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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50周 年
始於 1971 年，樹仁大學經歷五十載，
從書院至學院再正名為大學，
敦仁博物的辦學宏旨矢志不移，
格物致新的精神如清風常伴，
結成桃李滿天下，在社會卓然有成，

全心服務家國，傳承華夏仁愛，兼善四海。

樹仁大學 商學院 致上祝福

校園消息
Academic Week 2021 (P.2)
歡迎樹仁新同學

(P.3)

Hong Kong Interschool Mediation Tournament 2021 (P.6)
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Competition 2020-21 (P.7)
一題問卷

(P.14)

校友分享

老師分享
金融科技 雷慧青先生

(P.4)

雙方協議解矛盾 調解避免法庭見 呂哲盈博士
兩元就是兩元 沒有分別？伍志豪博士
會計學系
+852 2104 8217
csschan@hksyu.edu

(P.5)

(P.9)

工商管理學系
+852 2806

7342 / 2806 5193
ba@hksyu.edu

劉雙文 市場行銷

(P.10)

王鈺晴 人力資源

(P.11)

楊心怡 會計學

(P.12)

經濟及金融學系

法律與商業學系

+852 2806 5179
tktsui@hksyu.edu

+852 2806 5119
mslam@hks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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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Snapshots

Academic Week 2021
Tomorrow Now: Envisioning Your Career
in the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fter Covid-19
Organized by: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nquiry:

AM
10:00
-12:00

Venue

PM
2:00
-4:00
Venue

2806 7342 | ba@hksyu.edu

11 Oct
(Mon)

12 Oct
(Tue)

13 Oct
(Wed)

Where is the
office?

Working in the New
Economy under
the New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Settings

More Flexible or
More Regulated
in the Digital
Business World

14 Oct
(Thu)

15 Oct
(Fri)

Profit-making or
Non-profitmaking?
It is not a choice.
It is a responsibility.

RLG 208

LG 120

LG 120

H 303

Research Complex

Academic Building

Academic Building

R&A Complex

Design Thinking:
Grow Yourself
Creatively

Be a Value-Added
Employee

Prepare Your
Employability for
the Changing
Business World

Future’s Career
and Today’s Me

RLG 208

LG 120

LG 120

H 303

Research Complex

Academic Building

Academic Building

R&A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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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Warm Welcome
to all newly admitted students

歡迎樹仁新同學

Programme Orientation Days successfully held!!
◆

◆

◆

Understanding academic regulations, course selection,
IT systems & WebSIMS
Campus life sharing by senior students
Enrollment for membership of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sports team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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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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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職場之二

金融科技

雷慧青先生

金融創新和金融科技是泛指金融服務與資訊科技

那麼，金融科技這一領域有專才嗎？答案簡單直

互相結合所產生出來的一個領域，其應用空間遼

接，有。信貸、區域鏈和加密貨幣、監管科技、

闊，加上區塊鏈、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科技的迅

個人理財、開票和付款、保險、資本市場、財富

速發展，所以其產品或功能更能迎合，甚至改

管理、外匯交易和匯款、和房貸等，都屬於金融

變，我們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

科技的環節。這些類別的工作，在香港，在新加

在就業市場方面，區塊鏈和應用程式開發的資訊
科技專才，和相關的財務分析師和產品開發技術
員，是嬴家。合規、網絡安全、大數據分析、企
業文化管理、社交媒體和品牌設計、營運管理、
業務拓展、和市場推廣等專才，也是嬴家。
所以，從以上的工種，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行業的

坡，甚至在深圳，會有其市場。而在華爾街投行
工作的高級分析師（很多都擁有名校的物理學博
士學位），更是這一行的天之驕子，但在亞洲則
鮮有適合他們的工作崗位。所以，如同學希望投
身這一行業，平日應多留意其發展。
下期將會為同學提供一些找工作的建議。

技能需求所涵概的範圍，極為廣闊。因技術含量
較高，顧主的要求也比很多服務行業嚴格。一般
專業職位（如財務分析、營運管理），也必須對
資訊科技有基本的認識，反過来也是。至於從事
管理和後勤功能的職位，也必須對金融科技有基
本的認知，以便在工作崗位上，能作有效的溝
通。
仁大自2020年起開辦金融科技(榮譽)商學士課程。課程有4大支柱：財務、
科技、應用數據科學、經濟 + 法律 + 商業，為有志從事金融服務和金融技科
行業的青年人，打好知識基礎。 同學可於三四年級時到金融科技公司、保險
公司或資訊科技公司等，甚至到意大利、德國和英國等國家實習。更多課程
資訊可以到 : https://ef.hksyu.edu/Programmes/BCom-in-FinTech
#blockchain #startup #technology #finance #business #entrepreneur
#banking #innovation #FinTech #GameTheory #BigData #AI #Internship #HKS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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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tuned on L&B sharing hub!
When you heard about “Law”, does it sound
irrelevant to your daily life? Or is it too
complicated to understand? In fact, it is not.
Law is everywhere in your business and daily
lives!
In May 2021, the Law and Business department
established our IG account to engage ourselves
further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alongside with
the IG account is the soft launch of “LawB
sharing hub” which is also available on youtube.
LawB learning hub targets to regularly upload
short video to share with the public on how the
law could resolve day-to-day business issues.
Although we are not offering any form of legal

第 2 期

轉載自文匯報

advice, the answers provided in the video are
delivered in plain languages which shall give a
general direction of how the issues be
preliminary addressed in the context of relevant
law and regulation. The LawB Learning hub also
aims as a platform to further engage externally.
The department has invited HKSYU alumni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parties in relevant industry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Please visit our you-tube
channel or IG for latest updates!
Now please visit our youtube / IG!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on questions or guests who
could provide answers, please do reach out to
Mr. Samuel Law @ SwLaw@hksyu.edu.

Our Youtube:

Our I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1jPM-1lv0eaZLlbpPnjSIA

https://www.instagram.com/
hksyu_la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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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nterschool
Mediation Tournament 2021
One often hears the term “medi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What is “mediation”? Why is
it sometimes suggested that
“mediation” would be a better
alternative to the litigation process?
To promote the idea of “mediation” that helps
resolve a dispute through an amicable process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Department of Law and Business co-hosted the
first
Hong
Kong
Interschool
Mediation
Tournament (“Tournament”) online via Zoom
with the 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Association on 27-28 March 2021.

All teams enjoyed the Tournament, and this is the group
photo taken after the mock mediation sessions.

Membe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Tournament

This two-day Tournament aims at promoting
med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and competitive
games. We first introduced some basic
concepts of mediation and some basic
mediation skills applicable in everyday life to
around 40 participants from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through interactive lectures and
games on Day One. On Day Two,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apply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y had learned to the
hypothetical scenarios in the mock mediation
sessions. All participants were very proactive in
their learning and actively interacted with the
speakers. We are grateful to everyone for your
enthusiastic support and response, which have
definitel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is
event.
Hope to see you all again next year!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invited Ms. Sze Sze Yuen (second
from left), Dr. Wendy Lui (third from left), and Mr. Samuel
Law (first from left) to be the speakers for the Tournament.

We are honored to have some of the guest assessors come
to the campus to help assess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 in the Tourn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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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Competition 2020-21
cum Prize-Giving Ceremony was held with great success
“If each of you believes that the prosecution has
proved all the ca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n
you should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But if you believe
the prosecution has not done so, then you must find the
defendant not guilty.” The moot judge summed up the
case, guided the jury to the verdict, and then
concluded the 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Competition 2020-21 (Competition).
The Department of Law and Business collaborated with
the Hong Kong Schools Mooting and Mock Trial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to organize this Competition,
which has attracted around 29 second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this year. It aims to provide loc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in
mooting and mock trial competitions, allowing them to
understand how justice is administered in Hong Kong. It
consists of preliminaries, quarterfinals, semi-finals, and
finals. In each round, students have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whole trial process. They play different
roles, such as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and call
witnesses on their behalf or cross-examine witnesses of
their opponents.

Students from both sides were
making oral submissions.

A jury of seven was empaneled to determine the facts of the trial (left),
and they were deliberating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ia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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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ls of this Competition were held on campus at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on 25 April 2021. During
the
mock
trials,
participants
were
well
prepared to perform at their highest level. We were
impressed by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finalists, who can feel incredibly proud of what they
have achieved.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is Competition
will undoubtedly help all of them in pursuing their career
goals. The prizing-giving ceremony then took pla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nals. We were happy to have
more than 110 guests (including participa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joining this event.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as
preparing trophies for the
prize-giving ceremony.

Finally,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excellent organization of this
Competition. It went seamless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helpers from our Department and the t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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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ively. Thank you all for
having made a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Competition.

Thank-you gifts were exchanged between Mr. Simon So (left), the Bencher of the Association and Dr. Wendy Lui (right),
the Department of Law and Business, HKS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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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元就是兩元
沒有分別？
多年前一個專訪中，李嘉誠曾提到，有一次他口
袋的兩元硬幣滾到車輪下，為免兩元硬幣掉進溝
渠裏，他便蹲下去嘗試把它撿回來。這樣做並非
因為他節儉得連兩元都不捨，而是不想它從此消
失，失去它的價值。
到了今天，隨著很多商店拒收，硬幣好像變得越
來沒有價值。
兩元的價值，就等於兩元？
這問題好像很廢話，但其實金錢的價值，很多時
都是相對。同樣是兩元，在不同的情境下，感覺
並不一樣。
根據韋伯定律 (Weber’s Law)，消費者對價格變
化的感受，取決於變化的百分比多於實際價值。
就是說，如果是兩元，當你從10元加價到12元，
你會很有意見，但如果是從100元加到102元，感

伍志豪博士
受就差很遠。
生活上不單是金錢感受有情況，就是考試名次，
如果你考第二跟第四，好像差很遠，但如果是十
二跟十四，又好像差不多。
說回金錢，還記得遠古時代某銀行廣告歌：「小
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聚
成大地四方。」這首歌當年真是家喻戶曉。一點
一滴不起眼的小錢，因為不知不覺，確實較為容

易儲蓄起來，這也做就了一代人的財富。但今時
今日銀行都不叫人儲錢，改為叫人借錢和買基金
了，真可謂時而世易。
最後再回答標題的問題，別忘記誠哥可以兩元變
出十倍，兩元
自然就不只是
兩元了。

Congratulations! Our Year 4 student So, Ching Sum
Victor has successfully obtained the Third-Class Winner in
the EY Young Tax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 2021 (Local Hong
Kong Final), held by one of the Big 4 accounting firms, Ernst
& Young on April 7, 2021. The prize includes a cash award
and a 6-week internship opportunity in the EY tax
department.

恭喜！本系大四學生蘇清心於2021年4月7日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舉
辦的安永稅務精英大賽2021（香港區決賽）中，勇奪季軍！獎品包
括現金獎以及6周在安永稅務部門實習的機會。
Sourc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會計學系
(https://accounting.hksyu.edu/news-and-events/news/detail/new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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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分享
Sherman Lau
市場營銷是一門常見且有非常重要的
行業，無論什麼公司什麼行業，市場
行銷一定在這個公司佔有很大的比
重。劉雙文（Sherman

Lau）在樹

仁入讀工商管理學系，主修市場行
銷。回望疫情下受重創的一年，她表
示非常慶倖能在仁大工商管理系度過
自己寶貴的四年，亦感謝母校提供的
優質教育。
Sherman從小便立志於做一名優秀
商業女性，所以大學後便毅然決然從

工商管理前景多，品牌顧問前路長

己慢慢積累、不斷學習。

公司擔任品牌文員及私人秘書

工商管理是一門很吃香的行業，無論

校訓「敦仁博物」一直非常觸動

（Brand Executive & Personal

什麼企業，必不可少的必定是管理協

Sherman，學校希望在培養學生個

Assistant）。當談起為何進入仁大，

調者。她在公司除了負責老闆的事務

人知識、技能的同時，亦把學生培養

她笑言其實這是場“美麗的誤會”。原

外，還負責團隊協作、客戶服務及市

成仁人君子。整個社會的進步是由於

來5年前本來是個遊客，誤打誤撞有

場行銷等多方面。在學校所學習到的

每個人都站立在各自的位置上默默發

幸進入樹仁學習。幾年來看到母校的

管理及市場行銷知識，對她現在的工

光發熱，每個人付出的一小步，推動

出眾，倍感欣慰和自豪。

作有極大的幫助。以前以為市場行銷

社會向前前進一大步。她表示會繼續

就是簡單的做廣告，工作之後才發現

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以及在工作中積

其實廣告只是市場行銷中最容易被人

累到的經驗，努力成為更好的自己，

見到的一個環節，實質上還包括策

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

理科轉讀商科，現在某品牌企劃設計

劃、管理等多方面。她目前所在的公
司從設計入手，全方位為顧客塑造品
牌形象，讓她真正意識到工商管理的
意義何在。

讀准市場營銷，做好個人營銷

HKSY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Welcome to
Visit Our BA Website ~

她說，雖然自己讀的是市場行銷，但
她覺得在工作中最重要的還是做好自
己的個人行銷。這包括自己扎實的基
本功和足夠的社會經驗。學校中所學
到的東西可以為你鋪路，讓以後的路
走起來更順暢。剩下的東西則要靠自

https://ba.hks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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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e the excellence of myself
without regret, live with happiness
in the rest of my life.

王鈺晴

一. 敦仁博物，夯實基礎
回憶起在仁大的日子，一開始選擇
了工商管理專業是被影視劇裡公司
高管白領的形象吸引，但那時的我
還不太懂工商管理都會教什麼，也
不清楚自己熱愛什麼。經過母校4
年的培養，自己好像一路打怪升級
一般，背包裡漸漸多出了很多裝備
和技能，自己也更加堅定自己想要

追求的事情。 在前兩年，學校的科
目設置讓我全面的接觸到商科裡最

在愛丁堡卡爾頓山

主要的幾大領域： marketing，
economics,

finance，business

第43屆畢業典禮與
劉德華先生 (2017)

(2020)

law， human resource， oper-

沿的動態。作為HR major的學生，

ation

infor-

在專業 di rect or 的帶領下參加了

mation system management等

2018年HKIHRM Annual Confer-

等。通過對這些科目的學習和實

ence，瞭解HR行業最新發展動

踐，我更加清楚自己長處是

態，最領先的管理方法和技術。除

present能力和與人溝通的能力。

此之外，加入了樹仁商學院的“導

也找到我的興趣方向是人力資源領

師計畫” 也讓我有幸參加博鰲亞洲

域，同時也清楚自己的弱點瞭解到

青年論壇（香港）。

management，

自己不適合做什麼。所以在第三
年，我選擇了human resource作
為我的concentration，在人力資
源領域深耕。

在樹仁時期的project小組
(2018)

在4年的學習中時常會感到很忙，
但現在回過頭看來，經歷過的一個
個project，每一門考試，每一次
present，每一次活動都是我最寶

除了學術資源，商學院更是會給學

貴的經歷與財富。鍛鍊了我的英語

生很多機會。比如商學院的年度工

口語能力，表達演講能力，時間管

商管理學術周，學生們每年都可以

理能力，創造性韌性，它們成了骨

接觸到商界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校

和血融在我的身體中，為我的成長

友來分享寶貴的經驗和領域內最前

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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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愛丁堡，“The Learned Can See Twice”
帶著對HR的興趣，我發現自己在HR的學習中只有內

地與香港的知識與經驗，如今國際化的趨勢下，很多
跨國公司更需要國際化人力專家，所以我更想瞭解在
不同國家背景下跨國公司處理人力資源的政策與方
法。在樹仁畢業後我直接就讀於愛丁堡大學國際人力
資源管理專業。
在留學期間，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戰與驚喜。本科一
級榮譽畢業的我自信滿滿的來到愛丁堡，迎來的首先
博鼇論壇與導師和同學們

與巴基斯坦前總理

是孤獨感與挫敗感。全球top 20學府人才濟濟，peer

(2018)

肖卡特·阿齊茲 (2017)

pressure和學術壓力讓我時常感到焦慮甚至幾度失去

二. 字節跳動，和優秀的人做有挑戰的事

自信，網上授課也為我的學習與溝通增加阻力。那段

在大四下學期，由於疫情沒有辦法如期進行在香港的

步步走來，克服困難達到目標。漸漸的我認清楚了自

實習，被“囚禁“在家中上網課的我心中略有不甘，在

己，也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更好的融入這裡的氛圍，

期末前準備cv面試問題，開始為暑期實習做準備。尤

我的時區裡追求更好的自己也對其他 pressure pro-

記得那段日子，白天搜尋實習機會投簡歷準備面試找

ducer “免疫”了。一年雖短，但人生實踐課卻給我上

北京的房子，晚上寫個人report，做小組project。最

的不少，除了學術領域，在各種領域自己都受到磨

後也順利的在期末考試後一週內入職北京字節跳動，

練，但每一次我都能走過來並學到經驗，支撐我的其

成為大廠的HRBP實習生。

實是在本科的那段美好的日子，和塑造出來的堅韌的

日子裡，我不停的回憶本科的時光告訴自己是怎樣一

自己。

與位元組跳動的實習生小夥伴們

字節跳動員工工牌

(2020)

(2020)

實習期間，深度瞭解了HR的六大模塊。作為字節的認
證面試官獨立負責銷售代表的招聘流程，每一次與不
同背景的候選人的面試，讓我也有機會瞭解到不同工
作的內容，也發揮了我的喜歡與人溝通的長處，讓我

對HR領域更加有興趣。看著自己招進來的候選人最終
進入公司並取得成就，在電梯間偶遇對我說：“好開心
見到你呀小姊姊，就是你把我招進來的！“那一刻我瞬
間覺得這個崗位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我找到了讓我熱
愛的事業。

與愛丁堡的室友們 (2021)

未來我短期內還是target HR方向想要成為HR professional， 在積累一定專業經驗能力後想做講師，希望
可以通過我的講解而啟發到別人。My motto of life is
to pursue the excellence of myself without regret, live with happiness in the rest of my life. 這
個世界上有很多比你優秀的人，去見更多的人，以人
為鏡，經歷更多的事，從經歷中總結學習，去追求去
開拓自己最優秀的那個版本，並記著要幸福快樂的生
活，as life is not a race, it’s a journey, and enjoy
the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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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同學修讀實習科

獲取工作經驗 學習團隊合作
會計學系的會計實習科在2019-2020學年開辦。曾經

要的是知道如何在團隊中合作，明白自己的責任和角

修讀該科的畢業生，呼籲同學把握實習機會，體驗會

色，發揮自己的作用。「在大學時，雖然做過group

計師事務所的團隊合作，並獲取工作經驗。

project，知道什麼是團隊合作，但會計事務所的團
隊，不僅包含同級的同事，還有的資深同事和上司，
你要按照他們的指示和要求去做，有問題時要發問。
不同的上司會有不同的做事風格，你要去適應。這些
都是在大學期間無法經歷的。」
她又說：「做實習生的好處，是同事願意教你。若其
中一個步驟做錯，他們會指正錯誤，教你正確的做
法。但當你成為正式的員工後，恐怕未必有同事有這
種耐心來教導你。」
楊心怡目前正修讀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專業資格課

會計學系2020年畢業生楊心怡（上圖）接受《樹仁簡
訊》訪問時表示，2019年9月開課後第一周，學系公布
實習科的選修安排。由於她一直想通過實習獲取工作

程」（Qualification Programme），向執業會計師
的目標邁進。她寄語會計學系的學弟學妹們，珍惜實
習科提供的實習機會，好好地裝備自己。

經驗，所以立即提出申請，在參加黃龍德會計師事務

會計學系系主任李華博士表示，本實習科目在2019-

所的面試後，於9月中收到該事務所錄取通知，擔任實

2020學年開辦，大四同學可在上學期選修，惟本學年

習生。一星期後，她開始在中環上班，展開為期3個

受疫情影響，實習科暫停。首次開辦時，20多位同學

月，每周2天，合計共120小時的實習生涯。

成功通過合作機構的面試，獲得自己有興趣的專業實

「我知道會計師事務所聘用新人時，頗看重應徵者有
沒有類似的工作經驗，所以我在三年級的時候，通過

習職位，如會計、審計與稅務等，並分別與會計師事
務所簽約，獲得實習生薪金，修讀本科。

學生事務處舉辦的Career Fair，也在暑假到過會計師

李博士鼓勵同學們在樹仁求學期間，藉由選修專業實

事務師實習3個月。」楊心怡說。

習科，學習如何成功求職，並獲取會計師事務所的工

楊心怡在9至11月的實習期內，主要負責審計工作。她
說，在三年級的審計科目中，學生通過老師的講解和

作經驗，對未來投身會計行業，有很大的幫助，希望
同學好好把握機會，學以致用。

課本，學習審計理論、審計標準和抽樣技術等，但沒

今年4月13日，李博士邀請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台灣

有實際應用的機會。實習期間，她要對真實的財務報

所所長傅文芳先生，透過視像，擔任學系「會計名人

表做審計工作，例如當發現數據資料的誤差超出可接

講座」的主講嘉賓，以「台灣會計與審計專業」為

受的範圍，需向上司匯報，她形容這種經驗真實個案

題，作專題演講。傅所長表示歡迎有興趣的同學，申

的感覺，與在大學時做習題或考試不同。

請該所的實習職位。學系將探討此種交流的可行性，

楊心怡說，實習的收穫，除了得到工作經驗外，更重

以拓展同學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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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問卷
商學院為了加強與各同學之間的連繫，會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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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你認為你的生活轉變主要是什麼？（ 最多選兩項）

多謝各位參與同學的意見~
整體結果顯示，四成同學認為最主要的轉變為學習
模式上，變得更為適應網上上課 (如Zoom、
Panopto)。
更大比例的高年級 (Year 3-4) 同學表示興趣或減壓
活動大幅減少，似乎反映出高年級同學面對更難更
密集的學業負擔，即使疫情繼續，他們還是需要更
多的減壓方法的。
我們希望各位同學不要勉強積累壓力，除身體健康
之外，心靈健康也是十分重要的。珍重！

歡迎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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