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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仁大動態

職業展覽加入新興行業

設工作坊助同學求職面試

2019 樹仁大學職業展覽有超過 50 間機構到校參與。

Career Fair）於 2 月 26
本年度的樹仁大學職業展覽（HKSYU
及 27 日在三十五周年廣場順利舉行。學生事務處邀請了
50 多間機構到校參與。除了政府部門和金融、會計、零售等傳
統熱門行業外，今年特別加入更多電子商貿、數碼營銷和網絡
傳媒，以回應市場變化和同學需要。
在開幕典禮上，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女士在致詞中
感謝到校參展的公司和機構，除了提供全職、兼職、實習和管
理見習生的職位空缺外，部分更接受同學即場遞交履歷表和進
行面試，非常難得。她期望同學能夠透過參加職業展覧， 增進對
不同行業的認識，積極裝備自己。學生事務處亦因應同學需求
舉辦多個與提升職場技能相關的工作坊，當中包括履歷撰寫、

面試準備、餐桌及商務禮儀，以及演講技巧訓練等。
有參展機構表示，今年收到的職位申請和同學查詢較往年多近 3
倍。超過 120 位同學參與了由 Recruit 提供的履歷照拍攝服務。
接近八成受訪同學認為這次展覧 安 排及組織良好，符合參與活動
預期。有同學建議學生事務處可同時舉辦嘉賓或行業分享講座，
吸引更多同學留意及參與展覽。
學生事務處表示在展覧 結 束後，同學仍可以留意學生事務處就業
服務組的網站 （www.hksyu.edu/osa/career）了解更多關於就業
講座、招聘會和實習機會的資訊。

大學高層主持開幕儀式，左起：助理行政副校長
（校園發展）林婉雯女士、大學研究總監陳蒨教
授、學務副校監胡耀蘇教授、常務副校監胡懷中
博士、協理學術副校長 Andrea HOPE 女士、協理
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女士及助理學術副校
長 Claire WILSON 博士。

胡懷中來信

胡懷中來信（三）

樹

仁建校接近 48 載，升格成為大學超過 12 載，近半個世

不上堂？」的煩惱。青春寶貴，課堂之外，可以做的事情還有

紀一路克勤耕耘，走到今天，我時常想，仁大是一所怎樣

很多，實習、兼職、交朋友……因此，當時大學校園衍生一個

的大學？

奇特的產業——槍手：同學們僱人去替自己上堂簽到，甚至抄
筆記。有人賺錢，有人蒙混過關。我的同學們大多天資聰穎，

今天，全球大學都追求排名，而排名往往跟在權威期刊發表的

翻翻筆記，死記硬背一下，也不會肥佬。不過到後來，也是有

論文數目及質量有密切關係。許多學者在研究方面承受極大的

一些人為此而開始感到遺憾錯失了寶貴的學習機會。

壓力，不得不衡量輕重利弊，有時無奈地得就輕教學。樹仁也
注重教學和研究，不過相比之下，我們更重視每一位學生的學

我當時沒想過要僱用槍手，一方面是自知天資不夠，另一方面，

習歷程。仁大是一所罕有的「教學型大學」，多年來我們一直

我也是蠻珍惜與這些教授面對面交流、提問的機會。如果單單

堅持所有老師，即使是地位尊崇的教授級學者，每學期也一定

是死記一些知識，自己躲在圖書館閱讀也是可的。其實課堂提

要授課一門科目。他們從課程設計、授課、課堂互動、解答提

供了一個特別的時空，讓師生在高度專注的狀態下去進行智力

問，務必事事親身上陣，因此，仁大並沒設有教學助理一職。

與思維的角力。學生有不明白的，可以即時提問；講師也可以
透過學生的即時反應，去判斷自己究竟教得好不好，思考如何

知識的傳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全靠老師的用心，也要靠學生

改善教學質量。

周而復始的切問而近思。因此，仁大為確保這種師生關係能恒
久被保存，一直堅持沿用傳統的課堂管理方法，例如：點名記
錄出勤率、缺勤扣考等。
來到大學階段，同學們被視作為成年人，理應自持自主，為什
麼還要用這些方法來管理呢？不少同學都有過這樣的疑問。相
比小學、中學，大學教育基於對學生獨立學習能力的信任，不
會每堂課都給學生留課後習作或由老師天天檢查功課，而是透

課堂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時空，
讓師生在高度專注的狀態下去進行
智力與思維的角力

過課前閱讀參考書目、思考一些議題，在課堂間師生共同討論
及解決這些議題，來促進知識的傳遞和吸收。不過這個過程，
歸根究底還得要靠同學們真真實實地參與課堂，與教授思考碰
撞而促成的。
“ 課堂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時空，
讓師生在高度專注的狀態下去進行智力與思維的角力 ”
我很記得，在美國加州讀大學的時候，同學們也會經歷「上堂？

參展機構代表與大學管理層、學系教授和教職員與合照。

未來的日子，我們將繼續和老師們攜手，改善教學質量，務求
為同學們提供更有趣、更有啟發性的大學課堂。另一方面，我
也希望同學們能理解仁大的課堂管理，積極投身參與課堂，享
受師生間面對面交流的樂趣，真正做到教學相長，師生共勉。
胡懷中

參與展覧的同學向機構代表查詢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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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結束時，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女士（第 1 行左 1）與嘉賓講者、校友、學生事務處同事及出席同學合照留念。

探索職涯路向 校友分享人力資源工作喜與憂
學

生事務處透過舉辦良師益友計劃，了解到愈來愈多同學對
人力資源工作感興趣，因此聯同剛成立的樹仁大學工作實
習辦公室於 2 月 16 日舉辦了一場校友分享講座，講題為「人力
資源行業發展以及個人職涯經驗分享」。當天的活動除了有多
名校友支持，還有 30 多位來自本校及其他院校的同學出席，一
同了解人力資源行業運作以及聽取工作心得。

在探討人力資源工作性質時，梁先生強調以人為本的重要性，
他認為人力資源從業員在為公司或機構執行政策時必須顧及
他人感受，才能人心和順，保持員工士氣。張女士和馮先生
表示同意之餘，也提到從事人力資源者不但需要觀人於微，
更要具備不同範疇的技能，例如能夠有效率地處理行政工作、
宣傳推廣、管理衝突和危機等等。這些都是優秀人力資源從
事員需具備的條件。

為了讓同學深入了解講題，學生事務處特別邀請了 3 位在行業
中甚具經驗的校友擔任講者，他們分別是現職仁濟醫院社會服
務部職業安全及健康助理經理梁遠標先生、大新銀行人力資源
經理馮漢基先生、敦豪空運（香港）有限公司僱員關係專員張
滿馨女士。
在講座開始時，他們首先與同學分享了當初入行經歷。馮先生
和張女士在樹仁就讀期間都是主修人力資源，並在大學畢業前
一年通過實習和兼職，獲得當時的公司垂青，順利加入了人力
資源的全職工作，因此他們鼓勵同學在學時期積極爭取實習機
會，為未來鋪路。

張滿馨女士（右）向同學講解成為優秀人力資源從業員需具備的條
件。

另外，3 位講者提醒即將畢業的同學，在求職時除了作好面
試前的準備，在面試過程中表現出自信和肯定的態度更為關
鍵，才能增加受聘機會。他們指出面試的機會難得，同學們
不應只顧著朗讀履歷，而應把面試視作表現自己的舞台，把
握機會闡述自己能為公司帶來的貢獻和價值。
最後，關於行業發展的問題，講者認為如果同學們喜歡「對
人」的工作，喜歡由人帶來的變化和挑戰，可積極考慮加入
人力資源的行列。
梁遠標先生（左）、馮漢基先生（中）和張滿馨女士（右）3 位校友
擔任主講嘉賓，分享人力資源工作心得。

如欲瀏覽更多精彩活動相片，請到學生事務處網站： https://
osa.hksyu.edu/alumni_sharing_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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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因天雨腰斬 仍有項目破大會紀錄

大 學 第 31 屆 陸 運 會 在 3 月 6
樹仁日於將軍澳運動場舉行，但因天
雨，上午部分比賽項目和下午全部賽
事被迫取消。不過，在上午舉行的項
目中傳來好消息，新傳系三年級的劉
曉欣，打破了女子推鉛球大會紀錄。
劉曉欣同學在比賽中推出 9.41 米的成
績，打破自己於去年創下的 9.19 米大
會紀錄。
陸運會當天有雨，在進行上午倒數第
二項賽事，即女子 3,000 米賽事期間，
雨勢突然增大，但所有參加者都能完
成該項目。當時風雨仍然強勁，場地

女子 3,000 米賽跑進行期間，雨勢增大。

嚴重受影響，經籌委會即時商議後，
決 定 取 消 上 午 最 後 一 項 男 子 4 X 400
米接力項目，下午賽事暫時如常舉行，
待午膳後視乎天氣情況再作最後決
定。
午膳過後，天氣仍然不穩定，雨勢持
續，天文台更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而
雷暴警告也延至下午 4 時。考慮到參
賽者和工作人員的安全，籌委會決定
取消下午全部賽事。
由於無法完成所有比賽項目，籌委會
決定本年度不設系際全場總冠軍、男
子和女子個人全場總冠軍。

新傳系三年級的劉曉欣在推鉛球項目中推出 9.41 米，
打破大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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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流行曲填詞比賽決出冠軍

行政副校長梁鏡威先生頒獎
奬 給冠軍黎芷儀同學。

層層回聲 穿梭譜奏我的歌
曾共你放肆 負傷 出走 的太多
那次你與我并肩衝破 新的險阻
成就我 不羈的活過
這是中文系 3 年級黎芷儀同學，採用《回憶裏的瘋狂》樂曲，
填上新詞後的其中一段。她這一創作，為她贏得了由香港樹仁
大學語言中心（中文部）與香港樹仁大學音樂及音響製作學會
合辦的「粵語流行曲填詞比賽」冠軍。
「粵語流行曲填詞比賽」決賽暨音樂會，於 3 月 22 日下午在樹
仁大學研究院綜合大樓賽馬會多媒體製作中心舉行，共有 6 首
作品進入決賽，由 4 位評判即場評選冠、亞、季軍，他們包括：
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朱耀偉教授、著名填詞人王仲傑
先生、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樹仁大學
社會學系張少強教授。
「粵語流行曲填詞比賽」是語言中心在 2018 年 9 月成立時宣
布舉辦的，對象為所有樹仁在讀學生，比賽主題是「香港生活
與香港精神」。參加者需要選取一首流行曲，填上粵語歌詞。
共有 18 首作品參賽，評判選出 6 首較佳作品，進入決賽。
決賽當日，6 首作品先後由音樂及音響製作學會成員即場唱出，

而評判則在每一首歌曲的演繹後，對歌詞作扼要分析，指出優
點、不足之處和改進方法，然後評分。
中文系黎芷儀同學填詞的《你的聲音，我的歌》，拿到最高分
數，獲得冠軍。她填詞的原曲是光良作曲、黃婷作詞的《回憶
裏的瘋狂》。亞軍是社工系梁焯深的《同夢》（原曲《無賴》，
李峻一作曲及填詞），季軍是經濟及金融學系劉駿樂的《月缺
的中秋》（原曲《最後的晚餐》，英師傅作曲，周博賢填詞）。
觀眾最喜愛歌詞獎由中文系黃靈耀的《三餐 温 飽 》（原曲《從前
慢》）奪得。其餘兩首入圍作品的填詞者分別是中文系的徐秀
清和新傳系的梁政滔。（各作品的歌詞全文可瀏覽《樹仁簡訊》
網站：http://stu.hksyu.edu/~newsletter/）
當天，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博士、行政副校長梁鏡威先生、協理
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女士和社會學系系主任張越華教授
等，親臨參加。張越華教授更擔任演唱嘉賓，獻唱兩首自己填
詞的歌曲。
為呼應填詞比賽，語言中心在 2018 年 11 月舉辦了由朱耀偉教
授主講的《香港粵語流行曲十個關鍵年份》講座，並於 2019 年
2 月舉辦由張少強教授主講的《香港粵語流行歌詞中的家國認
同》講座。

「粵語流行曲填詞比賽」冠軍作品
《你的聲音，我的歌》 作詞：黎芷儀
（原曲《回憶裏的瘋狂》︳作曲：光良 ︳作詞：黃婷）

當初應捉緊的都錯過
率真傷了你麼
將光影重置最初
溫馨裏活過

生疏的詩句 在星語裏
猶如紀念 窩心的故居
當天的思緒 逐點遠去
和誰張羅 一遍遍散聚
疑惑太多
糊塗是我
難道我可
退回曾經
層層回聲 穿梭譜奏我的歌
曾共你放肆 負傷 出走 的太多
那次你與我并肩衝破 新的險阻
成就我 不羈的活過

將溫馨好景都拋棄過
不懂得傾聽麼
將心聲逐格回放
再聽可不可

評判之一，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

樹仁大學音樂及音響製作學會代表演繹參賽作品。

青蔥的醒醉 熟悉語句
融和眼淚 終不可再追
思憶的焦距 望清細碎
和誰收藏 的絲絲掛慮
沉默太多
惶惑是我
難道我可
美妙如初
層層回聲 穿梭譜奏我的歌
曾共你放肆 負傷 出走 的太多
那次你與我并肩衝破 新的險阻
成就過 最真的付託
如何才可給你聽見我的歌
全是你與我放膽闖出的結果
等一天換盡落魄參破心的苦楚
無懼錯 將青春盛放
誰令我 不枉的活過

評判之一，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朱耀偉教授。

著名填詞人王仲傑先生（中）和社會學系張少強教授（右）對參賽作品給出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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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校友會成立25周年 校監和八大校友會代表祝賀

校友及嘉賓大合照。

10 年」。10 年絕非短時間，那四分一個世
「人生有幾個
紀的 25 年更是難能可貴。
香港樹仁大學加拿大校友會 3 月初在多倫多舉行成立 25 周年慶
祝晚宴暨周年大會，不但有 50 位校友及家人出席，香港其餘八
大校友會會長及代表 30 人撥冗到賀，合共 80 多人見證加拿大
校友會 25 五周年的里程碑，分享了晚宴的喜悅。
晚宴除了有美食、遊戲、卡拉 OK 獻唱及抽 奬 外，最大特色是先後
播放了兩段短片，分別是樹仁發展歷史，以及由協理副校長（學
生事務）葉秀燕女士介紹樹仁最新發展。更難得是年屆 99 高齡
的校監兼校長胡鴻烈博士，透過短片向加拿大校友會送上祝福，
並叮囑校友銘記「敦仁博物」的校訓，於海外延續樹仁精神。

員過去 4 年的辛勞工作，為校友安排年度晚宴、夏季燒烤、聖
誕派對、講座、卡拉 OK、保齡球及遠足等多項活動。他亦特別
多謝浸大、中大、珠海、理大、嶺大、港大、城大及科大校友
會的會長及代表，出席晚宴，以及過往多年於「安省香港專上
校友會聯會」的衷誠合作，令多項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接任會長的李耀華（1980 社工）感謝幹事會成員推選他接任會
長一職，希望能繼往開來，聯繫更多移居加國的校友及教職員，
搭建有效平台，為校友安排更多活動，並將樹仁精神在彼邦發
揚光大，並成為連繫母校和校友之間的重要橋樑。

加拿大校友會幹事會成員與其他八大校友會會長及代表合照。
99歲高齡的校監兼校長胡鴻烈博士透過短片向加拿大校友送上祝福。

席間更邀請了兩位分別是第一屆及第三屆畢業的大師姐，分享
了鍾期榮校長對她們一生的重大影響，創辦樹仁時怎樣為學生
傾盡所有的親身經歷，包括：為鼓勵貧窮學生完成學業，校長
不但免去 4 年學費，甚至後來到美國升學時作財務擔保人；為
學生安排到樹仁中學任教賺取生活費，甚至更改課堂編排以配
合學生上課；親身致電各社福機構為社工系學生爭取實習機會
等等。校友們及其他院校的代表，均對鍾校長有教無類及無私
付出的教學精神，大為感動。
連任兩屆共 4 年會長的李立本（1990 新聞），根據會章卸任會
長一職，他衷心感謝各校友多年來的支持，尤其幹事會全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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