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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專訪

專訪南九龍獅子會尹荏球會長
談捐贈樹仁、社會服務和青年人職場發展

尹荏球先生。

香港南九龍獅子會2021-2022年度會長尹荏球先生向
香港樹仁大學捐贈一百萬元，支持大學的科研工作。
他最近接受《樹仁簡訊》訪問，就慈善工作、獅子會
的社會服務和大學畢業生職場發展等話題，暢談他的
看法和見解。
尹荏球先生是一位資深工業家，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學習電子設
備和電視機生產技術，曾被派往德國和美國等地交流學習。1988
年與夥伴在深圳開設富通電子製造廠，生產電視機機板和組裝電
視機，產品銷往內地和海外，其後把握內地招商引資政策，把廠
房擴展至東莞和珠海。尹先生退休後，熱心從事社會服務和慈善
事業，並加入南九龍獅子會，先後出任第三副會長、第二副會長
和第一副會長，本年獲選為2021-2022年度會長。尹先生同時是
港澳青獅基金有限公司籌款委員會主席、愛訊（集團）有限公司
資深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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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青年人手上都有手機，
如果能夠利用它去創業，或
利用它去創造自己感興趣而
又能牽動業務的項目，會是
一件很美好的事。但這需要
教育去支持，需要專業人士
去教導，相關的教育開支，
是需要有人捐助的。

樹仁大學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博士（右）接受尹荏球先生的捐款支票。

獅子會的宗旨是
We Serve「我們服
務」，要有「四出」
（Four Gives）精
神，即出心、出力、
出錢、出席（Give
Heart, Give Effort,
Give Money, Give
Time）。

記者：《樹仁簡訊》記者
尹：尹荏球先生

記者：你向樹仁大學捐贈了一百萬元，支持大學的科研工作，請問你為何選擇
教育作為捐獻對象？你的慈善工作和社會服務理念又是什麼？
尹：17歲那年，我母親周玉芬因癌症過身。九兄弟姊妹中，我排行第三，最大
的姊姊和哥哥已分別成家立室，我要帶着比我年幼的六兄弟姊妹成長。在成長
的過程中，我一直有一個意願，就是在我事業成功之後，捐錢做慈善事業，藉
此用母親的名字為捐助的學校或大樓等冠名，以紀念母親。
我母親在生時常常對我們說，做人要有「一技之長」，我因而選擇學電
子。1988年，我與友人到深圳投資設廠，從事電視機機板生產。之後擴展業
務，東莞和珠海也有我們的廠房。後來因為內地工人工資上升，以及社會保障
和勞動保險供款增加等原因，我大約在2000年代中，即我45歲那年，決定結束
在內地的投資，提早退休。但退休後我不是什麼也不做，我加入了南九龍獅子
會，服務社會，近年又與愛訊（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出任該公司的資深合作
夥伴。
我認為，當你金錢上可以的話，應該回饋社會。我17歲投身社會，很多事情要
靠自己解決。我最欠缺的就是教育，所以我認為，如果能夠在教育上投放更多
資源，便能培育出更多優秀的青年人。我學電子出身，知道科技的重要性，未
來的科技發展將離不開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景）和物聯網IoT等。樹仁大學正推動這幾方面的科技教育和研究，
正好與我想法不謀而合。過去，電視機顯示器是CRT（cathode ray tube陰極
射線管），之後有了薄電視，如今是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有機
發光二極管），這些轉變都由科技帶動。舉個例子說，今天青年人手上都有手
機，如果能夠利用它去創業，或利用它去創造自己感興趣而又能牽動業務的項
目，會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但這需要教育去支持，需要專業人士去教導，相關
的教育開支，是需要有人捐助的。
記者：你剛當選為南九龍獅子會2021-2022年度會長，負起發展會務和帶領會
員實踐獅子會服務社會的宗旨。可否談談你為何選擇獅子會作為你回饋社會的
平台？
尹：國際獅子總會成立至今已有103年，香港屬於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O三
區，而南九龍獅子會成立於1976年。獅子會的宗旨是We Serve「我們服務」，
要有「四出」（Four Gives）精神，即出心、出力、出錢、出席（Give Heart,

Give Effort, Give Money, Give Time）。我
一向認為，如果我要服務社會，要加入一個
真真正正為社會服務的組織，並與志同道合
的人一起去做，才會發揮更好的效果，所以
我決定加入獅子會。
記者：你對於南九龍獅子會的社會服務和會
務發展，有什麼想法和計劃？
尹：我希望可以帶動南九龍獅子會以服務香
港為主，當中包括「三無人士」（無申領綜
援、無物業及無納稅），因為社會對他們比
較缺乏了解和關心。他們當中很多人年輕時
便出來工作，一直做到年長，到最後沒有家
眷、親屬和朋友，境況淒慘。他們有些人不
希望死後火化的骨灰，被撒放到紀念花園。
為了讓他們不用擔心身後事的安排，在臨終
前和死後仍然擁有尊嚴，在會前會長丘濠銘
先生的推動下，南九龍獅子會與聖雅各福群
會合作，捐助設立「殯葬援助基金」，推行
「後顧無憂規劃服務」，對象是沒有受惠於
綜援的孤寡無依長者。在這項服務下，他們
可以預先規劃身後事，其意願會得到執行，
不用擔憂因為經濟困難而無法實現，他們可
以有尊嚴地走人生最後一程。
南九龍獅子會過去已有不少內地助養、建校
和修路等服務，我認為現在可以多關注香港
本地一些有需要的社群。
記者：大學生畢業生進入職場後如要回饋社
會，你對他們有什麼建議，而加入青年獅子
會又是否一個好的選擇？
尹：是否加入青年獅子會或其他組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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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安穩。對於我能盡中國人的一點公民責任，我是要感恩
的。最後我給青年人一些意見，40多年前（1980年）深圳
經濟特區建立，其發展有目共睹，現已成為5G智能城市，
創造無限價值。如今，有橫琴和大灣區的來臨，大家應好
好捉緊機遇，成就夢想，創造未來自身奇蹟！

樹仁大學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博士(右2)、學術副校長孫天倫教授(右1)、
協理副校長(大學行政)張少強教授(左1)與尹荏球先生合照。

重要看個人意願。但加入服務性社團有不少好處，如可以凝聚力
量、訓練領導才能和提升個人能力。青年人如有意服務社會，且
有領導才能，在加入青年獅子會後，可晉升為會長，領導青獅一
起策劃和提供服務。
記者：你在工商業界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對於大學畢業生在職場
上做人處事的態度，你有什麼建議或忠告？
尹：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大學生畢業生雖然擁有知識，但
實踐也很重要。而在實踐的時候，要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我年輕
時給自己定下目標：1年一個小希望，5年一個中希望，10年一個
大希望。每一年我都會問自己，當年做出什麼成果，成就了什麼
事情。每5年和10年，我也會問自己同樣的問題。我認為每一個
人都要為自己定下目標，有了目標，前進的速度才會快一點；但
最重要是選擇你最有心、最有興趣的事去做。如果你能熱心地去
做，一定會事半功倍。
記者：你目前的小、中、大目標是什麼？

尹荏球先生。

尹：在獅子會，我可以說已經達標，因為我每年都「出心、出
力、出錢、出席」。未來我希望能夠在自己能力範圍內，捐獻更
多給學術界和學校，並設立基金幫助有需要的人。我已跟孫天倫
副校長說，如果我有能力，未來會繼續捐款給樹仁大學。
記者：對於有意創業創新的青年人，你會給他們什麼提醒和建
議？
尹：創業最重要是跟着興趣走，因為有了興趣，做起事來會事半
功倍。至於創新，應從科技入手。青年人創業，要量力而為，要
不怕辛苦和「蝕底」，要願意聆聽別人的意見，要懂得吸收社會
上各方面的資源，例如申請不同機構提供的贊助、資助，及建立
個人的社會人脈。另外，創業不能單打獨鬥，應組成一個團隊去
做，分工合作。
我非常慶幸，在國家開放時得到很多優惠和機遇，讓我能在內地
設廠，協助國家發展，給予五湖四海人士就業機會，給予偏僻山
區的人工作和溫飽。在招商引資政策下，我由僱用千名員工的小
企業發展到有50,000名員工的大企業；也帶動日本企業船井機
電株式會社（內地名為嘉財電業製造廠），在內地發展製造業王
國，我們合作生產的錄影機數量為全球之冠；而周邊產業和工
場也紛紛湧入，引領無限商機，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經濟效益。
令我最興奮的是看到國家從無到有，越來越興旺、昌盛，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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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1980年）深
圳經濟特區建立，其發展有
目共睹，現已成為5G智能城
市，創造無限價值。如今，
有橫琴和大灣區的來臨，大
家應好好捉緊機遇，成就夢
想，創造未來自身奇蹟！」

SYU Updates 樹仁動態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Media Design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programme offered in September
Centered UI & UX Design, and core courses of
VR/AR immersive technology include: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 Publishing, Understanding VR/
AR (Unity 1 & Unreal 1), Asset Creation for VR/AR,
and VR/A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Unreal 2).

Mr. SO Kai Chi.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KSYU) is offering a brand new
degree in media technology this Septembe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Media Design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BA-MDIT)
programme is designed for young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virtual reality (VR) and other immersive technology, or intend to
work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BA-MDIT programme is oper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r. SO Kai Chi, Edgar, Associate Head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ractice of the Department, told Shue Yan Newsletter that approval had
been gra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Executive Council to HKSYU in
June this year to award degree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Media
Design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programme. Candidates of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and other applicants can apply
for the first year of the programme in the 2021/2022 academic year.
He said the BA-MDIT programme is a theory- and practice-based programme
designed to give students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of media
design, up-to-dat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of virtual reality
(VR), augmented reality (AR), and other immersive technologies,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applied in creative industries.
Graduates of the BA-MDIT prgramme can work as transmedia designer, VR/AR
application developer, user interface (UI)/user experience (UX) designer & developer, exhibition coordinator and multi-media producer in the areas of art direction, branding and advertising, content marketing, digital marketing, game
design, and in news and information programme production…etc.
The BA-MDIT programme is composed of four main areas of subjects:
(1) MDIT foundation;
(2) UI/UX design;
(3) VR/AR immersive technology; and
(4) entrepreneurship. (see figure below)

Mr. SO also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element of the programme. He
said: “We believe our graduates can create value
and start-ups using immersive technology. They
know the needs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market, they know how to immerse audience in VR/
AR content, and they know how to be entrepreneurs. Because we offer students a large number
of core and elective courses in entrepreneurship,
includ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for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Corporate Finance, e-Business Management, Digital Game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 Design, to name a few.”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ill enroll 40 students for the BA-MDIT programme in the 2021/2022 academic year. Students must complete a minimum 125 credits to
be eligible for graduation, including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course and Capstone Project.
Mr. SO said this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course enable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he real world, and thus enrich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heir employability.

The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course
enable students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he real
world, enrich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heir
employability.

Core courses of UI/UX design include: Principles of Interaction Design,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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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今年 9 月開辦
香港樹仁大學在2021/2022學年開辦「媒體設計與虛擬實
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Media Design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programme)，適合對虛擬實境和其他沉浸式媒體技術感興
趣，或有意在創意產業發展的青年人修讀。

屬於「用戶介面/用戶體驗設計」範疇的科目包括：
互動設計原理、以人為本的用戶介面/用戶體驗設計
等。而屬於「虛擬/擴增實境創作」範疇的科目則
有：電腦圖像設計與出版、VR/AR原理（Unity 1 &
Unreal 1）、VR/AR資源創建、VR/AR應用程式開發
等。

該課程由新聞與傳播學系開設，學系副系主任兼專業應用副教授蘇啟智
表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今年6月已批准樹仁大學就「媒體設計與虛
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頒授學位。中學文憑試考生和其他申

蘇先生強調，「企業創新」範疇是課程的一個重要元
素，因數碼媒體知識和技術能創造價值。「我們相信
畢業生可以把他們學會的媒體知識和技術，轉化為價
值，因為他們知道受眾和市場的需要，知道如何利用
VR/AR內容去感染受眾。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如何
創業，因為課程裏有多個與創業相關的科目，包括：
資訊行業的創業與新產品開發、數碼創業精神、公司
財務、電子商貿管理、數碼遊戲營銷、廣告策略與設
計等。」

請人，可申請在2021/2022學年入讀該課程的一年級。

理論與實務相結合
蘇啟智指出，「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結合理
論和實務，使修讀者不但掌握媒體設計基本原理，以及虛擬實境（VR）
、擴增實境（AR）和其他沉浸式媒體技術，而且能夠把相關知識和技術
應用到創意產業上。
畢業生可從事不同類型的媒體相關工作，包括跨媒體設計、VR/AR應用
開發、用戶介面/用戶體驗（UI/UX）設計和開發、展覽統籌、品牌推
廣、內容營銷、數碼營銷、遊戲設計、新聞及資訊節目製作等。

四大學科範疇
「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由4個學科範疇構成，
包括：(1)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基礎；(2)用戶介面/用戶體驗設計
(UI/UX design)；(3)虛擬/擴增實境創作；及(4)企業創新。(見表）

新聞與傳播學系計劃在2021/2022學年為「媒體設計
與虛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招收40名學
生。學生需要完成修讀125個學分的科目才能畢業，
當中包括校外專業實習及統整項目（Capstone Project）。
蘇先生指出，實習科目能夠讓同學把課堂中學到的知
識和技能，應用到現實世界，不但能豐富同學的學習
經歷，也能增強同學的職場競爭力。

Four main areas of subjects and some main courses of the BA-MDIT programme
「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的四大學科範疇和部分主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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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T Foundation
( 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
科技基礎 )

UI/UX Design
( 用戶介面 /
用戶體驗設計 )

VR/AR Immersive
Technology
( 虛擬 / 擴增實境創作 )

·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 Digital Photojournalism
· Statistics for Communication
·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 Mass Communication Law

· Principles of Interaction Design
· Human Centered UX & UI Design
·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Humana Communication
· Social Media & Network Communication
· Internet of Things

· Computer Graphic Design &
Publishing
· Understanding VR/AR (Unity 1
and Unreal 1)
· Asset Creation for VR/AR
· VR/A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Unreal 2)
· Audio-Visual Production
· Visualization Analysis & Design

Entrepreneurship
( 企業創新 )
·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for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 Advertising Strategies &
Design
· Digital Game Marketing
· e-Business Management

SYU Updates 樹仁動態

Shue Yan offers 17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mes
in the 2021/2022 academic year

樹仁大學 2021/2022 學年 17 個學士學位課程招收學生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KSYU) offers 17 Bachelor’s
degree progammes in the 2021/2022 academic year for HKDSE
candidates, sub-degree graduates, and holders of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Media Design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programme is the newest programme
that HKSYU has just received approval from the government. (See
page 7)

香港樹仁大學在2021/2022學年共開辦17個學士學位課程，
給中學文憑試考生及擁有副學士、高級文憑或同等學歷人士報
讀，當中包括剛獲政府批准頒授學位的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
技(榮譽）文學士課程（詳見第8頁的報道)。大部分課程接受合
資格申請人直接入讀二年級，部分課程更接受申請人直接入讀
三年級（見附表)。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mes offered by Shue Yan University in 2021/2022 academic year
香港樹仁大學2021/2022學年開辦的學士學位課程
Faculty of Arts 文學院

Direct entry to Y2/Y3
直接入讀Y2/Y3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國語言文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英國語言文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歷史學系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gramme
中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課程

Y2/Y3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English Programme
英國語言文學（榮譽）文學士課程

Y2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History Programme
歷史學（榮譽）文學士課程

Y2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新聞與傳播學系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me
新聞與傳播（榮譽）文學士課程

Y2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Media Design and Immersive Technology Programme
媒體設計與虛擬實境科技（榮譽）文學士課程

/

Faculty of Commerce 商學院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會計學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經濟及金融學系
Department of Law and
Business
法律與商業學系

Bachelor of Commerce (Honours) in Accounting Programme
會計學（榮譽）商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ours) Programme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ou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Programme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 企業管治及風險管理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ours) in Digital Marketing Programme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 數碼市場學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ours) 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
Applied Psychology Programme
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 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Programme
經濟及金融學（榮譽）文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Commerce (Honours)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Programme
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
Bachelor of Commerce (Honours) in Law and Business Programme
法律與商業（榮譽）商學士課程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社會科學院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輔導及心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學系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社會學系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Programme
輔導及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in Psychology Programme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Social Work (Honours) Programme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ours) in Sociology Programme
社會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

Direct entry to Y2/Y3
直接入讀Y2/Y3
Y2
Y2/Y3
Y2/Y3
Y2/Y3
Y2

Y2/Y3
Y2
Y2/Y3

Direct entry to Y2/Y3
直接入讀Y2/Y3
Y2
Y2
/
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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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訊集團創新及研究中心 榮獲 3 項國際性設計獎

愛訊集團創新及研究中心設計師 DPWT Design Limited董事兼設計總監
陳軒明博士。

英國「國際房地產大獎」2021「香港最佳公共服務室內設
計獎」得奬證書。

在樹仁大學慶祝50周年校慶之際，位於研究院綜合大樓5樓的「愛訊
集團創新及研究中心」(iFREE GROUP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最近在3個國際知名的設計比賽中獲獎。
這3個獎項包括：英國「國際房地產大獎」2021（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的
「香港最佳公共服務室內設計獎」(Best Public Service Interior Hong Kong)，並獲
提名角逐「亞太區最佳公共服務室內設計獎」(Public Services Interior in Asia Pacific)；法國「DNA巴黎設計大獎」2021(DNA Paris Design Awards）的「民用建築
室內設計獎」(Winner in Interior Design Civil Buildings)；中國上海「成功設計大
賽」2020 (Successful Design Awards)的「成功設計獎(空間)」(Successful Design
Award Space)。
「愛訊集團創新及研究中心」由DPWT Design Limited董事兼設計總監陳軒明博士負
責室內設計和空間設計。陳博士接受《樹仁簡訊》記者訪問時表示，英國「國際房地
產大獎」看重設計團隊在整個設計過程中的表現，包括構思、執行和完成3個階段，
特別是虛擬實境實驗室的設計方案。實驗室原本是一個暗黑的地方，團隊決定為它改
頭換面，先在實驗室前方，建造白色分層平台座位和牆身，再在天花用白色LED燈造
出多條類似星球運行軌跡的不規則圖案，並在另一邊同樣塗上白色的牆身，及加設捲
軸式投影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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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士表示，英
國「國際房地產大
獎」看重設計團隊
在整個設計過程中
的表現，包括構
思、執行和完成3
個階段，特別是虛
擬實境實驗室的設
計方案。

陳軒明博士在虛擬實境實驗室。

「這設計可以讓實驗室同時用來作電影欣賞，平台座位前方的位
置，成為聚焦空間，是老師和講者的理想演講地點。平台座位有高
有低、有闊有窄，加上天花的LED燈，好讓使用者感到有點像置身
於外太空，輕鬆自由，並會產生被邀請參加現場活動的感覺。」陳
博士說。
陳博士又表示，「DNA巴黎設計大獎」和上海「成功設計大賽」的
評判，較為欣賞電梯大堂和走廊的設計。電梯大堂是進入創新及研
究中心的起點，所以他和設計團隊在對着電梯的標誌牆用花崗石砌
成立體三角形圖案，並配上LED燈，增加高科技感。在走廊，各實
驗室的入口牆身都安裝了藍色LED燈，以顯示其為特別的空間，有
引領、帶人進入的空間效果。天花的長鋸齒狀白色LED燈，可營造
出有趣的空間感。
陳博士及其團隊在設計時，還要大費周章，思考如何減低大樓結構
柱對使用者的影響。在虛擬實境實驗室，他們先以一幅連接平台座
位的木製牆遮蓋位於入口左方的結構柱，再以位於後方的結構柱，
用來分隔VR Cave（虛擬實境場地）的「前台」及「後台」。至於
其他好像在大數據實驗室內的結構柱，基於既定的建築結構安排和
需要，只可保留下來。

獲獎網站連結：
英國「國際房地產大獎」：https://propertyawards.net/region/asia-pacific/?fwp_winner_year=2021-winners&fwp_
winner_search=shue%20yan
法國「DNA巴黎設計大獎」：https://dna.paris/winner/
zoom.php?eid=71-87380-20
中國上海「成功設計大賽」：http://successfuldesign.org/
work/5f2ba0cb8f4ea644782302dd

香港樹仁大學協理副校長(大學行政)張少強教授（左）與
陳軒明博士(右)共賞虛擬實境實驗室內的平台座位和天花
LED燈；大樓的結構柱則收藏在平台座位和牆身後面。

陳博士說：「這設計可
以讓實驗室同時用來作
電影欣賞，平台座位前
方的位置，成為聚焦空
間，是老師和講者的理
想演講地點。平台座位
有高有低、有闊有窄，
加上天花的LED燈，好
讓使用者感到有點像
置身於外太空，輕鬆自
由，並會產生被邀請參
加現場活動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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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蒨教授主持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漫畫和短片發布會暨座談會

出席發布會暨座談會的嘉賓與陳蒨教授（左5）合照。左起：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盂蘭保育委員會代表胡炎松先生；佛教三角碼頭盂蘭勝會代
表郭沐信先生、連克兢先生、陳運然先生；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永遠名譽會長許學之院士；關凱之同學；潮洲公和堂盂蘭勝會代表蔡學勤先
生、陳耀華先生；尖沙咀官涌盂蘭勝會代表馬香信先生、馮志成先生；康文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二級助理館長梁達威先生。

由社會學系教授陳蒨博士主持的「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漫畫和短
片發布會暨座談會」，在2021年6月12日於樹仁大學研究院綜
合大樓賽馬會多媒體製作中心舉行，約100名參加者親身出席了
活動。
陳蒨教授正進行「三個潮籍盂蘭勝會：研究、傳承與推廣」的數碼人文研究計
劃，今次座談會是研究計劃的其中一項公眾參與活動。
在活動中首次發布的漫畫，由陳蒨教授與關凱之同學製作，介紹3個歷史悠久
的盂蘭勝會——佛教三角碼頭盂蘭勝會、尖沙咀官涌盂蘭勝會和潮州公和堂
盂蘭勝會。主題包括盂蘭勝會與香港人的經濟記憶、移民社會的族群關係及
盂蘭勝會對宗教、慈善和社區的意義。而短片則記錄了在新冠疫情下盂蘭勝
會的轉變，從中可以看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靈活性和社區應變力。漫畫連結：
潮籍盂蘭勝會與香港早期轉口貿易港的發展：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VeacCnpWM&ab_channel=HongKongShueYanUniversity；
盂蘭勝會所呈現的社區精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e0sSQH6udY&ab_channel=HongKongShueYanUniversity；潮籍盂蘭勝會的宗
教意義：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N3QczcQuZg&ab_channel=HongKongShueYanUniversity（短片連結：新冠肺炎下香港的潮籍盂蘭
勝會——佛教三角碼頭：https://youtu.be/-n_enlbdGV0；新冠肺炎下香港
的潮籍盂蘭勝會——潮州公和堂：https://youtu.be/iolJYnXRX3c）
出席座談會嘉賓包括：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永遠名譽會長許學之院士；佛教三角
碼頭盂蘭勝會代表陳運然先生、連克兢先生和郭沐信先生；尖沙咀官涌盂蘭勝
會代表馬香信先生和馮志誠先生；潮州公和堂盂蘭勝會代表陳耀華先生和蔡學
勤先生。
嘉賓在座談會中表示，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已在2011年成功申報為國家級非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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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潮人盂蘭勝會的漫畫。

與會者大合照。

文化遺產。每年農曆七月，香港潮州人在各區舉辦盂蘭勝會，傳承潮汕的風俗文
化，及推廣「弘揚孝道、扶貧濟困」的盂蘭價值。會場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外，還
有竹棚戲臺上演神功戲，大型花牌和紮作，及各式各樣具特色的祭品。
是次發布會暨座談會由香港樹仁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長春社文化古蹟資
源中心協辦，並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資助。出席活動的
其他嘉賓有香港潮屬社團總會盂蘭保育委員會代表胡炎松先生、康文署非物質文
化遺產辦事處二級助理館長梁達威先生。

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已在2011年成功
申報為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每年
農曆七月，香港潮
州人在各區舉辦盂
蘭勝會，傳承潮汕
的風俗文化，及推
廣「弘揚孝道、扶
貧濟困」的盂蘭價
值。

另外，陳蒨教授最近就香港潮人在疫情下繼續舉辦不同規模的盂蘭勝會撰文，介
紹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的韌性和復原力（resilience），文章發表在聯
合國教科組織網站的Platform on living heritage experience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詳見第14頁。

Prof Selina Chan shares her observation on Chaozhou Hungry
Ghosts Festival during COVID-19 on UNESCO website

Professor CHAN Ching Selina, Associate Academic Vice President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Professor of the Sociology Department,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Chaozhou Hungry Ghosts Festival in
Hong Kong” for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In her article (see next page), Professor CHAN reports how the traditional celebrations of the Chaozhou Hungry Ghosts (Yulan) Festival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hows how some Yulan organizations continued to hold the celebration in different scale and in mixed formats.

Professor CHAN Ching Se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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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zhou Hungry Ghosts Festival in Hong Kong
Selina Ching Chan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16 May 2021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all kinds of public gatherings were suspended in Hong
Kong. All the traditional celebrations of the Chaozhou Hungry Ghosts (Yulan) Festival - Hong
Kong’s ICH, and China’s national-level ICH - in the conventional public spaces were cancell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forbade crowd gatherings and refused to release these sports grounds for
the festival. Chaozhou operas were abandoned due to crowd control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on
performers from Mainland China. Similarly, there was also a shortage on religious specialists for
rituals because they were mostly from Mainland China.
In the pandemic, organizers at different districts tried very hard 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rituals in order to purify the communities and pray for peace. Unfortunately, some communities
had no choice but to suspend the celebrations in 2020, mainly due to the lack of physical space.
Nevertheless, many were also able to demonstrate resilience while developing innovative strategies, observing new rules, and conducting praying on a smaller scale with or without religious specialists. For grassroots Yulan organizations which ha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temples in local
communities, they managed to have the festival celebrations held at the temples with simplified
rituals with or without ritual specialists.
Communal spirits are clearly observed in the local neighborhoods. Without access to public space
for the celebrations, some chose to perform simple praying at the organizations’ premises for a day
or half a day. Quietly, a few organizations also prayed together with residents at isolated corners
near the sports grounds previously used, and for half a day instead of 3 days.
Meanwhile, some Yulan organizations which were based in the village communities continued
to hold the celebrations at the village, although they were cautious to avoid crowd gatherings.
One Yulan organization continued the ritual celebrations of the festival with a small group of ritual
specialists for 3 days in temporary sheds which house incense pots representing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as well as huge paper offerings. Nevertheless, processions, banquets, and operas
were cancelled to maintain social distancing. One village-based Yulan organization had the praying conducted in the village temple while trimming the ritual celebrations into a half-day event
that focused mainly on praying and burning of incense and paper offerings. Traditional fundraising
through personal visits to donors was cancelled due to social distancing. Communal spirits continued to be observed in the virtual space, as reflected through donations solicited via different
Whatsapps groups. Indeed, digital tools have provided a creative way to conduct fundraising for
the first time. Donors could declare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subsequently depositing the amount
into the Yulan Organization’s bank account.
To conclude, the resilience of the Chaozhou Hungry Ghosts Festival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observed to continue in creative ways of celebrations during the pandemic. Various ingenious alternative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were solicited by different Yulan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Communal spirit continues to be observed in the
common quest for peace and blessing, especially under the pandemic in the present.
Videos with English subtitles available on YouTube:
video 1: https://youtu.be/-n_enlbdGV0
video 2: https://youtu.be/iolJYnXRX3c
(Source: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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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右）和龍允浩父子接受訪問。

龍子明、龍允浩父子心中的「樹仁精神」
今次接受「50周年校慶校友專訪」的是龍子明和龍允浩父子。在上
世紀70年代，不少樹仁學生身繫職場而重返校園，既要上班，又要
上學，還要兼顧家庭，學習過程頗為艱辛；而龍子明則要「涉水渡
海」，花4個多小時交通時間才能回校上課。他說是胡校監和鍾校
長對辦學的堅持啟發了他，才能完成學業。人生既然受到「樹仁精
神」的啟迪，當兒子要報讀樹仁時，他的回答當然是「十分支持」。
2015年7月，龍允浩來到樹仁大學報名，發現辦理報名手續的三十五周年廣場內人
山人海，申請者排成人龍，且繞了幾個圈，心裏不禁感到困惑和徬徨。幸好父親在
旁，指示他怎樣排隊和遞交文件，心情才穩定下來。

龍子明（前方）和龍允浩。

1983年在樹仁畢業後，龍子明於1990年決
定離開政府，追求事業上新的發展。他選
擇保險行業，加入宏利人壽保險（國際）
有限公司，由基層職位做起。18年後，即
2009年，他晉升為高級區域總監，成為
最快晉升至此職位的紀錄保持者。目前，
他已晉升至高級行政區域總監。而在1995
年，由於他在事業上表現出色，加上熱心
社會公益，獲選為當年的香港十大傑出青
年。

由芝麻灣往灣仔上課
龍子明回憶說：「我身為他的學長、師兄，表現當然要顯得鎮定。但事實上我也有
點緊張，因為不知道他能否辦妥申請手續。」

父子同在中三被「踢」出校
龍子明初中時期是不願讀書的頑皮少年，而兒子允浩也跟當年的父親一樣，無心向
學，結果兒子步父親後塵，同在中三被「踢」出學校。輾轉完成高中課程，最後也
在樹仁完成大學教育。
龍子明說：「我中三時『品學兼差』，學校踢我出校，但轉到另一間學校後我遇上
一位好老師。該老師沒有放棄我，沒有看低我，像對其他學生般關心我。於是該老
師叫我做什麼我也跟着做，如讀書和守規矩，我照着做。原來每個人都是潛力無限
的，這就改變了我一生。」
龍子明中五畢業後，升讀兩年制的預科。中六那年考「高等程度會考」(即香港中文
大學入學考試)，雖然考獲入學資格的成績，但不足以讓他取得學席。中七考「高
級程度會考」，成績一般，沒有獲得香港大學錄取。之後便投考懲教署職位空缺，
成了公務員。一天，他在報章上看到樹仁學院招生，渴望繼續讀書的他感到機會來
了，於是申請入學，修讀法律與行政學課程。該課程當時是夜間課程，平日在傍晚
上課。

回憶起樹仁的學習歲月，龍子明說，他在
開學後才感受到讀書不容易。當年他駐守
的芝麻灣監獄，位處大嶼山東南部的偏僻
地點。監獄的當值更份中，有一個凌晨1時
30分至早上8時的時段，其他同事對它敬
而遠之，他却情有獨鍾，因為他能從這個
更份中擠出時間回校上課。
他憶述，當年下班後，先在芝麻灣監獄的
職員休息室小睡，之後乘坐下午1時開出的
船往長洲。抵達長洲後，等1個多小時，再
乘下午4時開出的渡輪前往中環，然後到
灣仔萬茂里舊校舍，出席下午6時40分至9
時40分的課堂。下課後，他會提早前往中
環碼頭，等候晚上11時開往長洲的船，期
間會利用碼頭的街燈看書，或温習剛才課
堂的內容。抵達長洲後，再乘坐「嘩啦嘩
啦」（即機動木船），返回芝麻灣監獄上
班。當值滿一周後，有兩天假期，他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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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認為「樹仁精神」的內涵是堅持和努力不懈。

擇在上班日而非周末放假，為的是要回校上課。
「我是這樣完成在樹仁的學業的，真不容易，是辛苦的。」
龍子明接着說：「為什麼我要在這種艱苦下仍然堅持學業呢，因為受到校監和
校長的啟發，見到樹仁的艱苦經營。如果你對樹仁有多一點認識，你便知道，
要維持樹仁有多麼艱苦，成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是多麼不容易，但兩老都堅持
下來。身為學生，我對他們十分佩服，他們堅持的精神，給我很多啟發。」

龍子明心中的「樹仁精神」
龍子明把胡校監和鍾校長做人處事所秉持的堅持和努力不懈的態度，稱為「樹
仁精神」。
他說：「樹仁教給我最重要的做人道理和處事態度，就是不怕艱苦、不怕困
難。面對困難時，要更加積極、認真，用時間去堅持，以終為始，看到未來。
當年胡校監和鍾校長創辦樹仁時，年紀不輕，很多人在這個年齡會開始想退休
的事，但他們想的是去建立一間大學。這讓我見到，有人竟然把目標定得那麼
長遠。在經歷這麼多的困難後，仍堅持下去，這對我來說是最好的教育。至於
樹仁的老師和職員，也秉承着樹仁這種定了目標便向着標竿直跑、一路努力的
精神。直到今天，這種『樹仁精神』，對我的影響仍然很大。」
龍允浩沒有機會親身接觸胡校監和鍾校長，但他表示從很多樹仁老師身上，也
體會到樹仁那種要為教育付出的精神。

兒子對「樹仁精神」的補充
「作為學生，我是從教授和老師身上，體會老師們為了教育不辭勞苦的樹仁精
神。讀書並不是我的強項，老師教導我的時候應會有些困難。但當我有問題要
問他們，就算在放學後，他們也願意跟我交談，讓我有機會發問。學生正正需
要這種溝通的機會，以受到啟發，樹仁很多老師都是這樣。我現在修讀樹仁的
碩士學位課程，接觸較多的是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羅翠翠博士，她就其中一位
很願意與學生溝通交談的老師。老師們就是用自己作為例子，去表現樹仁的這
種特質。」龍允浩說。
在訪問中，兒子說父親是良師。龍子明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多麼大
的事情發生了，但3年過後回頭一望，都是 no big deal，小事一樁。遇到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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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與太太和兒子允浩的生活照。

時，不要太高興；遇到不好的事，也不用悲
傷。總言之，向着前面，繼續努力，自然就
會越來越好。這是我一直相信的，我跟子女
也說相同的話。」
話題轉到樹仁的未來，目前是校董會成員的
龍子明想到的是另一個50年後的光景。「
我自卑感很重，所以由細到大我都很想把事
情做好。由於我想做好，所以我一直think
big。50年之後的樹仁會怎麼樣呢？如果大家
有了個想法，就需要所有『樹仁人』一起把
它建立出來。希望大家都看到未來，一起努
力。」
兒子允浩則說：「我最想的是能夠見證樹仁
繼續發芽，因為這代表我們的回憶也繼續發
芽。很希望在100年周年，我可以重回樹仁這
個地方，屆時我會是70多歲的老人。」

50 th Anniversary 50周年校慶

研究辦事處舉辦
香港潮商營商策略座談會暨新書發布會

左起：奚曉珠小姐、許學之先生、吳泰榮博士、區志堅博士。

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區志堅博士與余皓媛小姐合著的《余達
之路：糖薑大王與戰後香港》，最近出版，大學研究辦事
處聯同區博士於2021年6月8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
「福澤社會：香港潮商營商策略與香江發展座談會暨新書
發布會」， 並把該活動作為樹仁50周校慶活動之一。
座談會的主講嘉賓和講題包括：
．許學之先生（香港潮州商會永遠榮譽會長、隆昌行(集團)有限公
司主席、香港科技大學榮譽院士）
講題：「拓展國際業務：居港潮籍商人營商策略」
．奚曉珠小姐（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講題：「醫療共同體：疫情下香港醫療集團的發展」

貿交往的重要橋樑。他們又提出，當代企業家可以多
參考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商人，特別是潮籍商人奮
勇向前、勇於開拓的創業精神；而年輕企業家則可以
多運用新科技，發展或振興業務。
座談會暨新書發布會以現場和視像參與方式舉行，有
50多位公眾人士和中學通識教育科、經濟科、歷史科
科目主任參加。區博士說，有出席的教師表示，可以
把各位講者的演講內容，如潮籍商人創業、投資和拓
展業務的經驗，結合科目的相關知識，帶入課堂。

．吳泰榮博士（ECI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行政總
裁、EC InfoTech Limited主席）
講題：「連繫內外：:疫情下香港資訊企業的發展」

．區志堅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香港潮籍商人對香港的貢獻：以呂明才先生、陳偉南先
生、陳有慶先生等為例」

區志堅博士對《樹仁簡訊》記者表示，香港潮籍商人營商甚為勤奮，勇
於創新，發展出不同的營商策略，為宗族、香港和國家的多方面發展作
出了重要的貢獻。
區博士又說，在講座中，各位講者談及在新冠病毒疫情下，潮商在中醫
藥、醫療及醫護服務、資訊、數碼科技等行業，成為中國內地與海外商

區博士表示，香港潮
籍商人營商甚為勤
奮，勇於創新，發展
出不同的營商策略，
為宗族、香港和國家
的多方面發展作出了
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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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系與香港考古學會合辦
「認識潛水、水下考古與教育」講座

蔣白浪先生。

區志堅博士(前排左1)與講者計巍巍博士(前排左2)、蔣白浪先生(前排右2)、杜智
禮先生(後排左3)和出席講座的本地考古界人士合照。

數碼考古學和水下考古（underwater archaeology）越來越
受到各方關注。在中國，華南沿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有繁盛的海
上貿易，運送瓷器等出口貨物的商船沉沒後，遺下大量珍貴水
下文物，2007年南宋商船「南海一號」成功打撈出水，成為
全球關注焦點。

水下考古裝備。

香港水域的海底也藏有不少文物，多年來，香港考古界和潛水界及古物古蹟
辦事處，不時與內地考古界合作，展開水下考古發掘。為推廣考古學知識和
慶祝樹仁大學50周年校慶，歷史學系於2021年5月22日，與香港考古學會合
辦「認識潛水、水下考古與教育」講座。
講座在樹仁大學研究院綜合大樓的演講廳以現場出席和網上出席兩種方式舉
行。主講者包括：香港考古學會署理主席計巍巍博士、中國香港水下考古文
化研究會主席蔣白浪先生、中國香港水下考古文化研究會副主席杜智禮先生
和香港水下考古工作者黃定國先生。講座主持人由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區志堅
博士出任。
參加者除了樹仁大學師生和考古界人士外，還有30多位中學中國歷史科和世
界歷史科科目主任。
講者除了介紹水下考古發展、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重大發掘成果外，也談及水
下考古如何補足對宋代至清代歷史研究，以及如何充實中學中國歷史科的課
題。
講者在會場展出多種水下考古裝備和最新設備，並介紹衛星導航和電子水下
考古測量等技術。
講者希望未來可與歷史學系合辦更多考古學講座，向學生和公眾推廣考古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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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智禮先生(右)介紹水下考古設備。

講者希望未來可與
歷史學系合辦更多
考古學講座，向學
生和公眾推廣考古
知識。

Research 學術研究

Dr. Alex LI’s research on the aftereffect of time adaptation
with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Dr. Alex LI stands beside the rTMS equipment. 在李允安博士身傍的是重複
經顱磁刺激(rTMS)儀器。

Project name: Is time perception band-pass filter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aftereffect of time adaptation with rTMS
Funding scheme: Faculty Development Scheme, Competitive Research Funding Schemes for the Local Self-financing Degree Sector (2020/2021),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Funding awarded: HK$944,962
Principal Investigator: Dr. LI Wang-on, Alex (Head, Department of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Funding period: 24 months

According to Dr. LI Wang-on, Alex, subjective time perception
depends on the physical time experienced and is modulated by
a se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Recently, a time adaptation
aftereffect has been reported after presenting stimuli of similar
duration repeatedly to participants. As a result of repeated exposures to the stimuli of similar durations, subsequent perception
to duration slightly similar to the adapted duration was repulsed
away.
A Channel Based Duration model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e time adaptation
aftereffect. It specifically hypothesised that the perceptual mechanism of time
is band-pass tuned to various durations. Time adaptation is a result of the recalibration of the mechanism. Adapting to a certain duration repeatedly and
specifically would change the reactivity of that channel. Therefore, subsequent
perception is affected. This proposed mechanism is similar to other sensory
adaptation models, while the changed reactivity is argued to be a change in
activities or their gain control. The reported bandwidth of the channels is much
finer than the common debate of time perception that sub- and supra- second
perception is governed by different mechanisms. Further, there is supportive
evidence that the adaptation extends across the sub- and supra-second range.

Dr. LI said time adaptation paradigm allows researchers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time perception with a new perspective. Existing theoretical
models of time perception are usually continuum
models without channels tuned to different durations, though there is a long debate concerning
the neur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sub- and supra-second perception. The Channel Based Duration model proposes a further sub-division of the
neural mechanism. He and his team propose to
test the sensitivity changes with a time bisection
task and the potential aftereffect after adapting
to duration across different channels. Specifically,
the Channel Based Duration Model would predict
an enhanced sensitivity and no repulsion aftereffec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resul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Channel Based Duration Model and
can be explained by a continuum model without
neurons specifically tuned to durations. Besides,
the present study use an additional time production task attempt to reduce a potential bias resulting from presenting a reference duration after the
adaptation phase.
According to Dr. LI,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study
will examine the time adaptation effect with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
A previous rTM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a double-dissociation of sub- and supra-second that they
were perturbed by applying rTMS to cerebellum
and 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DLPFC),
respectively. Most theoretical models argue for
a comparison with a mental reference or a prior
probability in making timing decision. Dr. LI and
his team hypothesize that a time-adaptation setup
would allow us to study whether the rTMS perturbation is a result of a change to this mental reference of time or the timing process. For instance,
they would examine whether applying rTMS to
rDLPFC would interference the time adaptation aftereffect of sub-second. The production of sub-second would be unaffected if rTMS specifically influence the mental reference or the prior probability
in the supra-second regions, but its influence in
supra-second production task will retain. Another
similar hypothesis with the cerebellum can also be
formulated. A control condition with sham stimulation and a rTMS without adaptation condition will
be administered for comparis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nditions will be rando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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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I said the result of the proposed study would provide evidence 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ime perception, in particular, whether the mechanism is tuned
to different dur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rTMS study will provide evidence whether
the rTMS effect is state-dependent and related to the neuronal state after adaptation.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will shed light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ime reference.

李允安博士的時間適應研究：
重複經顱磁刺激產生的後效應
項目名稱：時間感知是否會因應時間長短而有所不同？使用rTMS研究時間適應的後效應
資助來源:研究資助局2020/2021年度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 – 教員發展
計劃
資助金額：HK$ 944,962
首席研究員：李允安博士（輔導及心理學系系主任）
項目年期：24個月

重複經顱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英文簡稱rTMS，又譯作反覆性穿顱磁刺激）作用的研究，
是腦神經科學的熱門課題之一。在醫學界，它可用來治療抑鬱症等
病症。輔導及心理學系系主任李允安博士今次的研究項目，則利用
rTMS探討時間感知(time perception，又譯作時間知覺)及其後效
應（aftereffect)，並冀望從中了解認知過程中的計時機制。
據李博士表示，人對於時間的主觀感知，除了取決於所經歷的實際時間外，也會
受一些內部和外部因素影響。最近一些研究報告指出，當重複被時間長度相近的
影像或聲音刺激時，實驗參加者會產生時間適應（time
adaptation）及後效應
(aftereffect)，即參加者在之後對時間的感知，會與實際的時間產生差距。有研
究人員提出「頻道基礎時間模型」（Channel Based Duration Model）來解釋
這種時間適應後效應。該模型假設，人的計時機制可以因應不同的時間長短來校
準。這機制與其他感知適應（sensory adaptation）模型相似，即是能改變自身
的反應來從新掌控對周遭環境的認知。
現有的時間理論模型通常是具有連續性，即不會因時間的長短而作出不同的反
應。「頻道基礎時間模型」則細分了腦神經系統對於不同時間長短的反應，李博
士及其研究團隊在第一階段研究中，測試了參加者適應不同時間長度的刺激後的
潛在後效應。他們會研究數據是否支持「頻道基礎時間模型」的預測，或數據可
否用連續性模型作解釋。
在研究的第二階段，李博士及其團隊會研究重複經顱磁刺激(rTMS)對時間適應
後效應的影響。在之前的rTMS的研究發現，通過分別在小腦(cerebellum)和右外
側前額葉皮層（righ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簡稱rDLPFC）上應用
rTMS，會分別對較短時間（短於1秒）和較長時間（長於1秒）的感知有不同影
響。而大多數理論模型都主張在感知到一段資訊並決定其時間的長短之前，需要
與另一個在記憶中的參考時段作比較。李博士及其團隊假設rTMS會干擾該參考
時段或感知的過程。例如，用rTMS刺激rDLPFC，是否能干擾參加者對1秒以下
的時間適應後效應。若果該干擾只影響對時間的感知過程，但不影響記憶中的參
考時段（reference)，那只會影響時間適應後的目標。反之，若果rTMS會影響記
憶中的參考時段，那所有與時間有關的任務皆會受到影響。團隊也提出了另一個
針對小腦的類似假設，即是比較在有沒有時間適應下，rTMS對時間感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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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lex LI stands beside the rTMS
equipment. 在李允安博士身後的是重複經
顱磁刺激(rTMS)儀器。

據李博士說，研究結
果將為腦神經科學中
的計時機制提供新的
數據，尤其是該機制
是否分為長短時間，
而研究結果也將有助
於闡明時間如何表達
在認知之中。

據李博士說，研究結果將為腦神經科學中的
計時機制提供新的數據，尤其是該機制是否
分為長短時間，而研究結果也將有助於闡明
時間如何表達在認知之中。此外，rTMS研
究的結果將提供證據，驗證rTMS效應是否
為狀態依賴性的，並且與適應後的神經元狀
態有關。

IAO 工作實習

胡佳賢博士。

經融系將新增金融科技實習職位
經濟及金融學系(經融系)將新增金融科技(FinTech)實習職位，以
切合專修金融科技課程學生的需要，並為專修經濟及金融學課程的
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實習機會。
金融科技實習職位
負責處理學生實習事宜的經融系副教授胡佳賢博士對《樹仁簡訊》表示，經融系
在2020/2021學年開設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課程，第一屆同學在兩三年後便
可參與實習。因此，學系有必要由現在開始，加強與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服務公
司的聯繫，以尋找金融科技實習職位。而加入金融科技實習職位，也能為修讀經
濟及金融學（榮譽）文學士課程的同學，提供更切合金融行業發展和多元化的實
習機會。
經融系的實習科目在2016/2017學年開始設立，初期供四年級同學在上學期選
修，後來擴展至下學期也能修讀。每個學期提供的實習職位有15-25個。同學
須完成120小時的實習工作。不過在2020/2021學年，實習科目因疫情持續而暫
停，預計在2021/2022學年重開。
根據經融系規定，選修實習科目的同學，累積平均積點須達到2.3或以上，並須
完成修讀Basic Microeconomics和Basic Macroeconomics兩個科目，兼且取得
C級或以上的成績，部份實習職位更要求有良好的兩文三語能力。
胡博士表示，實習職位來自不同行業，包括保險公司、投資公司、金融數據分析
公司、培訓公司、移民公司、公關公司、餐飲集團、零售企業、紅酒銷售公司、
會計師事務所、醫療用品公司、高級浴室產品製造公司和社會企業等。在物色實
習職位時，學系會與合作機構做好溝通，務求實習工作性質與學科相關。例如在
投資公司，同學除了到研究部門實習外，也會在股票和債券部門處理行政工作。
在金融保險公司實習的同學，主要做研究分析和行政工作，不會參與產品銷售。
又例如有同學在手袋零售公司實習，參與行政及網上宣傳設計工作，不會被安排
去賣手袋。

面的，包括增加對職場的認識，接觸不同
行業的專業人士和客戶，及提升溝通技巧
等通用能力（generic skills）。

正考慮安排三年級暑假實習
據胡博士表示，學系正考慮把實習提前至
三年級暑假進行，原因是過去數年都有僱
主提出希望同學可以連續地上班實習，而
非每周上班一兩天。另外，提早讓同學參
與實習，也可避免在四年級下學期實習時
一旦出現問題而影響同學畢業。

胡博士表示，參與實
習的好處是多方面
的，包括增加對職場
的認識，接觸不同行
業的專業人士和客
戶，及提升溝通技巧
等通用能力(generic
skills)。

雖然部分實習職位並非來自金融服務業，但胡博士表示，參與實習的好處是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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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chievements 學生成就

Piaf說:「《擊戰》導師、
樂隊One Promise的
Anton Fung曾說，打鼓
如做人，你在練習前寫下
今日練些什麼，便有了方
向。」

羅巧頎《擊戰》後譜寫人生新篇章
新聞與傳播學系二年級同學羅巧頎（Piaf）因入選ViuTV
女鼓手打鼓比賽節目《擊戰》，一下子進入了本地鼓界、
音樂界、音樂愛好者、ViuTV觀眾和香港市民的視野。Piaf
雖然未能晉身決賽或贏得任何獎項，但這次征程提高了她
的知名度，擴展了她在音樂界的人脈，並為她帶來了不少
演出和兼職機會。Piaf希望可以利用她在新傳系學到的知
識，為未來的音樂事業創造更多可能。
Piaf接受《樹仁簡訊》訪問時表示，她自小很喜愛音樂，幼稚園時已被
教會邀請參加詩歌班。最先接觸的樂器是鼓，之後也接觸過單簧管、結
他和鋼琴等，但對打鼓情有獨鍾。幼稚園時期打的是非洲鼓，小學時期
打中國鼓，中學時期打爵士鼓。
據Piaf說，她一向不太看重音樂分級考試，對考獲高級別者的演奏能力
存有懷疑。中學時期曾參加過一次流行鼓五級考試，但不合格，這使她
更不喜歡參加這種分級考試。
升讀中五那年，Piaf很想離開香港到美國學習音樂，最後她拿到獎學
金，到俄亥俄州一間學校就讀。一個學年的愉快學習時光轉眼快要結
束，由於獎學金僅僅足夠應付一年的開支，所以她在申請當地院校的音
樂學士學位課程的同時，也忙於尋找獎學金。Piaf沒有高級別的音樂考
試成績，但憑藉她優異的即場演奏，她得到Marietta College的錄取。
不過，由於沒法拿到較高金額的獎學金，家裏也沒能力負擔她在美國的
開支，Piaf唯有在2019年暑假回港。當時有朋友提議她報讀樹仁大學，
她看過課程介紹，感到新聞與傳播課程較為合適，因為自己除了音樂
之外，也喜歡寫作和影視製作，於是拿出自己的中五校內成績表，以及
Marietta College的錄取通知，申請入學。
今年5月，ViuTV製作節目《擊戰》，Piaf初期沒有打算參加，但在友人
的推動和鼓勵下，她最後決定報名參加。
「那天我接到通知被選入10強，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因為我沒有考取較
高的打鼓級別，而且是一個新人。」Piaf說。
20歲的Piaf，是比賽中最年輕的參加者，她與吳卓曦和許樂媛（Karen
Hui）等資深鼓手被編為一組。她形容自己很幸運，能夠近距離觀看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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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f獲邀請在6月一場演唱會中擔任其中一個環節的
鼓手。

卓曦打鼓，能夠與他們二人交流並向他們學習。吳卓
曦是獨立樂隊「雞蛋蒸肉餅」的創團鼓手，有非常豐
富的表演經驗，也到過美國等多個海外地方演出。
而Karen Hui則曾代表香港參加外地比賽，並獲得獎
項。
《擊戰》結束後，觀眾或許會漸漸把Piaf遺忘，但鼓
界和音樂界則仍然注視着她，不時邀請她在音樂會和
演唱會中擔任某些環節的鼓手，也有機構找她開班教
小朋友打鼓。
「參加《擊戰》，讓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擴闊了
我在音樂界的人際網絡，帶給我不少演出機會和兼職
工作，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擊戰》導師、樂隊One
Promise的Anton
Fung曾說，打鼓如做人，你在練
習前寫下今日練些什麼，便有了方向。做完一件事，
再做下一件，就能達到目標，這對我很有啟發性。」
Piaf說。
談到在新傳系的學習，Piaf說，她喜愛影視製作，希
望可以把學到的知識和技巧，應用於製作自己的演出
短片，在社交媒體中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她也希望將
來可以利用學到的公關、廣告和社交媒體知識，擴展
自己的音樂的接觸面，為未來的音樂事業創造更多可
能。

Around the Campus 校園紀事

男子手球隊大專盃晉級八強但無緣準決賽
教練及隊長指球員要學習調整心態

樹仁球員飛身向對手嶺南手球隊的龍門射球。

樹仁男子手球隊在6月舉行的大專盃第一場比賽中旗開得勝，
擊敗嶺南手球隊，晉級八強，但之後3戰皆北，最後在9隊參賽
隊伍中以第八名完成賽事，而其中兩場比賽的淨失球數字，並
未能達到賽前定下少於15球的目標。教練形容球員在調整心態
等多方面，上了寶貴的一課。
樹仁手球隊第一戰於6月5日對嶺大手球隊，比賽在九龍塘聯校運動中心舉
行，結果以20比15勝出。
隊長陳毓聲對《樹仁簡訊》記者表示，隊員賽前普遍認為這是一場「六四之
爭」，因為本學年球隊加入了4名有一定實力的新人，當中有本地聯賽乙組
球員，也有中學校隊成員。賽前教練特別訓練了「侵略性防守」戰術和射球
技術，增強了大家的信心。
「賽前我們士氣高昂，特別是我和其他4年級隊員，因為這是我們最後一次
代表樹仁參加大專盃賽事。上半場我們以9比7領先嶺大。下半場我們能夠把
握對手的失誤，加上賽前練習對準4隻角射球又產生很好的效果，所以最後
擊敗對手。賽後我們十分興奮，因為這是我們3年來在大專盃贏得的第一場
勝仗。」陳毓聲說。

晉級八強
樹仁手球隊之後晉身八強淘汰制賽事。第一戰的對手是實力強勁的理大手球
隊，6月6日開打。樹仁手球隊以6比38大敗，淨失32球。之後跌落負方，與
科大手球隊角逐參加第五和第六名排名賽的資格，結果以19比25敗陣。第三
場比賽是與港大手球隊爭奪第七名排名賽，結果以14比32落敗。今屆賽事最
後由理大手球隊獲得冠軍。
陳毓聲說，大敗於理大手球隊是「意料之內」，因為對方的球員全都是香港
代表隊或本地聯賽甲一組球員。他們的球技和比賽態度，都值得隊員學習。
與科大手球隊之戰，陳毓聲形容雙方實力「不相伯仲」，但因為不少隊員臨
場發揮不好，打不出自己的節奏，結果以6球之差落敗。「我想因為不少隊
員求勝心切，進攻時過急，連帶射4隻角的技術也無法發揮出來。」

心理包袱

樹仁手球隊教練陳冠諺先生。

揮。另有部分球員在比賽末段眼看無法拉近失球
數字，士氣低落，結果被對手進一步拋離。
他說：「在賽後的檢討中，大家同意要在比賽
心態上多作改善。而我則希望球隊將來可以繼續
加緊練習，特別要針對已知的問題，以爭取好成
績。」
教練陳冠諺先生對《樹仁簡訊》表示，總體來
說，他對球隊的表現感到「喜出望外」，因為已
達到晉級八強的目標。雖然有比賽淨失球超過15
球，但面對理大這樣的強隊，戰果也屬合理。
他說，隊中大部分球員比賽經驗不足，希望通
過今次賽事，提高隊員的臨場應變能力和心理質
素。「球員在輸給理大後進入排名賽，心態有了轉
變，很想贏波，因而進攻和防守時比較心急，不
但發揮不出應有水平，失誤也有增加。我相信他
們在今次賽事中不但吸收了比賽經驗，也能學習
如何調整心態。值得一提的是，理大手球隊面對
樹仁這支較弱的隊伍時，沒有輕視對手，由頭到
尾都落力比賽，這種比賽態度值得同學學習。」

不應洩氣
對於部分球員被對手拋離後士氣低落，陳教練的
看法是，球員在一直落後到尾段洩氣，是正常現
象。「但落後四五球又是否真的沒有可能扳成平
手呢？我希望球員在今次比賽中，學習如何面對
不同的比賽狀況，不論在領先抑或落後，都能調
整心態，打好比賽。」
據陳教練表示，球隊14名球員中，佔半數是4年
級同學，他們將要離隊，希望新學年會有數目
大致相同的新人加入。而為了增加球員的比賽經
驗，他會安排球隊參加其他公開比賽。

對港大的第七名排名賽，球隊淨失球達18球之多，對此，陳毓聲解釋，賽前
部分隊員仍然想着敗於科大一仗，放不低在比賽中自己的失誤，因而影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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