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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無從取擇；而是向來拜服中大博雅之風、嚮往中大簡樸之態、心繫中大人
當年選讀中大，並無懸念。此舉非因所屬中小學採六六制，在銜接大學上

文之致，故誓一闖山城，親嘗在當中修業之況味。
毋庸置疑，博雅、簡樸、人文俱是早年多數人談起中大時，最容易聯想到的詞彙，皆
因體現它們的實際方向與措施，例如推行通識教育、崇尚融合自然，以及宏揚中國文
化，正是中大一直執著的元素，可謂中大的基礎，乃今天中大人喜歡掛在口邊的「傳
統」
。當然，書院制亦是中大「傳統」
；慶幸中大在合併三所書院而成為全港第二間大
學後，並無摒棄書院，反之把其精髓發揚光大，令學生在接受非形式教育上，獲得強
大的支援。
但是「傳統」能否延續，不僅取決於「傳統」本身的價值，還端乎承繼者的初心與毅
力。倘若你我不堅持展現「傳統」的本來面貌，不力抗有可能摧毀「傳統」的因子，則
美名背後不還是虛妄與空洞？
本期《大學廣場》的主題「中大．我本」
，便以通識教育、大學中文、書院制度及博文
約禮作為引子，冀帶大家重溫中大的基礎。近期流行說：可以「忘我」
，不可「忘本」
；
你在這裡細嚼中大之根本後，當可自行決定是否值得為延續這些「傳統」盡點綿力吧！

學生記者到伍宜孫書院訪問李沛良教授

編輯團隊與張燦輝教授及梁美儀教授合照

鄧思穎教授在充滿中國文化氣色的會議室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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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載通識路─
張燦輝教授與梁美儀教授對談
學生記者：張家健

中大的本科生必須修讀通識課程，課程分為兩部份：書院通識及大學通識；前者按書院各自的
特色及著重點而有所分別，後者則除基礎課程「與自然對話」及「與人文對話」外，更涵蓋四大範
疇，務求開拓同學的視野，讓他們了解人與文化承傳、世界、他人甚至自身的關係。為進一步了
解通識教育因何被視作中大的「基石」之一，以下便紀錄了前任及現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張燦輝
教授與梁美儀教授的對談內容。

通識教育

承繼辦學理念

「如果一間大學說不出其辦學理念，那麼我們讀任何
一所大學也沒分別。」張教授在訪問開始時如此說。
中大有別於其他大學的其中一項特點，就在其辦學
理念承繼了先賢之訓。崇基學院的博雅教育、新亞
書院的中華文化、聯合書院的國際視野，都只是個
概念，要實際去傳承方能體現「博文約禮」，而通識
教育就是那個實踐辦學理念的載體。張教授解釋：
「通 識 教 育 英 文 為 General Education，這 General
非指『普通』，而是解作『所有』。」因此，通識教育是
提供一個讓所有師生共同學習與討論的地方，學生
可從中分享有關生命、世界或哲理等的問題；簡言
之，通識教育並非為特定學科而開設，而是讓所有
人參與的。
鞏固基礎

生利用放在大學通識的全部 15 個學分修讀四範疇的科
目，仍未必能了解科與科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修學科
亦可以完全不同。在此情況下，學生並無機會走在一
起，討論一些重要的問題。有見及此，大學通識教育
部便決定利用六個學分，為學生建立共同學習經驗，
因而衍生出「與人文對話」及「與自然對話」兩科，讓
學生思考人與世界及人與社會的關係，建立通盤學習
的基礎。兩科均以 25 人的小組方式授課為主，著重
同學之間的互動討論和反思。張、梁兩位教授均提
及，當日挑選教授上述兩科講師時，過程十分嚴謹，
除著重應徵者的學術能力外，亦要確認他們擁有教育
熱誠，以及認同閱讀經典的重要性；因此講師的教
學能深入淺出，引導學生面對經典挑戰，深受學生
歡迎。

衍生對話系列

因應數年前特區政府推行「三改四」學制改革，大學
決定將額外學分中其中六個分配給大學通識，梁教
授形容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對大學通識教育
部來說，若甚麼都不做，僅讓學生利用額外的六學
分去隨便選修四範疇科目，當然輕鬆；然而即使學

形式改變

根本目標不變

中大於 2015 年獲美國通識及自由教育課程協會頒發「通識教育優化模範課
程獎」

2016 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頒發「傑出教學獎」予中大的通識教師團隊

中大通識課程因應時代、條件及環境一直都有作出改
變，但無論如何變，目標仍然一致。梁教授道：「通
識教育的重點依舊是育人，令學生發揮潛能、主動
自學和樂於思考，而不單囿於主修所學。」張教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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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通識就是承繼中大不變的人文精神，而
用 Dialogue（對話）這個字正突出要關注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要學懂如何去彰顯人的價值
和意識。」這基礎課程要學生閱讀經典，便是
因為經典會觸及人性和社會中恆久不變的問
題。縱使文化、時代不同，但人作為人，總
有一些共同追求的素質，如真、善、美等。
但不同的時代、文化，對這些追求又有不同
的取向與判斷；教導學生閱讀經典，就能讓
他們了解世界的複雜與多元，融會貫通，開
放包容。另一方面，因應學習模式的改變，
大學通識課程也樂於運用科技輔助教學，例
如推出了方便學生自修的應用程式、網上講
堂等。
培育通材

雖然張、梁兩位教授的專業有異，前者是哲
學家，後者則研究歷史，但二人不約而同認
為：「通識教育是中大人值得驕傲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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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燦輝教授及梁美儀教授侃侃而談

中大通識教育之里程碑

2012

推 出 全 新 的「通 識 教 育 基 礎 課 程」，分 別 為
「與人文對話」及「與自然對話」。

2002-2004

重新規劃課程，大學通識科目劃分為四範圍。

1991-2003

本科課程改為靈活學分制，學生可在三年內
修滿學分畢業，通識學分減至 15 學分；通識
課程重整，只保留「中國文明」為必修範圍。

1986-1991

通識課程共劃分七個範圍，佔中大本科生課
業 的 15%，共18 學 分，各 書 院 仍 為 其 學 生
提供通識科目，其餘通識課程為全校統一課
程，由通識教育主任統籌。

1984

重組通識教育學制結構，委任大學通識教育
主任推動全校通識教育課程。

1976-1986

學系合併歸大學管轄，負責「學科為本」教
學；而書院則負責「學生為本」教學，包括通
識教育。

1963-1976

各書院就其傳統的教育理念與課程安排，自
行規劃通識教育。

地點不限課堂

被問及「宏觀的通材訓練應如何實踐呢？」梁
教授認為通材很難去定義，也沒有一套特定
的方法去令人變成通材，所以不贊同用「訓
練」這個字眼。通識教育的重點應是「培育」，
即營造一個環境，令學生多接觸，多思考，
潛 能 有 機 會 發 揮。而 培 育 通 材 也 不 限 於 課
堂，還有其他非形式教育去開拓學生的眼界
和胸襟，例如舍堂生活、課餘活動及服務學
習。大學通識部就經常舉辦讀書會、通識沙
龍、電影欣賞等課外活動來拓展學生的興趣
和視野。

MA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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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掌故 ─ 李沛良教授
學生記者：蔡文傑

「書院制」是中大特色，亦是本地其他大學並無奉行的。可以這樣說：沒有書院便
不會有中大，因為中大在 1963 年成立時，便是由較中大創校更早的三所書院合併
而來。不過，書院具體為何，是否就是當今同學經常掛在口邊的「聯邦制」？且聽
曾出任兩所不同書院院長的李沛良教授，為大家講授一課「書院掌故」！

取諸中大

用於中大

一人起步

今滿陽光

李 沛 良 教 授 於 1965 年 畢 業 於 崇 基 學 院 社 會 學 系，

「一開始，伍宜孫書院甚麼都沒有，只有我一個

1968 年獲時任崇基校長容啟東教授邀請回校任教社會
學。1994 至 2004 年間，更擔任崇基學院院長一職，
該期間被喻為崇基的黃金十年。2010 年，本已退休
的李教授獲時任中大校長劉遵義教授邀請回歸中大校
園，擔任伍宜孫書院的創院院長。原來，最初李教授
並不願「出山」，「我是個工作狂，但工作數十載後，
才深感多年來並無好好陪過家人，所以想趁身體還健
壯時多偕太太旅遊。但劉校長多番游說，又容許我在
首年當半職院長，之後才轉為全職，我便被其誠意所
感動；加上自己在中大讀書，並教學 40 多年，有一
定感情，於是決定接受邀請，出任伍宜孫書院院長一
職，直至第一屆學生畢業為止。」李教授娓娓道來。

人，所有事情都要『一腳踢』。」李教授以「五味
架」形容一所書院運作的五種元素―資源、班
底、校舍、傳統、校友。新書院要建設校舍，
樹立傳統和建立特色，並不容易。同時，大學
對於書院的撥款有限，書院的開支大部份需要
捐款支持，而新成立的書院因為缺乏校友，故
在這方面尤為艱難。

與崇基學院不同，伍宜孫書院是一間規模較小的書
院，全院只有約 1,200 學生，而院長亦必須於書院校
舍內居住。李教授道 :「崇基學院校舍較大、宿舍分
散，若我走在未圓湖，同學也未必認得我；相反，伍
宜孫書院的設施集中在同一座大樓，同學大都認得我
是院長。」李教授還笑指「small is beautiful」，認為人
數較少的新書院較規模大的舊書院，在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上顯得更親密。

李教授（左三）獲邀參加崇基學院 65 週年校慶晚宴

「中大對於教員的考核以研究及教學為主，對參
與書院工作著墨不多，因此不多教員樂意參與
書院活動。」李教授指，書院的創院成員，都是
他逐一以「人情牌」游說回來的。創院六年來，
伍宜孫書院的教員數目由最初的「一人書院」大
幅 增 至 75 名，當 中 有 不 少 更 是 資 深 老 師。李
教授十分感謝上述老師的支持，因為參與書院
事務純屬自願性質，如非對教育抱著熱誠，相
信不會願意積極投入書院的工作。在師生的共
同努力下，伍宜孫書院已經逐漸建立了「陽光」
的傳統，強調創意和綠化生活，並講求社會責
任。書院的別名是「The Sunny College」，由現
任書院輔導長李賴俊卿教授建議。

李教授帶領同事巡視伍宜孫書院地盤

伍宜孫書院收生，李教授親自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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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之說

並不準確

人物風景

隨時代變

對於部份學生在談中大的書院制時，多以「舍堂」及

李教授指書院制雖正經歷改變的過程，但應堅守特

「宿舍」等詞去闡釋，李教授坦言感到可惜：
「書院是
進行『非形式教育』的重要媒介，以一個親切的和跨學
科的學習環境進行各種學習活動，務求拓闊學生及老
師的視野，豐富其閱歷，功能並不限於提供住宿的地
方啊！」

色：「這是一項優良傳統，我們不該摒棄，而應想想
如何改進。」他建議校方重新規劃大學與書院間的分
工和互補；各書院之間亦可以就不同學生活動範疇相
互合作，以及減省重複的設施，例如飯堂及體育場地
等，避免浪費資源。

至於有同學理解中大的書院制為「書院聯邦制」
，李教
授澄清：
「嚴格來說，中大所行的並非『書院聯邦制』
，
而大學校方與書院之間的權力也不對等。」他舉例指，
1963 年三書院合併前，各書院可以自行收生及僱用教
員，亦能自訂授課內容；同樣是歷史系，但是崇基和
新亞所提供的科目可以是不同的。李教授續指，兩次
的《富爾敦報告書》對書院制有深遠的影響：
「報告書
建議書院轉型，負責以『學生為本』的非形式教育，而
大學則負責『學科為本』的形式教育，並由大學校長統
籌各個學科的教研工作，以及統一聘請教員和收生。」

服務中大 49 載，李教授見證了書院及大學的變遷。曾
言「院長在，則書院在」，李教授表示這話並非誇獎院
長的個人能力。「我認為院長是否能幹，未必是最重
要的；關鍵的是能找到一群好同事。當然，稱職的書
院院長要有熱誠和親和力，多參與書院的種種活動，
努力維繫眾多的老師、校友和學生，共同建立一個值
得大家驕傲和珍惜的傳統。書院的生活，『情與關係』
比『理與效率』更重要，院長不在又怎能凝聚眾人的
情誼呢？」

他以「中央統籌、各自發揮」形容中大在 1977 年改制
後，校方與書院的關係：
「在大學提供的框架下，每間
書院各自發揮特色。」不過，他亦指近年為求加強全人
教育，大學與書院的工作有漸趨重疊之勢。
「以伍宜
孫書院為例，
『創新志業和社會責任』一直是我們的關
注重點，但近年大學就開辦了副修課程推動創新和創
業，又有博群計劃的成立，涵蓋全人發展及社會服務
範疇，使書院的角色要相對調整和適應。」

伍宜孫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

崇基學院（上）及伍宜孫書院（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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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文在中文大學
—— 專訪鄧思穎教授
學生記者：劉珈余

中大對中文教育的重視與創校背景息息相關，這也反映在中大的命名上。正如創校校長李卓
敏教授所言，中大的使命「就是把中國的資料吸收和融化到各個學科，予以發揚光大 …… 簡
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學是把中國文化的境界溶合到各學科的大學。」（節錄自 1978 年 10 月 2 日
「中大新任校長就職及頒授榮譽學位典禮李卓敏博士講詞」）可見「香港中文大學」當中的「中
文」二字並非狹義地指中國語文，而是中國文化。由於語文乃學習一切知識的基礎，中國文化
又對中大有特別意義，故中大特意把中文定為必修課程，儘管曾面對「四改三」、「三改四」等
教育變革，語文與文化並重的中文課程依舊是中大核心課程的一大支柱。
不忘初心

無懼時代變遷

相信每位四年制同學都對「大學中文」不會感到陌
生。這個必修的核心課程，佔六個學分，務求讓學
生鞏固語文基礎，繼而提高文化素養。擔任中國語
言及文學系﹙中文系﹚中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的
鄧思穎教授及其團隊堅守「學生為本」的方針，致力
改善課程設計，默默推動語文教育的發展。鄧教授
憶述中大的語文政策一直力臻至善；自創校以來，
即使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改革，但大學的中文課程不
忘初心，並能因時制宜，造福學子。
在新的四年學制課程編排上，「大學中文」獲定為必
修的核心課程，由中文系負責開辦。在教學內容方
面，早 期 四 年 制 的「大 學 國 文」較 側 重 古 典 文 學，
而 目 前 新 四 年 制 的「大 學 中 文」，既 選 讀 古 今 經 典
篇章，又能涵蓋修辭手法及論說技巧等較實用的內
容，靈活多變，配合社會對語文應用的重視，做到
語言與文學並重，務求讓同學融會貫通，學以致用。
鄧教授特別肯定團隊中每位成員的付出，尤其是前
線的講師，他們藉着與學生的交流了解其需要，才
能達至「下情上達」，讓課程更切合同學的期望。

80 年代的「大學國文」教材（右）及現在「大學中文」使用的課本（左）

與時並進

完善學習體驗

不少同學對「大學中文」印象最深是「文學散步」，師
生走出課室，踏著前人在校園的足跡，一邊欣賞校園
的一花一木，一邊聆聽講師講述校園景點的故事，或
是欣賞校園之美，遊目騁懷，暢敘幽情，繼而領悟文
學的精髓，感受文化的精深。鄧教授指出，生動有趣
的課堂活動不但能鞏固課堂上所教授的知識，更能提
高同學對學習語文的興趣。
講師亦會鼓勵學生在課餘時善用網上資源作自主學
習，提高同學的語文水平。網上學習平台上設有語文
地圖、語法自學網、語文練習庫等資源，同學可因應
自己的學習進度，選取合適的教材，自我增值。
不遺餘力

舉辦多元活動

除了課堂教學外，中國語文教學發展中心負責舉辦各
式各樣的語文活動，如去年舉辦的徵文比賽――「文
學中大」，主要對象是修讀「大學中文」的本科生，主
題是中大校園生活。比賽收到來自不同學院的同學投
稿，反應熱烈，而尤令鄧教授感到雀躍的，是大學中
文組榮獲金獎的同學並非來自中文系，而銀獎和銅獎
的得獎人亦非文學院的同學，反映了文學創作並非中
文系同學的專利，也不囿於本科的專業，而是每位同

現在「大學中文」的課程，
輯錄了不同風格的名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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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都有潛力寫出好文章。為鼓勵同學創作，推動文學風氣，
上述比賽的得獎作品曾在康本國際學術園、進學園、錢穆圖
書館等地作巡迴公開展覽，同學能細閱同儕的佳作，以收觀
摩切磋之效。
此外，獲大學教務會屬下教與學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的慷慨資助，中心正計劃推行
多項提升語文計劃，如跨學科中文學習（Chinese Across
Curriculum）、語文電子學習、創作比賽等活動，以解決語
文學習的疑難，提高同學對語文學習的興趣。
身兼多職

多角度推語文

鄧教授除籌劃大學的中文核心課程外，也通過擔任粵語研究
中心主任此身分，推動粵語語言學研究，使公眾能從學術
的角度了解粵語的特色及其可貴之處，如舉行大型學術活動
「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及與中大圖書館合辦的「粵月」，均獲
好評，足見大眾對粵語文化的熱愛。此外，鄧教授也兼任中
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積極提倡比較
語言學研究，主編學術期刊、舉辦研討會，如發起首屆「海
上絲綢之路的漢語研究國際論壇」，關注海外華語、漢語方
言的研究，開拓比較研究的新領域。

「文學中大」徵文比賽的得獎作品展覽

「文學中大」徵文比賽去年投稿反應熱烈，今年比賽將繼續舉行，並歡迎教職
員及校友參加

本校師生對「文學中大」徵文比賽得獎作品的留言和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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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博文約禮
中大以「博文約禮」為校訓，辦學方針是德智並重，即旨在培育具備深廣
知識及遵守禮儀的學生。「博文約禮」源於《論語》，是孔子其中一個重要
教育理念。千載以來，不少學問家曾就此四字作出不同詮釋，當中意涵你
認識多少 ? 以下就讓我們尋找「博文約禮」的一二。
學生記者：李艷清
「博文約禮」曾在論語出現兩次，一是雍也篇，記道 :「君子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二是子罕篇，顏
淵讚歎孔子的才德及教學態度時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史學家錢穆將前篇的敍述語譯為：
「君子在一切的人文上博學，又能歸納到一己當前的實踐
上，該可於大道沒有背離了！」
除錢穆外，宋代理學宗師朱熹視「博文約禮」為「窮其萬事
萬物之理以致其知」。他主張實踐，認為透過讀書才能了解
道理，只要學識淵博就能自我約束，以符合禮之要求。《朱
子語類》寫道 :「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
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禮，
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在他而
言，博文先於約禮，約禮的深化繫於博文，只要廣博地窮
究世間的知識，便能通透萬物的道理，從而歸結出真理。
另一位宋代理學家陸九淵則解釋「博文約禮」為「吾心即
理，理即吾心」。他認為博文與約禮是並列的，同樣重要，
而兩者皆屬於本心。如果具體工夫與本心分離，便不可能
是真正的工夫，故文及禮不能分割，亦沒有先後次序，而
做到兩者的先決條件是具備本心。
及至明代，大儒王陽明演繹「博文」與「約禮」為「惟精」與
「惟一」，他認為文禮皆等於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王
陽明先生文鈔卷一記道 :「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
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約禮是要此心純乎
天理﹔要此心純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 …… 至於作
止語默無處不然，此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功夫。」由此
觀之，博文是義理，約禮也是義理，兩者沒有分別，因為
「博文」意謂秉持公理，「禮」則是道理。這學說與陸九淵的
相近，兩者皆出於內心，認為要先有公義的存心，才能於
處事時顯現出義理。
雖然中大校訓的簡單四字包含豐富底蘊，但萬變不離其
宗，皆可以「智」「德」二子貫之。相信本校會秉承古訓，
繼續以培育才學與品行兼備的學生為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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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 Careers Fair 2017
A Face-to-face Gateway to 107 Recruiters!

CUHK Careers Fair held on 17 – 20 January 2017 provided students with a face-to-face gateway to 107
recruiter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covering job openings from internships to graduate positions.

Professor Dennis Ng, Associate Vice-President and University Dean of Students,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gave a speech.

During the four-day event, over 2,300 students made their attendance. Careers Fair serves as a good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with employers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job openings
offered by different companies.

Apart from connecting with the employers, students also made use of the addit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CV photo-taking and CV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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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倩揚給師弟妹的人生「

」

2008 年香港小姐亞軍及 2009 年國際中華小姐亞軍陳倩揚畢業於中大日本研究學系。現時她身兼多職，除
演藝事業外，尚發展自己的護膚品品牌，還兼顧家庭，做好兩位小朋友的媽媽。在繁忙的日程中，陳倩揚接
受學生事務處就業策劃及發展中心邀請回到母校，在《校友分享會─身兼多職要訣》中與同學交流心得，
分享她的經驗。分享會後，且聽參加者之一的陳雅琪（新聞及傳播／三年級）在師姐陳倩揚身上獲得的幾個
人生「貼士」！

陳倩揚經選美至今，已是一位成功的節目
主持及活動司儀，但她坦言初入行時沒有
刻意去規劃自己的發展方向，「無論是以
甚麼身份加入電視台，自己都只是個小員
工，沒有太多機會去主宰自己想走的路。
只能做好每一次被委派的工作，從中找到
興趣及長處，而公司也會看到你做得好的
地 方，讓 你 有 發 展 機 會。」陳 倩 揚 勉 勵 同
學，加入大公司也可能面對同樣的情況，
未必馬上有機會展現自己的能力。但只要
認為方向正確，每次有工作都盡百分百的
努力，上司一定會看到。相反，如果沒有
好好把握機會，就可能會被淡忘。

陳倩揚身兼多職，在時間管理方面，她亦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心 得：「少 一 點 娛 樂、少 睡
一些。時間都是擠出來的。人生有不同選
擇，我看重的，就會多放時間。如果有餘
下精力，我就會選擇做更多想做的事，只
要 有 那 團 火，就 能 再 擠 出 更 多 時 間。」她
習慣使用記事簿，每晚花 15 分鐘寫下明日
要完成的事，然後隨身攜帶，時刻提醒自
己。「我 也 會 寫 下 長 期 計 劃，數 年 後 再 回
看，發現目標達成了，會有很大滿足感。」
陳倩揚建議同學定下自己人生的目標：「人
生有太多想做的事，時間卻有限，所以要
好好把握時間。」

溝通能力在職場上十分重要，陳倩揚認為

陳倩揚在職場上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挑戰，

同學要勇於表達意見，慢慢建立自信，並
學習如何與人打開話匣子，「先要聆聽，再
學習如何發表意見。透過思考過程，有助
提升溝通技巧。」陳倩揚又指，自己喜歡看
不同書籍及文章，然後嘗試代入別人的角
度思考，這樣的練習有助改善說話技巧。

她 鼓 勵 同 學 要 趁 年 輕 多 嘗 試，不 要 怕 失
敗。「年 輕 有 很 多 空 間 去 發 展，承 受 錯 誤
的能力也高，可以多去『闖』。同學要做自
己想做的事，但不要只想一樣，不要抹殺
其他可能性，要嘗試自己沒想過會做到的
事。」她 又 希 望 同 學 多 看 書 去 增 值 自 己，
「任何書都可以，電影也可以，只要持續吸
收，百利而無一害。」

陳倩揚以校友身份回到中大，
與同學分享身兼多職的要訣

陳倩揚分享擔任空中服務員、演員、主持及創業的經驗

同學在問答環節中反應熱烈，分享會後更爭相與陳倩揚合照

SPOTLIGHT

MAR 2017

UMP 大學廣場

12

A Great Start to Career Planning and
Interpersonal Development
Campus Recruitment Ambassador Programme has been organized since 2012. Under the Programme, ambassadors will
join Care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fﬁce of Student Affairs to greet the employers during recruitment
events, assist the logistic arrangements, promote the career events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and take up the role as a
Master of Ceremony in the event! Over 80 ambassadors from different faculties took part in the Programme during the
ﬁrst semester of 2016-17.
The Programme aims at providing ambassado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
•
•

Explore more career op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Practise communication skills
Enhance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employer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Over 80 ambassadors assisted in the recruitment events to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ﬁrst semester
of 2016-17

Dorothy Hon (PACC/ Year 4)
Being a campus recruitment ambassador has been a very fruitful experience for me.
On top of gaining extra opportunities to have small chats with future employers and
HR professionals, I have learnt a lot of event management skills by assisting and
being the MC in various recruitment events.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my MC experiences is learning to be spontaneous and
responsive. After being the MC in the recruiting talks of HKMA, Deloitte and PwC, I
have learnt that every employer has different expectation on the MC. Therefore, we
need to be prepared to include any extra information that employers would require
us to introduce to the audience in the opening speech, as well as to coordinate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to ensure the event can run smoothly.
Jack Wong (QFRM/ Year 3)
Campus recruitment ambassador is a rewarding experience to learn both technical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my first time to be MC of any
event. When I was the MC for Oliver Wyman company presentation, I had the
chance to interact directly with the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 and had the ﬁrst-hand
information of their experiences and advice, which were of great help to my career
planning and personal growth.
I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when I was the MC for Accenture and HKET company
presentation. Besides, I also took up the role as an ambassador in Point72’s and
Microsoft’s recruitment talks, where I gained deep insights regarding the industry.
The Campus Recruitment Ambassador Programme is indeed an interactive and
ﬂexible platform for you to unleash your potential and broaden your horizons. If you
have the aspirations to make a difference, do join now!
Samuel Wu (SEEM/ Year 4)
I joined the Campus Recruitment Ambassador Programme since it is a precious
chance to network with my potential employers. I applied for this Programme without
hesitation in August because I believe it is a concrete chance to nurture my growth
lying ahead.
I was responsible for greeting prospective employers and keeping every talk run
smooth as an ambassador. My ﬁrst assigned recruitment talk was KMB. It was also
my ﬁrst chance to be the MC. Serving as MC on behalf of my university is a solid
honor for me. This experience has encouraged me to step forward and give the
speech conﬁdently although I was nervous and shy to talk in front of a crowd.
Career planning is a hot topic among final year students. The ambassador
experiences do not only enrich my personal resumes but also broaden my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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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政務主任及管治
人才的新搖籃

NOITATROPSN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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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教授
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HOUSING

TRANSPORTATION

C
H

現任政務主任的中大校友為學弟妹暢談備試心得及工作點滴

近年躋身首位

創歷史新一頁

當提到香港的決策級官員，特別是政務主任（也稱政
務官）的搖籃時，可能不少人腦海中浮現出來的名
字，仍然是香港大學。但是，這其實和事實不符，中
大已靜悄悄地迎頭趕上，成為了培育最多新入職政務
主任的大學。雖然不知道將來的情況會如何，但可以
肯定的是歷史已被創造，中大的發展也展開了新一
頁。
即使經歷了主權的移交、時代的變遷、制度的改革，
政 務 主 任 仍 是 香 港 管 治 的 骨 幹。這 在 如 火 如 荼 的
2017 年特首選戰已可見一斑，因為當中最受注目的
兩位候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前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以至另一名原打算競逐者葉劉淑儀均是政務
主任出身。當政務主任職系是香港管治人才的主要來
源，而中大又是培植政務主任的重要場所，中大已名
符其實變成了政務主任及香港管治人才的新搖籃。
這個成就絕對得來不易。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整個團
隊，長期以來不斷努力爭取得來的成就。由於我有幸
是這個團隊的一份子，所以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在
這裡向大家介紹我們這個團隊的工作，從而達到兩個
重要的目的。第一，讓大家了解中大在這方面成功背
後的因素；第二，使同學清楚中大在這方面所提供的
支持，使有志投身政務主任及香港管治行列的同學，
可以好好把握善用。

中大傳統優勢

配合強大支援

解構中大在這方面的成功，是配合傳統優勢及團隊的
強大支援之成果。
先談中大的傳統優勢。雖然很多「土生土長」的中大
人未必容易察覺到，但和其他大學相比，在中大人文
精神的傳統下，中大同學享有一些寶貴的特質，包括
入世、踏實、堅毅與熱誠，以及對社會發展的投入和
關心。這些特質，正與政務主任的遴選過程中，政府
想尋找的管治人才的特質不謀而合。換句話說，中大
秉承校訓「博文約禮」的理念，所推動的教育日積月
累薰陶出來的學生特質，正正是香港面對充滿挑戰的
新環境下，管治者必須要具備的條件。
由於政務主任將被派往不同的部門和政策局工作，
他 們 一 般 都 被 視 為 政 府 中 的 通 才（generalist）。但
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其實是政策制定上的專
才（policy-making specialist）。在過往的香港，社會
和政府之間存在着相當距離，互動不多，民主化的訴
求，要求公民參與的聲音，也不如今天般強而有力。
在昔日的管治環境下，決策者仍然可以高高在上，以
君臨天下的氣勢來管治，這自然造就了以訓練傳統精
英，及殖民地色彩較濃厚的大學，在培訓政務主任上
較佔優勢。不過，時至今日，入世與投入才是管治者
的正道，從而使中大同學的教育與特質，更配合這新
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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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當然，成功背後不可缺少的一環，是中大在就業輔導
上對同學的積極支援。在這方面，學生事務處就業策
劃及發展中心的團隊，便下了很多功夫和心血，幫助
同學應付政務主任及其他公務員職系的遴選，每年都
會舉辦一連串相關的講座、工作坊與分享會，使同
學無論面對筆試與面試，均有充份的掌握和足夠的準
備，而政治與行政學系的教授亦有主持相關活動編註 1，
跟同學分享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編註 2。

公共政策教育

跨科與全方位

為了使中大在培訓管治人才上有更多的貢獻，在拓
展公共政策教育上，社會科學院在過去幾年也作出
了不少的投資及大膽的突破。首先，在前社會科學
院 院 長 李 少 南 教 授 的 高 瞻 遠 矚 下，中 大 在 2011 年
創 立 了 公 共 政 策 碩 士 課 程（Master of Public Policy
Programme），簡稱 MPUP。MPUP 的最大特色是它
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設計，學生學習的不單
純是任何一個學科的理論，而是結合不同學科精粹的
政 策 理 論 和 知 識。因 此，在 MPUP 任 教 的 教 授，均
來自不同的學系，當中包括經濟系的吳嘉豪教授、地
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徐袁教授等。跨學科的定位，使
MPUP 不獨代表香港在公共政策教育上的突破，以世
界性的標準來衡量，也是一個很具創意的課程。

作為一個專業的碩士課程，和商學院的 MBA 課程相
似，主要的使命是訓練能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管治人
才。在這個使命下，MPUP 吸納不同專業的學生，他
們在本科課程修讀的學科均不同，有些更可能和公共
政策風馬牛不相及，於是 MPUP 便為有心投身政策制
定及管治的同學，提供一個增值和轉型的寶貴機會。
MPUP 使同學可以在自己的本科知識基礎上，加入公
共政策的思維、策略和技巧。而 MPUP 亦不負大學所
託，有些畢業生已成功加入政務主任行列。展望中大
未來在公共政策教育的發展方向，在現任社會科學院
院長趙志裕教授的領導下，將會跟隨結合教學、研究
與協作（engagement）的全球頂尖教育的「全方位」
趨勢，開創與公共政策息息相關的新課程，以培訓更
符合社會需要的管治人才。

政治與行政學系黃偉豪教授分享應考政務主任的面試技巧

發展成功之源

參與信念志業

總括而言，中大在培訓公共政策及管治人才上，為各
同學提供了優良的條件及強大的支持，成績也有目共
睹。但是，教育永遠是雙向的，要成功，絕不能欠缺
的仍是同學的參與、在背後支持你參與的堅強信念，
以及視管治為志業的一份熱誠。
編註 1：講者包括黃偉豪教授及朱湄教授。
前政務主任黃明樂女士主持聯合招聘考試（JRE）的備試工作坊

編註 2：黃偉豪教授最近把相關的資料整理，成為一系列
的文章，透過 HK01（www.hk01.com）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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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服人──
中式文化商務禮儀工作坊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口超過 13 億，很多外商相信「未來在中國」，希望來中國營商，於是催生了
「中式商務禮儀和中國文化培訓」課程。學生事務處就業策劃及發展中心為加深學生對中式禮儀的認識，特
意邀請了瑞雅禮儀創始人何佩嶸女士以「中式文化及商務禮儀」為題，於中大舉辦了一連兩日的工作坊。關
淑怡（翻譯／四年級）便是參加者之一，並把其出席工作坊後的感受記下，跟其他同學分享。

我一直很想學習禮儀，認識不同文化，讓自己與
不 同 人 相 處 時 感 到 舒 服 自 在，再 加 上 之 前 瀏 覽
過關於講者 Sara 的報導，得知她獲福布 斯評 為
2013 年「亞洲最受矚目的女性」，而她創辦的禮
儀學校更吸引了各媒體的報導和採訪，於是我也
慕名前來學習。

曾 否 被 旁 邊 的 人 吃 了，但 你 卻 不 好 意 思 開 口 提
點 呢？Sara 告 訴 我 們，麵 包 是 放 在 我 們 左 手 邊
的，而酒杯和水杯則在右手邊，放在兩者中間的
便 是 主 菜 碟，主 菜 碟 兩 旁 的 餐 具 應 從 外 往 內 使
用；從中我更學會了如何從擺放的餐具推敲菜式
的數目和類別，真的十分有趣。

工作坊的內容十分全面，內容涵蓋餐桌禮儀、品
酒禮儀、洽談藝術、中國文化心理、肢體語言交
流和中式商務禮儀。參加工作坊的同學來自世界
各 地，有 德 國、捷 克、保 加 利 亞、內 地 和 香 港
等，多元背景讓隨後的討論環節更加精彩。

宴會上談論的話題並無甚麼限制，內容取決於你
與 主 人 的 熟 悉 程 度。Sara 舉 例 指 出，中 式 宴 會
傾向在所有人都吃完飯後才談正事，有時甚或完
全 不 談，因 為 宴 會 旨 在 建 立「關 係」，有 別 於 西
方邊吃邊談的習慣。

餐桌禮儀

如果到別人家作客，吃飽時要把少量的食物留在
碟子上，因為空的碟子意味你仍然肚餓，這時主
人家便有責任為你添食物。知道這些含意後，日
後在宴會上自然可表現得更落落大方。

在西式宴會上，前菜往往都有麵包，但你又是否
知道你應該吃左邊還是右邊的麵包呢？你的麵包

參與工作坊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現場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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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雅禮儀創始人何佩嶸女士主持中式文化商務禮儀工作坊

品酒知識
在 品 酒 禮 儀 方 面，Sara 先 介 紹 了 西 方 葡 萄
酒 有 新 舊 世 界 之 分，並 教 我 們 讀 一 些 難 發
音 的 紅 酒 和 白 酒 種 類，例 如 紅 酒 Cabernet
Sauvignon 和 Merlot， 白 酒 Chardonnay 和
Gewurztraminer，然 後 介 紹 中 國 酒 的 種 類，包
括米酒、紹興酒和白酒。她又提醒我們，中國人
十分注重輩份，所以要先向長輩斟酒，在碰杯時
自 己 的 酒 杯 須 比 長 輩 的 低 一 點，以 示 尊 敬。敬
酒 時 可 說「乾 杯」，即 把 一 整 杯 酒 喝 完；或「隨
意」，表示喝多少都可以。
當我問到不擅長飲酒或對酒精敏感的朋友可以
怎樣拒絕時，她提出一個值得參考的說法：「對
不 起，我 最 近 正 在 喝 中 藥 調 理 身 體，期 間 不 宜
喝酒，請允許我以茶代酒。」中國人大多尊重中
醫，如果你用他們認同的事物來推辭，他們會更
容易接受。下次遇上再三邀飲時，不妨試一試這
個方法。

身體語言
Sara 又 對 比 了 中 西 方 文 化 心 理 的 不 同，分 析 文
化背後的價值觀。中國人重視面子，對敏感題材
或 會 避 而 不 談，所 以 跟 中 國 人 打 交 道 時 要 顧 全
對方的面子，不可當著別人的面說他們不是，或
迫他們認錯，否則有可能造成芥蒂。美國人則恰
恰相反，面子相對沒那麼重要，批評如果是建基
於 事 實 是 可 以 接 受 的，遇 到 不 懂 的 也 大 多 主 動
提問。
有 趣 的 是，中 國 人 和 美 國 人 的「yes」是 截 然 不
同 的。美 國 人 說「yes」表 示 認 同，但 中 國 人 的
「yes」或點頭，則表示「我正在認真聆聽你的說

何佩嶸女士邀請同學示範正確握手禮儀

話」，不一定代表對事情下判斷。如果外國人在
商貿談判時不清楚這點，而以為中國人的點頭代
表認同時，則會誤以為這宗交易已獲得確認，那
麼最後的結果可能令人大失所望。

握手宜忌
除了講者的分享外，課堂上還有許多討論環節與
角色扮演。在談及握手禮儀時，一位外籍學生指
出跟許多中國人握手時，對方只是輕力地碰碰她
的 手 指，讓 她 感 到 很 奇 怪 和 不 受 尊 重。講 者 指
出，這是由於中國人的打招呼方式以肩膀上的表
達為主，例如點點頭，而較少身體接觸，再者他
們有的不太認識西方禮儀，才會有這種表現，但
隨著愈來愈多中國人出外留學，對西方禮儀的了
解漸增，很多海歸人士都懂得與外國人相處了。
她又隨即示範正確的握手方法，並鼓勵我們和身
邊的朋友一起練習。
是次禮儀工作坊讓我深切明白到禮儀並不是繁文
縟 節，而 是 人 情 世 故 和 文 化 修 養。若 能 妥 善 掌
握，就能在任何情況下皆有恰當的表現，表現得
溫文爾雅之餘也讓對方感到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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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夥計劃
學長學友一同成長
專為內地本科生而設的「薪夥計劃」由學生事務處來港生組舉辦，今年已經踏入第六
屆，共 30 名學長及 90 名新生參與。一如既往，
「薪夥計劃」希望透過配對相同學院裡
的學長和新生，讓學長於定期聚會中，與新生分享經驗及知識，協助他們適應大學生
活。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特別加強了對學長的專業培訓，讓他們學習正向溝通、帶
領活動及建立個人親和力等技巧，以提高學長角色的效能；至於作為學友的新生亦能
從「自我認識工作坊」學習提升自我及掌握學習／生活的各種技巧。
「薪夥計劃」更讓
學長及學友優先報名參加一系列「提升學習效能講座」
，加強他們於時間管理、演講、
學術引用、處理壓力等方面的能力，以應付大學各方面的挑戰。
回顧上學期的計劃進展，得見各學長都花了不少心思為其學友安排定期聚會，早至共
晉早餐以鼓勵學友早睡早起，晚至夜讀室溫習以互相鞭策，近至宿舍談天以增進彼此
了解，遠至參觀米埔自然保護區以認識香港生態。而分享內容更是包羅萬有，有關於
學習的（包括如何善用大學資源如 CUSIS 和圖書館、專業主修的介紹、學習技巧、新
生選課規劃）
，也有關於生活的（例如以信用卡為八達通自動增值、預設金額及增值
規限）
。學長的經驗之談每每能讓新生有安心的感覺，對還未很適應香港生活或對學
業前程感到迷茫的學友，特別受用。

學長心聲

成為你的同行者」

子 + 讓我
學長培訓之「我走過的日

學長培訓之「我要做 Men

tor！」

呂依哲（新聞及傳播／二年級）

李昌倫（信息工程／二年級）

我再次參加「薪夥計劃」，身份已由學友變為
學長，也感覺自己的責任更加大。隨著對學
友愈來愈深入的了解，我慢慢覺得自己不僅
認識了五個學妹，更在某程度上實現了自我
價值，明白到自己的存在能讓別人更充實和
幸福，這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我慶幸參
加了學長培訓，在還沒正式開始計劃前就給
了自己一個機會深入思考個人定位和應做的
事。我已在這學期構想了一個「走進香港」的
活動，帶著學友走入香港的大街小巷，讓他
們更加了解與融入這個城市。

我和學友間保持頻繁的聯絡，尤其在選
課期間，基本上每天都有接觸。我在學
長培訓得到啟示，在提問方式上作了修
改，採用了引導學友主動發言的提問方
式，讓他們闡述他們的學習感受：「你覺
得這樣做 ok 嗎？或者換一種思路。」這
種聊天方式可激發學友的學習主動性，
也能夠讓他們及時發現自己的認知誤區。

呂依哲小組一同參與音樂會

趙力克（數學／三年級）
作為一個數學系學生，我的大一並不是很理
想，特別是在科目安排上有一定的失誤，這
也是我參加「薪夥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我
不想讓學弟學妹犯和我一樣的錯。現在一個
學期過去了，我覺得我的工作應有一定的成
效。其實我在學友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並
看到了我兩年前的影子，更從他們的經歷中
反思了自己的大學生活。

趙力克小組於沙田聚餐

王悅力（工商管理／二年級）
在學長培訓中，我印象最深的遊戲
是：一個人蒙眼，由另一個人通過
語言去指引如何走出課室及走下樓
梯。要成功完成任務，就必須要蒙
眼者的完全信任，與指引者的正確
引導。正如在我們小組中，學妹初
來乍到，就像被蒙上雙眼的人，而
我則是她們的指引者。我深知我對
她們的重要性，所以想為她們多做
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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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夥計劃」啟動禮大合照

學友感言
徐璐（工程學院大類／一年級）

辛偉賢（工商管理／一年級）

加入「薪夥計劃」胡恒學長的小組是一件讓人興
奮的事，他介紹了很多在大學學習的「小貼士」，
使我在學年的開始階段對未來幾年有了一個總體
的規劃。選課前，學長又給了我們很多關於專業
課、ELITE Stream 和通識課的建議，讓我在選
課時節省了不少時間。

我參加「薪夥計劃」，開始時漫不經心、經常缺席，到現在卻
充滿不捨與感激。我認識了一個盡責、溫柔及有耐性的李瑞
楠學姊，這使我在第一學期不至於迷茫與不安。我印象很深
的是時間管理的講座，在那之前我時間觀念不重，講座後學
懂了認真地規劃一天的時間運用，大大減少了放在 WeChat
和 Facebook 的時間，同時經常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大大
提高了學習效率。

曾彬鋮（社會科學院大類／一年級）
郝坤寧學姊作為一個大三的建築系學生，她的學
習壓力不小，卻仍然堅持定期與我們見面。我們
特意在週五早上七時半相約吃早餐，鼓勵大家養
成早睡早起的良好生活習慣，而每次交談的議題
也十分廣泛，從學習上的選課、排課到生活上買
菜、辦簽證，再到考托福雅思、申請作交換生、
找實習兼職……在每次交流中，我都能攫取新資
訊和得到啟發，也因此不斷反思自己。在學姊身
上，我還學到很多學習上的小竅門和好習慣，譬
如每次都把遞交作業的限期提前一天，以留出充
足時間作檢查和調整，不做「deadline ﬁghter」。

白方東（社會科學院大類／一年級）
入學時我抱著一顆想學好經濟的心進入社會科學院，可在修
習了一科經濟學後，發現自己對經濟並不感興趣，這種感覺
打破了我一直以來的計劃，也讓我困惑了很長一段時間。當
呂依哲學姊向我推薦新聞傳播時，我才意識到這門課對我的
吸引力。不得不說，「薪夥計劃」很大程度上給了我遵循自己
內心的勇氣，同伴的鼓勵也讓我有了信心去改變現狀、勇於
嘗試。不僅如此，我現今養成的記手賬和時間管理的習慣也
是學姊帶給我的，這讓我的效率大大提高，終生受益。

王竣生（理學院大類／一年級）
在中期試前，連續奮戰多日的我被眾多學術問題
繞得抓耳撓腮，學習動力逐漸冷卻，急需一個人
來拉我一把。王宇辰學姊此時提議我們一塊兒到
大學圖書館來一次學術交流，一夜之間不但學習
效率高漲，也解決了許多讓我啃壞筆根也沒有頭
緒的問題。面對一切都陌生的時候，我們需要一
位志同道合的引路人 —— 感謝「薪夥計劃」恰到
好處地給我提供了這樣一個平台。

王昭依小組的第三次聚會

王亞丹小組參加浮力圖片社的外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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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與復元
VITAMINS
EXERCISE

LIFESTYLE

SPORT

轉眼間，學年已過了一半，在忙碌的大學生活中，你
有否時刻留意個人精神健康的素質呢？對於精神健
康，大眾普遍存在誤解，以為只要沒有精神病便等同
精神健康。

「身心健康行動計劃」是一套由美國康復者設計的自助
計劃，當中提出五個「精神健康復元」的核心概念，
包括希望、個人責任、學習、維護自己的想法／權利
及支援。

要達至精神健康，我們需要在不同範疇都有健康平衡
的狀態，包括情緒、心理及社交健康。情緒健康指我
們情緒平穩，對生活感到開心滿意；而心理健康代表
我們能發揮所長，有清晰的人生方向，並擁有有效及

復元是需要患者本身對自己及社會存有希望，除了鼓
勵患者積極參與治療外，亦需不斷學習，認識自己需
要，並勇於表達個人想法，努力追求理想，維護個人
應得的權利。同時，增加社區人士對精神健康的認

良好的社交關係；社交健康是我們參與和服務社區，
對社區有連繫及歸屬感。簡單來說，若我們能夠發揮
個人能力、面對生活壓力、為自己訂立目標、過有意
義的生活、為社會作出貢獻，就是一個良好的精神健
康狀態。每個人包括精神病患者或康復者，都可透過
上述各層面來提升個人精神健康。

識，提供以人為本的治療計劃，協助患者尋找人生方
向，重投社會生活。過去經驗告訴我們，社會的支持
及接納能有效促進復元，讓各人均可活出健康美滿的
人生。

然而，我們一生總有機會遇到不同程度的情緒或精神
困擾，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世界上近百分之十的人口
受到抑鬱和焦慮影響，而根據醫院管理局的統計，香
港已有超過 30 萬人患上抑鬱症，所以「復元」是一個
重要的過程。

為了加強同學對精神健康的認識及減低對精神病患者
的污名，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及發展組正舉行不同的
精神健康教育推廣活動，本年度的主題是「健康與復
元」。透過不同的工作坊、活動及嘉賓分享，同學能
認識到各種精神健康的相關訊息，並學習辨識精神問
題 的 方 法，有 關 活 動 詳 情 請 登 入 www.cuhk.edu.hk/
osa/scds。

為配合中大學生日益增多的輔導需要，以及個人成長及發展諮詢的訴求，學生輔導及發展組會於本年中由范克廉
樓二樓遷移至龐萬倫學生中心二樓，期望透過充滿活力的設計、更為寬闊的活動空間及更完備的設施，繼續為中
大學生提供專業輔導服務及以心理健康為主題的活動。新中心設立學生休憩處，歡迎學生到訪，並閱讀有關心理
健康的資料。如學生有需要接受個人心理輔導服務，歡迎親身前往輔導中心，或以電話或網上預約的方式與學生
輔導及發展組預約面談時間。

新輔導中心接待處的模擬設計圖

新輔導中心的模擬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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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精神健康教育推廣活動包括：

Law 少分享會
研究生分享會
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
辨識精神問題及適時提供
協助予有需要人士。

支援特殊學習需
要學生
生涯
規劃研討會

─

介 紹 社 會 資 源，商
討適合服務。

應邀之嘉賓講者分享
經驗與心得，協助學
生達致更滿意與成功
的學習及個人成長。

前商台節目主持許耀斌
（Law 少）的哥哥患有精
神分裂症；Law 少會分
享他如何走出哥哥自殺
的陰霾，以及家人面對
摯親離世的傷痛。

舞動治療工作坊
舞動治療可讓同學
增加對自我的認
識，同 時 學 習 管 理
壓力的方法。

遊 戲 化 教 育（桌 上 遊 戲）:
建立逆境自強
透過桌上遊戲的體驗，重點
講解面對挫折及逆境方法。

分享愛
派發糖果、雪糕
及有關精神健康
知識的宣傳品。

319 正念 DIY 博覽 2017
不同類型的身心靈工作坊。

圓圈繪畫（Circle Painting）
透過圓圈繪畫，讓參加者體會
包容、合作及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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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烏國白俄 體會人文風貌
烏 克 蘭 和 白 俄 羅 斯，昔 日 皆 為 前 蘇 聯 的 一 部 份，直 到 1991 年 蘇 聯 解 體 後，逕 自 走 上 不 同 的 發 展 路 途。
究 竟 烏 克 蘭 和 白 俄 羅 斯 的 歷 史 文 化、經 濟 發 展 有 何 異 同？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大 學 及 學 院 青 年 會 部
獲 民 政 事 務 局 和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撥 款，招 募 了 十 名 中 大 學 生，聯 同 其 餘 十 名 來 自 其 他 大 學 的 學 生，於
2016 年 12 月 27 日 至 2017 年 1 月 8 日 遠 赴 烏 克 蘭 的 利 維 夫，以 及 白 俄 羅 斯 的 明 斯 克 和 布 列 斯 特，展 開
了「向東歐出發」之旅，藉以認識兩國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狀況，以及了解「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

出發前活動
主題講座：從「一帶一路」出發
由中大文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和社會學系趙永佳教
授擔任主講嘉賓，讓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了解
「一帶一路」的歷史背景，以及與年青人的關係。

團前工作坊
首先由參加者分組匯報烏克蘭及白俄羅
斯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狀況，及後由烏
克蘭籍的留學生作詳細介紹。

向東歐出發
參觀企業
到訪不同企業，如全球首屈一指的軟件開發公司 EPAM、白俄羅斯人引以為傲的採礦卡車製造廠 BELAZ，以及
跨國資訊科技公司 SOFTSERVE 等，了解兩國經濟，以及不同企業與中國經貿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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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參加者與當地青年交流，到訪當地家庭，並教授中國傳統手工藝，同時學習製作白俄羅斯傳統吊飾，促進「民心相通」
。

認識「一帶一路」概念
到訪當地大學及孔子學院，並出席一系列主題講座及工作坊，進一步認識中國與白俄羅斯及中國與烏克蘭的經
濟文化交往情況。

參觀名勝
前往當地不同名勝，包括列寧像、東正教教堂、露天博物館、勝利廣場等，充分了解兩國的歷史及文化。

參加者感言
區婥媛（中文／一年級）

伍諾曦（哲學／三年級 )

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國顯然不是熱門的旅遊勝地，我有幸能夠到訪
確是難能可貴。在東歐的十多日，我們既穿梭城市景觀中，又漫遊
鄉郊村野間，體會了兩國的動與靜，驚嘆無垠雪地的美之餘，亦由
衷地欣賞當地人對歷史古跡的重視；例如參觀白俄羅斯的城堡前，
職員要求訪客均須穿上膠套包裹著雙鞋，又或參觀烏克蘭的戰爭紀
念公園時，導遊不允許我們面帶微笑拍照，因為那個地方記載當地
人傷痛的回憶。而兩國都各有展示鄉村傳統習俗、建築的地方，這
不就是反映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兩國不忘把自身歷史文化妥善
保存嗎？人民認真對待歷史的態度，令我想到自己對香港歷史並不
通曉，甚是慚愧。經過是次旅程，我不禁想在香港多作文學散步，
到訪更多舊區，認真了解香港的文化歷史。

白俄羅斯是我第一個到訪的歐洲國家，其首
都明斯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一種夾雜復古
與現代的氣息。復古的味道源自歷史遺下的
因素，因為白俄羅斯是前蘇聯的成員國，所
以我們可在那裡看到前蘇聯留下的足跡，這
亦令我開始反思一個國家或城市的歷史對其
日後發展的重要性！一個國家或城市之所以
是 今 天 眼 前 的 模 樣 並 非 偶 然，而 是 由 過 去
一 連 串 的 事 件 造 成。因 此，是 次 旅 程 啟 發
了我，令我對國家、歷史及文化三者間的關
係，有了更深入的反思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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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ING UP STARFISHES
With a strong motivation to integrate his profession with interest in community
services and soli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Mr. Paul Lee (Medicine/ year 4) received
the Hong Kong Youth Service Award 2016 together with four other youngsters. He is
delighted to share in here his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in volunteering.

"What is service?" This is the first question asked
by the journalists after I received the Hong Kong
Youth Service Award. In my mind, doing services is
like picking up starfishes on the shore and throwing
them back into the sea in order to save them for
dehydration. It is without any doubt that you can never
save them all by picking up one by one on your own.
But how about picking up a thousand or ten thousands
of them at a time by persuading thousands of people
joining you?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king part in a service and
initiating one yourself. Initiating a service does not
only help more needy people with more helping hands,
but also spreading the seeds of service and the caring
spirit in our community.
Be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CUHK Cross-border
Health Exhibi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in 2014,
I led a team of more than 200 medical students
to organize a territory-wide health exhibition with
health screenings, health talks, information board
demonstrations and free consultations for the public.
Aiming to expand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scope of the
exhibition, I drove the event to step out of Hong Kong
and held another week of public exhibitions in Macau,
serving over 13,000 Hong Kong and Macau citizens.
In 2015, I set up the Hong Kong“Embrace with
Empathy” Charity Service Project targeting
handicapped and disabled citizens, and founded the
Hong Kong StarCatchers Minority Adolescent
Concern Organization. The former is collaborated

CUHK Cross-border Health Exhibition 2014

with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and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of
CUHK. See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evious health
exhibitions as having been carried out in repetitive
districts, the new project focused on rehabilitationafter-diseases-related health exhibitions, basic health
screenings and service programmes in various
centres of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in all
18 districts. The major aim is to serve the disabled
patients and to educate the public with correct
knowledge concerning rehabilitation. As for the Hong
Kong StarCatchers Minority Adolescent Concern
Organiz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all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to offer sustained
free tutoring service to the underprivileged ethnic
minority adolescents. It is now serving around 10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still expanding.
I would really want my service life to keep on
even after my graduation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registered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namely
Association of Docto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st year. This organization comprises of hundreds
of docto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but all with the caring
hearts to serve the general public. We aim to offer pro
bono health screenings, referrals and consultations to
the underprivileged citizens in the community.
Starfishes are still everywhere on the shore.
Nevertheless, there is faith inside me that this is only a
beginning for me to serve our society. My passion will
help the seeds of service to germinate and grow tall in
the hearts of more and more.

Health Exhibition with Hong Kong Society for Rehabilitat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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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rful Life of CW Chu College’s Exchange Students
In 2016-17, CW Chu College received around 30 exchange students in each term. They came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with our students, including among others, the
communal dinner, welcome lunch, high table dinner and Thanksgiving Party.

The 3rd High Table Dinner

The welcome lunch for exchange students

The usual communal dinner

Thanksgiving Party
Mr. Tyler Hepler and Ms. Murong Tina Li,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he US, played host to a Thanksgiving Party
on 24 November 2016. Professor Wai-Yee Chan, the then Master-designate (now College Master), generously
sponsored a smoked turkey greatly increasing the festive mood of the occasion. The Party began with Professor
Chan and Professor Kenneth Young, the Founding Master, taking turns in carving the turkey, which wa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night.
Tyler gave a sharing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practice in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in the US. Participants learnt
about the ﬁrst Thanksgiving Day, how it was made into an American national holiday, as well as the parade, the
Black Friday and the Cyber Monday that have become part of American custom. According to Tyler,“Being a
member of CW Chu College has offered me the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rofessor Wai-Yee Chan and Professor Kenneth
Young started the turkey-carving

Tyler (left) and Tina (middle)

Participants enjoyed Tyl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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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相輔相成
伍宜孫書院於今年 1 月上旬舉辦了「2016 年度柬埔寨服務學習之旅」
，在 16 位來自八所不同學院的本科生之同心同
德、群策群力，以及由當中三位同學擔任團長與副團長之協調下，順利完成。在短短八天的旅程，參加者除了為當地
街童、孤兒、小學生及長者提供義工服務，進行主題式活動外，更共同經歷一些難忘時刻，包括連續四晚入住當地居
民家中、在紅樹林區內水深及腰處把樹苗插種於河床泥中，更與當地十多名大學生進行交流和解難活動。同時，透過
每晚的集體反思和分享，參加者在自我認識、彼此了解，以及社會責任感等方面，均有所提升。
李宛融（政治與行政／三年級）
這八天的柬埔寨服務學習不但讓
我和當地人交流，還令我更了解
柬埔寨的歷史文化及生態，給我
發現一個這麼特別且充滿故事的
地方。
我們在旅程中接觸了不同的服務對象，如街童中心的兒
童、孤兒院的小孩、青少年，以及長者。我們雖然言語不
通，但還是可以透過肢體語言互相表達對對方的關心。我
們亦了解到當地的長者服務、公共衛生教育及青少年領袖
訓練等都較為缺乏，故在長期服務學習而言，可以考慮在
當地提供這類型的服務。
旅程中令我心情較沉重的，是參觀 S21 博物館，我認識了
柬埔寨赤柬時的歷史，目睹柬埔寨人那種不能忘記這黑暗
歷史卻不會報復的態度，讓我看到柬埔寨人非常重視生命
的價值和決心不再令事件重演。

書院舉辦服務團，希望同學能透過義工經驗，從不同角度認識地方文化，
並傳揚愛與關懷

另一個深刻體驗就是種植紅樹。我們親身接觸大自然，見
識了柬埔寨的生態旅遊，以及如何結合社區參與和經濟發
展。這次種紅樹的經歷，真的讓我們大開眼界。
莊業豐（法律／四年級）
兩年前我曾參加書院舉辦的柬埔
寨服務團，當時我探訪了殘障兒
童 和 愛 滋 病 孤 兒，感 受 非 常 深
刻。以 前 我 深 信 教 育 能 改 善 生
活，但對於這些弱勢群體，教育
又可以做到甚麼？社會有甚麼問
題令他們陷入困境？發展基建和經濟是不是解決辦法？我
抱著這些疑問，再次回到柬埔寨，希望找到答案。

同學與柬埔寨大學生進行交流及解難活動，鍛煉領袖能力

我們在這次旅程探訪了其他弱勢群體，包括街童和貧困長
者等，當中有一個共通點――國家無力提供社會福利，他
們只可靠有心人的服務來緩解當前困境，但單單服務未必
足夠，因為他們面對的問題很多是結構性的，包括不均衡
發展導致貧富懸殊、村民須離鄉別井到城裡尋找工作機
會，以及跨代貧窮令部份兒童需要工作，失去接受教育的
機會。
有幾天晚上，我們在當地家庭留宿（Homestay），這樣可
以減輕當地人的經濟負擔，因為不同家庭會輪流接待，避
免惡性競爭，同時促進家庭之間的交流。
服務團能促進社區經濟發展嗎？這是一個值得繼續研究的
課題吧。

長者在同學的指導及陪同下，製作香包

CU SCOPE

MAR 2017

UMP 大學廣場

26

I· CARE Centre for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In October 2016, the I·CARE Centre for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was established to support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cross different units.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spearheaded by the University, the Colleges
and the I·CARE Programme, we aim to broade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on and beyond the campus,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local and global issues through social engagement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promote students' wellness and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The Roadmap proposed by the I·CARE Centre for students to achieve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is set out as below:

STEP 1

STEP 2

The earlier you start, the more time you
have to enhance your learning.
1) First consider what you hope to achieve
in short, medium and long term periods
2) Identif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at help
achieve your goals
3) Develop further your strengths and work
on your weaknesses
4) Set SMART (specific, measureable,
attainable, relevant and time-bound)
goals that motivate you
5) Plan your actions and commit to them
6) Review and keep track of your pla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ts in CUHK provide a
variety of non-credit bearing University Experiential
Learning Activities (UELA) to cultivate students'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UELA,
students may also participate in a wide range of
Student Experiential Learning Activities (SELA)
organized by themselves and external organizations.
We also provide funding to support service projects
and social businesses initiated by students.

DEVELOP YOUR LEARNING PLAN

OWN YOUR LEARNING

STEP 3

KEEP TRACK OF YOUR ACHIEVEMENTS
Keeping track of your learning is as important as
learning itself. The Student Development Portfolio
(SDP) is an e-platform to provide a roadmap to
guide students´whole-pers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I · CARE framework. Check your UELA record
regularly and update your SELA timely to ensure it
is up-to-date and accurate. Review and revise your
action plans to achieve your personal goals.

STEP 4

ORDER EXPERIENTIAL LEARNING
ACTIVITIES REPORT (ELA REPORT)
Present your ELA Report to interested parties such
as potential employers and graduate schools to
supplement your academic results. Each graduate
can request for an official ELA Report free of
charge.
Sample of UELA Report

All regular full-tim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an login to the SDP with their Student ID and CWEM Password at
www.cuhk.edu.hk/sdp.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DP, please visit www.sdp.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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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TUNED
UMP 大學廣場

The following schedul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 of respective sections for the updated information.
Care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entre, OSA (Tel: 3943 7202 / E-mail: cpdc@cuhk.edu.hk)
Events

Speaker / Organizer / Coordinator

Date

創業講座――從構思到實踐

個人優制 , CPDC

6 Apr 2017

Cathay Cadet Pilot Sharing Session

Cathay Paciﬁc, CPDC

7 Apr 2017

Industry Seminar: Commercial + Banking = ?

HSBC, CPDC

10 Apr 2017

Incoming Students Section, OSA (Tel: 3943 7945 / E-mail: isso@cuhk.edu.hk)
Events

Speaker / Organizer / Coordinator

Date

Reunion Gathering of Host Family Programme

ISS

7 Apr 2017

Appreciation Ceremony of CLOVER and the i-Ambassador
Scheme

ISS

21 Apr 2017

Orientation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SS, relevant post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s)

Aug 2017

Orientation for Mainl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SS, MUA

Mid-Aug 2017

Orient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SS, ISA

Mid-Aug 2017

Student Activities Section, OSA (Tel: 3943 7323 / E-mail: sacs@cuhk.edu.hk)
Uni-Y (CUHK) Joint University Summer Trips
Events

Speaker / Organizer / Coordinator

Date

Indonesia

SACS

1 - 10 Jun 2017

Columbia

SACS

9 - 18 Jun 2017

Egypt

SACS

26 Jun - 6 Jul 2017

Russia & Poland

SACS

17 Jul - 2 Aug 2017

Events

Speaker / Organizer / Coordinator

Date

Blood Donation Campaign 2017

SACS

3, 5 - 13 Apr 2017

The Providence Foundation Outward Bound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Outward Bound Trust of Hong Kong Limited

22 - 28 May 2017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Student Leader Training Scheme

SACS

11 Apr 2017

KCC Elite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the New Century 2017

Kowloon Chamber of Commerce, SACS

8 - 22 Jul 2017

New Student Orientation Day

SACS

8 Aug 2017

Faculty/ Department Orientation Camps

SACS, student societies of respective faculty/
department

Mid-Aug 2017

College Orientation Camps

SACS, student societies of respective college

Late-Aug 2017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Undergraduates

SACS

4 Sep 2017

Student Counselling and Development Service, OSA (Tel: 3943 7208 / E-mail: scds@cuhk.edu.hk)
Events

Speaker / Organizer / Coordinator

Date

Workshop on Loss and Grief - for Students of Master of
Nursing Science (Pre-registration) Programme

SCDS, the Nethersole School of Nursing

29 Mar 2017

救救地球：共享閱讀樂趣！愛護環境，閱讀後請傳給他人分享，或投入廢紙回收箱內。
此外，你亦可瀏覽網上版 www.cuhk.edu.hk/osa/market.htm
Save the Planet by Sharing and Recycling!
Please share the magazine with others or put it into a recycle bin after reading!
You may also read the magazine at www.cuhk.edu.hk/osa/market.htm

環保紙印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