課程是社會工作碩士學位

課程。這個課程我們一直很想開辦，不過，由於我們要求要有自己

的焦點和特色，加上要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審評局評審，因此估

計在 2022/2023 學年才能招收首批學生。」

孫教授指出，構思中的社工碩士課程，重點會放在青年社會工作上。

收生方面，會以本科修讀社會工作和本地學生為主，原因是希望可

以培訓更多本地人才，服務香港社會。

社會學系方面，課程內容將會重組，計劃設 2 個領域（concentration）

給同學選擇，讓同學按其趣興發展專長。這 2 個領域包括：文化、

保育及創新與創業及社會。

改革中文科照顧少數族裔學生

文學院方面，據孫教授表示，為了提供更多機會給少數族裔學生，

特別是南亞裔學生，修讀學士學位課程，校方將改革大一國文科目，

讓這類學生不會因為國文成績欠佳而無法繼續學業。構思中的安

排是，把大一國文科將分為兩個支流（stream），一種給以中文為母

語的中學文憑試學生和內地學生修讀，另一種給並非以中文為母語

的學生修讀。由於大一國文上學期教授現代語文，故兩個支流的授

課內容相同；但下學期教授文言文時，則會有不同的教授方法和評

核方式。不是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會透過親身體驗、參訪和撰寫

報告等，學習文言文中所包含和傳遞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和文學

等知識。這項新安排會在 2019-2020 學年推行。

孫教授又表示，大學也將加強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能力，並已

招聘了一名資深學者兼語言學家，統籌相關工作。

歷史學系方面，據孫教授表示，該學系正計劃加強研究生課程，正

循自主開辦碩士課程的方向進行探索。

增設新生獎學金

談到新學年對新生的獎學金資助，孫教授表示，仁大很高興得到「長

弓慈善基金」捐款，讓大學可以向今年 9 月入學的商學院一年級新

生，發放 10,000 元入學獎學金。而入讀工商管理（數碼市場學）課

程的一年級新生，則會獲得 20,000 元入學獎學金。這一獎學金由

愛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損贈。兩個獎學金不會重複給與同一名

學生。

按照這兩項獎學金計劃的安排，如同學的總積點（total GPA）達 3.5

或以上，可按年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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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學院課程，是考慮到商業和經
濟金融行業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以

及社會對這類人才有較大需求。

構思中的社工碩士課程，重點會放在
青年社會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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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行政副校長梁鏡威表示，大學會動用約 5,000
萬元，為教學大樓進行翻新工程，工程預期在 2022 年完

成。另大學會在研究院綜合大樓設立「共享工作間」，支援有
意創業的學生與校友。

翻新教學大樓

梁鏡威對《樹仁簡訊》記者表示，已有 34 年歷史的教學大樓，
翻新工程分 5 個暑假進行，預算總開支約 5,000 萬元。地下大
堂、4 樓的課室和辦公室的翻新工程，已於 2018 年 8 月完成。
3 樓課室和辦公室、邵美珍堂及 35 周年廣場的翻新工程，會在
今年暑假展開。

支援有意創業的同學和校友

梁鏡威又表示，為支援有意創業的學生與校友，大學將開展
「Pot@hksyu」計劃，在研究院綜合大樓高座設立「共享工作
間」，提供辦公室支援及相關支援服務。校方也會安排商學院
的老師，提供諮詢和顧問服務。有意申請使用「共享工作間」
的同學和校友，需在 5 月 27 日前提交商業計劃書。甄選將在 6
月進行。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https://www.hksyu.edu/en/about/
news/.

「共享工作間」預期會在 8 月啟用。

擴展校舍

談及校舍擴展方面，梁鏡威表示，仁大有意循空置校舍分配計
畫，申請使用寶馬山道校園徑 9 號香港日本人學校初中部舊校
舍。該校舍樓高 9 層，面積約 60,000 平方呎。仁大 3 月中已

仁大將用5,000萬元完成教學大樓翻新工程

去信教育局表達意願，若能成功分配該校舍，校方預算投入約
2,000 萬元，把校舍翻新和改建為運動及文康中心。中心不但
供仁大學生使用，也會開放給區內居民使用。

 行政副校長梁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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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如箭，轉眼間，這學期快走到尾聲，我們又迎來一年一度

的獎助學金頒獎典禮。每逢這個時候，我總會想起一位離

開我們快將 34 載的樹仁故友，即使我倆從沒機會認識過。

那是 1985 年的 7 月，夏日的天氣悶熱難耐，一個突如其來的壞消

息打破樹仁校園的平靜——我們的校友廖業允因救人而跌落石壁

水塘的引水道，不幸地被洪水奪走了寶貴的生命。

廖業允 1983 年畢業於樹仁社工系，畢業後在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做輔導員，出事當天，他正帶一班學生外出郊遊，不料其中一名學

生洗手時不慎滑落引水道，另一名同學欲上前拯救，也不小心跌入

水中。先跌下水的學生掙扎爬了上岸，但第二名學生卻被水流帶走。

廖業允沿路連跑帶跳跟隨，最後跳入水中救人，非常不幸，二人均

淹沒在湍急的水流裡。

兩日之後，拯救人員證實，師生二人一同罹難。樹仁師生皆感悲傷

莫名。當時校長鍾期榮博士隨即決定，成立一個以「廖業允」命名

的樹仁獎學金，每年頒發予社工系成績最傑出的學生以紀念廖業

允。哀傷之餘，我當時也有另一番複雜的情緒。在廖業允校友離世

之前數月，我博士班畢業後差不多一年，離開加州回樹仁服務。離

港多年後，要重新適應香港的生活與環境，短時間內拿捏好校管的

工作及辦公室文化，內心也是有很沉重的包袱。那時有這一個念頭

浮現過：真的要留下來，在這裡工作嗎？

我沒機會認識廖業允，因為他是早在我到樹仁前已從社工系學畢

業。但得知他縱身救人的那一天，我開始有另一個念頭生起——這

位校友在樹仁接受了什麼樣的教育？是什麼讓他心繫自己的學生？

教育的要義是什麼？或許我該留下來，花一些時間，在校園裡尋找

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一留，就是 34 年。每日接觸校園事務，對管理、對教育，我都慢

慢了解得更多。敦仁博物是樹仁大學的校訓，我們期望學生珍視仁

心，博學廣納，而在一切學問技巧之前，仁心是最重要的。我們並

不是鼓勵大家捨身救人，而是希望樹仁師生都能珍視像廖業允校友

一樣的仁者之心，以所學之長，心懷他人，服務社群。

4 月 24 日是獎助學金頒獎典禮的日子，願我們藉此一天，靜心懷念

廖業允校友，勿忘他曾經給予我們，及未來持續餽贈我們的滋養和

啟廸。

胡懷中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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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信與覆函6

“敦仁博物”的美好注釋——致香港樹仁大學的感謝信

尊敬的胡鴻烈博士校長及樹仁大學的老師們：

你們好！

我是 2015 級學生包 xx 的父親。2018 年 12 月中旬獲悉我女兒被香港中文大學環球經濟學專業錄取時，我
就有提筆向貴校表示感謝之意。一拖就是數月，見諒。四年光陰不過彈指一揮間，經過在貴校經濟與金融
專業四年的錘煉，可它卻在我女兒成長之路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立足回望，我滿懷感慨，古有孟母
斷杼擇鄰，我為四年前做出將女兒送到貴校的決定而深感慶倖。

送女兒到香港學習，讓四年前的我幾乎徹夜難眠。輾轉反側間都想著這是女兒第一次離開父母。她從未住
過校，可否適應獨立的生活？畢竟香港的教育與內地相異，女兒接受得了十二年內地教育模式，能否適應
與之迥異的教育方式？再者，樹仁大學學習環境如何？是否有利於個人發展？等等等等，這些問題一直在
我腦中揮之不去。我一遍一遍地在學校官網搜索一切可知的學習資訊，亦無法寬慰一名父親的擔憂與忐忑。

直到陪女兒踏上赴港之路，打開香港樹仁大學鬱鬱青蔥的殿堂之門，我才逐漸安心下來。這裡濃厚的學習
氛圍讓人怡然，“仁者教育”的學習理念讓人安心，“敦仁博物”的校訓如春風化雨般浸潤在課程中，寄
寓莘莘學子成為仁德兼備的君子。有校如此，家長自當放心。學風如此，教育模式亦讓人耳目一新。與內
地高校“漫灌式”的教育方式不同，貴校以“啟發式”教育為根本，以“仁德兼備”為一脈相承，讓學子
在課堂上自覺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課上的學習展現、課後的小組討論，都旨在引導學生自我發掘，主動向
縱深處探索知識的奧秘，迸發出更為有效的學習成果。不僅學習如此，校園生活更讓人盡展所長、鍛煉身
心。在學四年，從我女兒口中得知，貴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多元化發展，一系列的學生活動，給學生提供拓
展自我、發展潛能的可能。同時，我女兒也參與了學校與校外公司的合作專案，公司實習的經驗成為了她
寶貴的社會閱歷，讓學生生活更加豐滿有力。

“香江夫子散千金，畢盡餘生創樹仁。富貴榮華拋腦後，甘當牛馬育新人。”這是貴校校長夫婦獲感動中
國十大人物的頒獎詞。“聲和則響清，行正則影直”，我一直堅信，學習環境是孩子成長的後盾，唯有後
盾之堅實，方能敦促學子上下求索。如今我女已在貴校的沃土之上綻出屬於自己的學習藤蔓，並將在更廣
闊的學習平臺接受陽光雨露。我無法書寫對貴校的感激之情，唯有承諾將“仁德”的紐帶傳承下去，我女
在貴校學到的一切，都將成為她再次揚帆的起點，並始終保持一顆探索知識的熱忱之心。

作為一個學生的父親，我只能提筆略表對樹仁的感激之情，謝謝貴校培養了我女兒。

2015 級經濟與金融專業學生包 xx 家長：包關雲

於浙江紹興 

  2019 年 3 月 27 日

編者按：2019 年 3 月，香港樹仁大學校監兼校長胡鴻烈博士收到經濟及金融學系一名學
生家長的來信，感謝樹仁對其女兒的教導，並對樹仁「仁者教育」的辦學理念和「敦仁博
物」的校訓表示讚賞。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博士代表胡校監和校方，作了回覆。在徵得對方
同意後，校方現將來信和覆函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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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博士的回信

包先生：

	 您好！首先很感謝您的來信，得悉 xx 畢業後找到她想走的專業路向，亦

有稱心如意的發展，實在令人欣慰。從高中到大學，對孩子來說，不管是學業的

深廣或身心的發展，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跨越。特別是要離開父母來到香港學習，

我想，對父母的衝擊並不下於對孩子本人。從信中字裏行間，我感到一位慈愛父

親對女兒無微不至的照顧和保護，以及處處為女兒擔憂那份殷切的心情，我衷心

相信，除了學校的栽培，xx 的正面長成實在是有賴您對她的關懷和提醒，讓她自

信和充實地渡過於樹仁這四年的學習歲月。

	 我很高興知道 xx 很滿意在樹仁的校園生活，也很感謝您對我們「敦仁博

物」這教育理念的認同。樹仁辦學已踏入第四十八個年頭，在教育年青人的路上，

樹仁老師們是懷着傳承文化的使命感走下去。我希望學生縱然在物質愈見豐富的

現代社會裏都能時刻保存人類的真善美，這是我們推行仁者教育的最終目標。教

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也是「教人敦仁」的希望工程，我們會為培育知識與

仁德俱備的年青人而繼續努力。

	 最後，我謹代表香港樹仁大學再次感謝您的信任與支持，您的來信讓我們

感到非常鼓舞，我定當將此訊息傳達給經濟及金融學系及其他樹仁的老師。如您

不介意，我亦希望得到您的同意將您的來函節錄刊發於敝校的刊物。

祝身體健康，一切安好！

香港樹仁大學常務副校監

二 O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胡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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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節 2019 主題：多國文化

學生事務處每年均會聯同多個部門和學生團體舉辦校園節，本年度校園節主題為「多國文化」（Embracing Multinational Culture），

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同學感受校內多國文化融合的氣息，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並引起同學參與境外交流計劃的興趣。

學生事務處的就業服務組、體育組及輔導組分別舉行了餐桌及商務禮儀工作坊、樹仁盃排球賽及日本和諧粉彩工作坊，而宿舍管理部

亦舉行了以「行。旅」為主題的攝影比賽及瑜伽班，為校園節打響頭炮。

開幕禮於校園節學生團體攤位環節開始的第一天（3 月 18 日）舉行，

讓嘉賓、教職員及學生認識及了解校園節的主題及節目內容，並為校

園節揭開序幕。開幕禮由大學管理層及數碼市學課程入學獎學金捐贈

機構 iFREE Group 的代表 Mr. Tony Smith 主持，之後由柔道學會和音樂

及音響製作學會同學作表演。

學生團體在三十五周年廣場舉行的攤位活動，是校園節的重頭戲。

三十五周年廣場內設有 19 個攤位，每個攤位均代表一個國家，並以

旅遊為主題，設置不同類型的佈置及遊戲，藉此介紹不同國家的文化

與特色。同學參與攤位活動時，可以使用為校園節製作的 passport 小

冊子，收集不同國家的蓋印，並以蓋印參與校園節紀念品抽獎。除了

學生團體外，體育組亦與運動校隊於三十五周年廣場舉辦體育節，進

行不同類型的運動體驗遊戲，增加同學對各種運動的認識和興趣。

此外，三十五周年廣場設置了「分享角」，擺放各國旅遊書、明信片

等，吸引同學逗留，而 International Unit 則邀請了共 10 組國外交流生

及參與境外交流計劃的同學，參與分享舞台，讓交流生以第一手資料

向同學分享各國文化及到國外遊歷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