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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通訊 
COMMERCE NEWSLETTER 
第 1 期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2020-21 academic year, the Faculty of Commerce had      
arranged six seminars with various commerce and academic themes, in both modes of face-to-
face and online meeting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copyright issues, selected video clips 
were ready for viewing. Students are very welcome to watch these videos and review the semi-
nar   highlight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the Faculty will organize 
even more seminars in different topics for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current business practices. 

“電商之難”  

依時隱形眼鏡 

行政總裁 余康廉先生 

“Space Tourism, Space Commer-
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ace Law” 
Professor Yun Zhao, Head of Department of Law,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未來金融業的新方向：金融科技”  

富邦銀行 高級副總裁兼投資主管  

Mr. Chris Tang  

“Digital Marketing + Fintech Development  
during COVID-19 Situation and Going Forward” 
Dr. Louis Poon, Vice Chairman, CIM HK 
Miss Sherry Shi, Vice Chairman, CIM HK  

“Digital Marketing: Online vs Offline” 
- Mr. Jaguar Chan, Director, Halo Offer 
- Miss Angel Leung, Director, 
  Lips Communication & Chill Health 

-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iscovery” 
  Mr. Michael Yuen, Manager, Document Review  
  Services,  Epiq Systems, Inc. 
- “Smart City and Law”  
  Mr. Nick Chan, Partner, Squire Patton Bo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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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Competition 2020–21 
 
  

 The preliminaries of the 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Competition 2020-21 (“Competition”) 

were held on 21 and 28 November 2020 respectively with great successes for all at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Institute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the former Fanling Magistrac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eams for advancing to the quarter-finals. 

  

 The 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organizes 

the Competition every year, and the Department 

of Law and Business of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KSYU L&B”) start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Association in 2019. The Competition 

aims to provide loc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in mooting and mock trial com-

petitions, allowing them to understand how justice is administered in Hong Kong. It consists of preliminaries,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and finals. In the preliminaries, students from participating school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whole trial process. They played different roles, such as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and 

called witnesses on their behalf or cross-examined witnesses of their opponents. During the mock trial, teams 

showed not only good preparation but also many 

individual students stayed calm and performed 

well.  It is impressive to see what they have 

achieved in just two days.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

tude, in addition to the student helpers from L&B, 

to the tutor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coaching 

secondary school teams. They were law students 

from the Faculty of Law of CUHK, the Faculty of 

Law of HKU, the School of Law of HK CityU and 

the Faculty of Law of Oxford University respec-

tively. All of them have made a tremendous contri-

bu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preliminaries. 

 

 We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round of the 

Competition. The semi-finals and finals will hope-

fully be held on the HKSYU campus if the corona-

virus pandemic improves. Will post you all posted.  

學生成就 Student Achievements 

Witnesses (played by the law students) were cross-examined by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Students played the roles of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cross-
examining witnesses in the mock trials. 
  

  
Students from L&B played the role of court cle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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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職場之－: 「傳統」金融服務 

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服務業理所當然是一個提供就業機會的主要行業。無論是剛畢業的同

學，或是經驗豐富的老手，只要是學得其所，機遇可謂俯拾皆是。有志從事金融服務行業的同學，首先必須認

清自已想走的大方向，繼而作一些初步的職業生涯規劃，無論選擇是否涉及專業資格考試，釐定學習目標同樣

重要，因為知識要與時並進，不斷更新。對剛畢業的同學而言，三至五年的規劃是恰當的。因為這正好是一般

考取專業資格所需的時間，萬一同學發現有更適合自已的選擇，到時也可重新規劃。不晚。 

 

首先，金融界是由多個性質不大相同，但又可互補的行業組成。與一般普

羅大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包括我們熟識的銀行、保險公司、股票行、財

務信貸、和黃金期貨機構等。這些服務業，歷史悠久，可說是傳統的金融

行業。另外有一些日常比較少與市民直接接觸的金融機構，如投資銀行

（簡稱「投行」）、再保險公司、機構的外匯和債卷買賣等。所有這些機

構，從歷史的角度，也可被視為傳統的金融機構。而 近十數年間崛起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科技，除了給傳統的

金融服務業帶來挑戰，促使它們以更快的腳步，不斷引入新科技以保持或提高競爭力。對職場來說，金融創新

和金融科技也迎來新的就業機會，此點顯而易見。 

 

 後一提，不管是服務一般消費者或機構客戶的傳統金融機構，都有一些共通點，如對風險特別敏

感、注重合規和監管、注重培訓、內部晉升和同行挖角是主流（行外中途加入機會不大）。有興趣從事金融

服務業的同學要注意。至於新興的金融創新和金融科技行業，將會在下期討論。  

 

作者: 雷慧青先生 

 

老師分享  Teacher’s Sharing 

專欄小前言 

“老師分享”一欄將每期隨機刊登商學院不同教授或教師的分享，內容涵蓋生活百

科、學術研究、行業動態、專業資格等，望能為各位讀者帶來一點啟發和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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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吃得更健康？ 

 

跟很多想減肥的人一樣，總戒不了

口。看著眼前這盤沙律，總是覺得對

面的炸豬排美味得多。 

 

怎樣才可以吃更多健康餐？看著這份

雞胸肉雜菜沙律，我忽然有了一個想

法。替它改個名字，會不會變得更吸

引？例如是… 
 

含豐富蛋白質和纖細，增肌降脂雞肉

沙律？ 

還是無添加激素有機雞肉蔬菜沙律？ 

還有，揉合燒烤風味和清新芳香的雞

肉蔬菜沙律？ 

 

看來好像好吃了一點嗎？ 

 

其實這是消費者心理學常用的框架效

應 Framing Effect。所謂框架效應，

是透過改變說法，移動了看事情的框

架，去導致了不同的決策。簡而言

之，換個名字，就可能變得不一樣。 

 

原來在 2017 年史丹福大學在一項超過

兩萬人的研究中發現，同一款食品，

描述的方式改變，就會導致人們吃得

更多。 如果把健康食品用較為讓人享

受的方式去描述（例如是美味多汁香

甜的紅菜頭），會比強調它的好處

（讓你越吃越年輕的紅菜頭）、強調

它沒有不好的東西（沒有農藥的紅菜

頭）或不作任何描述，更能吸引人進

食。 

 

所以下次不要對自己說，吃這個這很

有益健康，試試想像一下它怎樣美味

吧！ 

 

不好，我現在滿腦子都是炸豬排的爽

脆和肉香，烤雞雜菜沙律又再次被打

敗了。  

作者: 伍志豪博士 

老師分享  Teacher’s Sharing 

校友分享  Alumni’s Sharing 

我叫李卓宇，來自四川成都。七年前，我來到香港樹仁大

學修讀法律與商業榮譽商學士，從此展開了我在香港的全

新生活。選讀法律與商業專業是因為從高中時期我就非常

向往以法治和自由著稱的香港社會，並勵誌要到香港修讀

法律專業。 

剛來到樹仁大學時，我的英文水平比起本地的學生要遜色

很多，所以在閱讀英文案例時困難重重，我因此陷入緊張

和焦慮，但幸運的是法商系老師學識淵博又和藹可親, 對我

幫助良多，使我閱讀英文案例的能力不斷精進，不到一年

的時間，我已經完全適應了閱讀英文案例。 

接下來的四年裡，我的成績突飛猛進，特別是到了大三的

時候，每一學期的績點都不低於 3.5， 終以一級榮譽的成

績畢業。法商系的每一門課程都分為大課和研討課；大課

即是由老師面對全系的同學講解法律原則，而研討課即是

讓我們將大課所學的法律原則適用到模擬的案件上。研討

課是小課制，全系的同學被分為十人一組，分批上課，因

此老師們對每一個學生都是親自指點，無微不至，可以說

每一次的研討課都令我獲益匪淺，醍醐灌頂。 

在樹仁大學的這四年中，我幾乎全面地掌握了香港的普通

法體系和大部分的實體法律，這讓我理解了普通法如何在

香港運作，也讓我感歎法治對一個社會的正義來說有多麼

重要。 

在樹仁大學修畢法律與商業專業後，我被香港城市大學錄

取修讀法學碩士學位。憑借我在樹仁大學時老師們對我的

悉心教導和我四年裏積累的學習經驗，我在碩士課程中如

虎添翼，應對自如，因此成績名列前茅， 終以優異等級

畢業。後來，我又被香港中文大學錄取修讀法律博士課

程，成績也非常令人滿意。今年，我開始進修法學專業證

書課程，這是在香港要想成為執業律師的必經之路，需要

在法律博士專業中名列前百分之四十方可入學。在這一系

列的法律進修之路中，我認識到樹仁大學的課程給我打下

了堅實的基礎，使我在之後的進修當中得心應手，左右逢

源。 重要的是，在樹仁大學我學到了非常珍貴的學習方

法和經驗，例如如何做課堂筆記，如何研讀案例，如何準

備考試資料，這使我即使畢業以後也不斷獲益。 

經過這七年的學習，我對法學的興趣漸入佳境，我開始喜

歡上法學學術研究，因此我決定修畢法學專業證書後繼續

修讀法學博士學位，專注於自己喜愛的法學話題。現在想

來，我非常慶幸我在內

地讀完高中後決定來香

港樹仁大學修讀本科課

程，這幾乎改變了我的

命運，使我走上了法學

研究的道路，能夠因此

實現自己對於自由法治

的抱負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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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明報升學網 (https://jupas.mingpao.com/) 

 

公司秘書角色重要 發展前景佳 

2020 年 11 月 3 日 

公司秘書在企業中扮演重要角色，既是董事局與管理層

之間橋樑，亦要肩負監察把關的工作，確保各部門的營

運合規守法。潘雅妍（Katherine）現於大型公用事業

機構任職公司秘書主任，她形容公司秘書是一門專業，

工作既有挑戰性，又有滿足感，而且具有良好晉升階

梯，適合年輕人發展個人事業。  

 

潘雅妍形容，公司秘書

在企業中扮演重要角

色，工作既有滿足感又

具挑戰性。 

Katherine 中學時唸商

科，立志日後在商界發

展。中學畢業後，她入讀香港樹仁大學（仁大）工商管

理學（榮譽）學士課程，專修企業管治。Katherine 憶

述，當年本地大學之中，仁大是開辦有關企業管治課程

的少數院校之一。她留意其課程新穎，加上獲香港特許

秘書公會認可，畢業後可報考該會特許秘書的專業資

格，有利事業發展，因而吸引她報讀。  

 

公司秘書責任重大  

不過，Katherine 坦言 初對公司秘書認識不多，跟很

多人一樣分不清楚公司秘書和一般秘書的職責，以為同

樣都是老闆的助手。課程讓她明白公司秘書職能的重要

性，其角色猶如企業董事局和管理層之間的溝通橋樑，

亦要負責監管公司的營運。「一間公司的『生老病死』

其實也關公司秘書的事。」Katherine 解釋，「生」是

指成立公司，需要公司秘書處理條文；「老」代表公司

易手，董事局變更，相關手續由公司秘書負責；「病」

寓意公司秘書要為企業把關，確保各部門營運合規守

法；「死」是指公司倘若倒閉結束，公司秘書要參與善

後工作。所以，公司秘書是一個專業崗位，每間企業都

需要。由於其工作涉獵範圍廣，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

識，除了一般工商管理知識外，還要熟悉會計、公司法

和上市條例。Katherine 在學期間曾到本地一家公司秘

書龍頭企業實習，親身體驗行內實際工作情況， 難忘

是替客戶企業製作年報。「整個程序由草擬及撰寫到排

版和校對，全部由我們負責。由於資料不能出錯，所以

額外小心，猶如親生孩子般看待。」Katherine 形容，

過程雖然艱辛，但看到成品出版覺得很有滿足感。除了

實習外，她亦曾參

加香港特許秘書公

司公會的學生大使

計劃，認識不少業

內人士，加深對行

業的了解。透過大

學舉辦的招聘會，

Katherine 尚未畢業

已收到公司秘書服務

公司提供的聘書。  

 

行業長青 人才需求殷  

大學畢業後，她在該公司任職了三年，後來轉到大型公

用事業機構擔任公司秘書主任。她表示，無論是公司秘

書服務公司或企業公司秘書部門都渴求人才，即使經濟

市道起跌也不太影響人才的需求。Katherine 為了自我

增值，積極利用公餘時間進修，攻讀專業會計及公司管

治碩士學位，並取得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特許秘書專業資

格。她表示，公司秘書專業有完善晉升階梯，畢業生以

公司秘書助理為起步點，逐步晉升至主任和經理職級，

以至擔任公司秘書部門主管。從事公司秘書工作需要良

好的語文和溝通能力、有耐性、善於搜集和整理資料，

還要懂得應變。 

展望未來，Katherine 表示會繼續在公司秘書專業發

展，汲取經驗，建立人脈，同時

累積資本，希望日後成立一間公

司秘書服務公司，拓展業務之

餘，為仁大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

會，助業界培育更多新血。  

 

 

潘雅妍小檔案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 ─ 企業管治

專修畢業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士 

．現於大型公用事業機構任職公司秘書主任  

原文請到以下連結: 

校友分享  Alumni’s Sharing 

潘雅妍大學畢業後致力朝公司秘書專業

發展，更取得香港特許秘書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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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通訊 (CommNews) "一題問卷"  
各位商學院同學: 

商學院為了加強與各同學之間的連繫，由本學年起會出版商學院通訊 (CommNews)。其中一個環

節是透過”一題問卷”這欄，收集並反映同學一些學習和生活的需要。現鼓勵同學們回答以下問

題，我們會在 CommNews 上展示統計結果。謝謝! 

 

問題: <<商學院通訊>>第一刊即將出版，你期望可在通訊刊內獲得什麼資訊？( 多選三項) 

歡迎聯絡我們!! 
《商學院通訊》歡迎香港樹仁大學商學院學生及教職員聯絡，向我們提出你期望《商學院通訊》將

來分享什麼類型或主題的資訊。建議採用與否，《商學院通訊》擁有最終決定權，並有權決定刊登

時間。來稿請附姓名、部門名稱及聯絡方法，寄香港樹仁大學《商學院通訊》。 

電話：(852) 2806-7342，電郵：commnews@hksyu.edu 

校園消息  Campus News 

宣布事項  Announcements  

多謝各位參與同學的意見~ 

 

下一期起，《商學院通訊》會加添

一些有關商界的消息和學術的趨

勢，增加同學閱讀的趣味。我們亦

會加添多一點網頁連結或二維碼，

讓同學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原文和

原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