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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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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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諮詢服務及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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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升學博覽會(School-Expo): 樹仁非常樂意參與由各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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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大學校園參觀: 樹仁大學誠意邀請師生們親身來到本校園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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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模擬大學入學面試工作坊: 樹仁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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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升學及興趣專題講座（可選擇到校 或 線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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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專題講座 : 為了提升中學生對不同學科之興趣，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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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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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thematic-talks-2021-22-booklet/mobile/index.html。閣下可雙點擊文字部份以放大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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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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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仁大入學資訊日 2021 

 本校將於 2021年 11月 6日(星期六)舉行「仁大入學資訊日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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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免費即場報名等相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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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第 1c至 1e項活動 各中學可以選擇「到校」(即在貴校校園內進行)，或線上形式進行。

煩請回覆時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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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樹仁大學 

謹啟 

2021年 9月 15日 

電話﹕2806 7324 

電郵﹕admit@hksyu.edu 

網頁 (招生處)﹕uao.hksyu.edu

mailto:whkwok@hksyu.edu
https://uao.hks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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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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校升學博覽會(School-expo) 

 

1b. ☐ 樹仁大學校園參觀活動 

 本校每次參觀可容納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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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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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學生年級:  預計出席人數: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學生年級:  預計出席人數: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學生年級:  預計出席人數:  

講座形式﹕ □ 到校  □ 線上 （請選取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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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升學及興趣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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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媒體設計及虛擬實境科技 □ 工商管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與應用心理學) 

□ 法律與商業學 

□ 經濟及金融學 □ 金融科技  

 

  如不便安排升學講座，是否需要本校升學資料？  □ 是 (    份)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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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資料詳情﹕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學生年級:  預計出席人數:  

講座形式﹕ □ 到校  □ 線上 （請選取適用）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學生年級:  預計出席人數:  

講座形式﹕ □ 到校  □ 線上 （請選取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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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 其他活動 

 

 

2. ☐ 仁大入學資訊日 2021 
本年度仁大入學資訊日為 11月 6日(星期六)。本校會於舉行資訊日前向貴校寄送資訊

日場刊及其他宣傳資料，並會為貴校學生預留講座座位。 

 

日期: 06/11/2021 

時間: 1000 – 1500（待定） 

預計出席人數:  

日期(日/月/年):  時間:  

地點:  活動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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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學及其前景 
Your future prospect after achieving an accounting degree 

工商管理學系 

講座編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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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常生活中的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Everyday life 

講座編號(4) 
經濟學與人生  
Economics and Life 

法律與商業學系 

講座編號(5) Getting to YES 
 

文學院 

中國語言文學系 

講座編號(6) 中國文學與生活之間 

講座編號(7) 香港文學寓言：淺談西西「肥土鎮」系列小說 

英國語言文學系 

講座編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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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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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國飲食文化的特色和演進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ood culture 

 
  

新聞與傳播學系 

講座編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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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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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院 

輔導及心理學系 

講座編號(12) 
正向科技使用 
Positive Use of Technology 

講座編號(13) 正向教育: 在人生的苦與甜中成長 
Positive Education: The Bitter-Sweet Ambivalence of Personal Growth 

講座編號(14) 
社會心理學之日常 
Social psychology in our daily life 

講座編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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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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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長者與我何干? 
Is ageing my business? 

社會學系 

講座編號(18) 
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講座編號(19) 
解構港式奶茶 
Heritagization of Milk Tea: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Place-making in Hong Kong 

註﹕學校需提供電腦與投影器  
Remark: A set of computer and projector is requi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