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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大12個研究式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招生

香港樹仁大學現正招收 12 個「研究式」碩士（MPhil）和博士
（PhD）學位課程的學生，學科包括中文、英文、歷史學、

心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 6 個範疇。為鼓勵有意於學術研究的
學生報讀，仁大除了向學生發放每月 15,000 元的補助金外，並
設立特別獎學金，學生第一年獲得的最高獎學金為 60,000 元。

 仁大招生事務處總監梁小琪小姐對《樹仁簡訊》記者表示，

仁大目前自主開辦的研究生課程共有 18 個，其中「研究式」課

程佔 12 個，「授課式」課程佔 6 個。12 個「研究式」課程中，

哲學碩士（MPhil）和哲學博士（PhD）學位課程各有 6 個。（詳

見下表）

仁大 2020-2021 學年開辦的研究生課程

「授課式」博士學位課程

Taught Doctoral Programmes
「研究式」博士學位課程

PhD Programmes
輔導心理學博士 
Doctor of Psychology in Counselling 
Psychology

中文哲學博士 PhD in Chinese
英文哲學博士 PhD in English
經濟學哲學博士 PhD in Economics
歷史學哲學博士 PhD in History
心理學哲學博士 PhD in Psychology
社會學哲學博士 PhD in Sociology

「授課式」碩士學位課程

Taught Master Programmes
「研究式」碩士學位課程

MPhil Programmes
跨學科文化研究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
市場學及消費者心理學理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Marketing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心理學社會科學碩士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in Psychology
輔導心理學碩士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in Counselling 
Psychology
社會科學碩士（中國社會的變遷）

Master of Social Scienc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中文哲學碩士 MPhil in Chinese
英文哲學碩士 MPhil in English
經濟學哲學碩士 MPhil in Economics
歷史學哲學碩士 MPhil in History
心理學哲學碩士 MPhil in Psychology
社會學哲學碩士 MPhil in Sociology

梁小姐表示，每個 MPhil 和 PhD 課程的錄取人數有限，學系除

了審視申請人的學術成績和過去已完成的論文外，也會透過面

試詳細了解申請人的情況。

MPhil 課程的申請人，須持有認可大學的學士學位，並最少

有二級榮譽乙的成績。申請人如非擁有本地大學頒授的英文

學士學位，或在英語國家的大學本科畢業，則必須在 IELTS 
Academic 中考取不低於 6.5 分的成績。

PhD 課程的申請人，須持有 MPhil 或「授課式」碩士學位，或

在認可大學中以一級榮譽畢業。英語能力的要求與 MPhil 課程

相同。申請資格詳見研究生院網頁：https://gs.hksyu.edu/en/
Prospective%20Students/Admission。

據梁小姐表示，為鼓勵和支援學生攻讀「研究式」課程，大學

會安排全日制 MPhil 和 PhD 學生，出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

校方每月會給予 15,000 元補助金。另外，大學專為 MPhil 和
PhD 學生設立了 TML Scholarship，學生第一年每月最高可獲

獎學金 5,000 元，全年最高為 60,000 元；之後各年每月最高獎

學金為 2,500 元，全年共 30,000 元。獎學金的發放年期視乎學

生修讀年期長短而定，博士生最多為 4 年，碩士生最多為 2 年。

梁小姐又指出，仁大近年加強了大學的研究設施，現正建設大

數據實驗室和 VR/ AR 實驗室，相信對學生進行跨學科研究，會

有很大幫助。

系主任和教授談研究式課程
社會學哲學碩士 (MPhil) 及哲學博士 (PhD) 學位課程   

社會學系系主任張越華教授：

社會學哲學碩士及哲學

博士課程的錄取對象，

不限於社會學本科生。

擁有人類學、管理學、

公共衛生或地理學等學

位的人士，也歡迎報

讀。社會學研究着重實

證調查和田野考察，也

重視跨學科研究。

仁大研究生院學生人數

不多，所以指導老師能

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

要。學生除了出任教學

助理外，也有機會擔任

研究助理，參與老師的

研究項目。做研究不應

只著重論文寫作，還要有實地的考察和親身的接觸。以我自己

為例，從事戒毒研究期間，經常探訪不同機構，討論政府政策

和交流經驗，並接觸戒毒者。如果研究成果和建議被政府和業

界採納，使政策措施得到改善，研究者不但對學術作出貢獻，

也為社會出一分力。

中文哲學碩士 (MPhil) 及哲學博士 (PhD) 學位課程

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黃君良博士：

漢語言和文學的學術研

究，正朝着跨學科的道

路向前邁進，運用不同

學科的知識，以多維度

審視研究對象和研究課

題。仁大中文系的老師

在這方面當然不甘人

後。

學系現有四位教授招收

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分

別是何祥榮教授、楊若

薇教授、傅承洲教授和

陳允鋒教授。

他們的研究範圍和興趣包括：詩經、楚辭、漢至南朝辭賦、駢文、

古代文學理論、文心雕龍、宋元明清小說、應用語言學、社會

語言學、中國語文教育等。

學生攻讀中文 MPhil 和 PhD 課程，不但能運用跨學科的方法探

求和研究知識，而且能開拓自身的研究領域，提升知識的整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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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哲學碩士 (MPhil) 及哲學博士 (PhD) 學位課程

經濟及金融學系副系主任李樹甘博士：

研究生路途孤單漫長而

困惑，要堅持發掘知識

的動力。修讀 MPhil 和

PhD 課程的青年人，不

要怕犯錯而不敢跳出框

架走新路，也不要自我

懷疑而卻步不前，要相

信自己的研究終會有成

果，並會有益於社會。

經濟學理論涉及的範圍

很大，研究時可微觀和

宏觀相結合，再配合實

證研究，定會在學術上

和實用上產生影響，有

時候並會有益於公共政

策的制訂。

我們挑選申請人時，除了着重學術成績外，也會審視其畢業論

文和其他論文。具有研究經驗者更佳。

歷史學哲學碩士 (MPhil) 及哲學博士 (PhD) 學位課程

歷史學系副系主任羅永生博士：

歷史學系現有 4 位資深

教授，可出任論文指導

老師，他們的專長包括：

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

史、香港史、中美關係

和中日關係等。

近年，歷史學界提倡跨

學科研究，以新視角和

新方法去研究歷史。例

如，可從環保角度去審

視古代的天人關係，以

性別研究角度去看中國

古代女性的社會角色。

從事歷史研究，始於對

歷史的興趣和熱情，而

獨立思考也十分重要。我們在面試時，除了考慮申請人有沒有

歷史的學術背景外，也會注意申請人在文化研究、比較文學、

宗教研究或政治學等領域是否也有一定的認識。

英文哲學碩士 (MPhil) 及哲學博士 (PhD) 學位課程

協理學術副校長（教學發展）、英文系副教授陳潔詩博士：

對文化研究有興趣，或

對英美文學、或語言學

有一定認識的學生，可

考慮攻讀英文 MPhil 和

PhD 課程。

學生可以按自己的興趣，

選擇研究的範疇，包括：

英美文學、文學理論、

文化研究、生態倫理哲

學、科技文化、性別主

義、語言學等。英文系

一向鼓勵學生進行跨學

科、跨文化研究，例如：

通過文學作品，探討人類與動植物的關係，這不但涉及英美文

學、後人類主義、批判動植物學研究等，也觸及科普知識。

英文 MPhil 和 PhD 學生除了要完成研究生院的必修科外，還要

上導修課，按研究範疇及學術背景，研讀科幻小說、生態哲學

理論或英美文學作品。課程所有文學作品及文代理論均為英語

文本，以及修業期間有機會擔任教學助理，申請人的英語水平

須達到 IELTS Academic 7.5 分或以上。

心理學哲學碩士 (MPhil) 及哲學博士 (PhD) 學位課程

輔導及心理學系副教授符瑋博士：

修 讀 MPhil 和 PhD 課

程的好處，是讓你有自

由的空間去思考和探索

問題。你的論文指導老

師，並非高高在上，而

是可以互相交流想法，

切磋學問。當然，老師

會在研究方法等方面作

指導，如質性、量性和

文獻研究等方法。

在資訊發達的年代，青

年人如何能保持獨立思

考、有系統地分析問

題，以及尋找與自己的觀察和看法相近的觀點，以支持自己

的研究，是研究生需要解決的問題。

學系現有充足的配套設施和實驗室，支援學生從事研究，包

括「神經心理學實驗室」和「認知實驗室」，新設立的「正

向心理實驗室」和「藝術及創意工作室」，以及由我主持的

「正向技術及虛擬現實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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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ita Li’s 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ubiquitous city
Project Title (funded by Research Grant Council – 2019/2020 Inter-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cheme): State of the art 
research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ubiquitous city

Principal Investigator: Dr. Rita Yi Man L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Director, Sustainable 
Real Estate Research Center/HKSYU Real Estat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Lab)

Co-Investigators: Chair Professor Kwong Wing CHAU,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Daniel Chi Wing HO,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Funding period: 12 months

Amount awarded: HK$411,018

Research 學術研究

The aim of Dr. LI Rita Yi-man’s project is 
to enhance local academics’ capability 

in using various AI and ubiquitous tools for 
research, conducting research on AI and 
ubiquitous cities via seminars, research clinics 
and workshops. Up to now, four overseas 
experts have shared their knowledge and 
thoughts via video conferencing platform Zoom.  
As per Dr. LI, AI refers to machines mimic human 
cognitive functions. It can make decisions, 
think, learn and improve themselves. The 
idea was not new as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1956 at Dartmouth College. Nevertheless, AI 
development was slow until recently when huge 
progress in several algorithms, such as deep 
learning, have resulted in rapid developments. 
Indeed, the concept of autonomous cars no 
longer only exists in scientific novels, but they 
are now on the market. The Hong Kong Airport 
Authority has just adopted facial recognition at 
boarding gates in Hong Kong airport from 2019. 
In addi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Google’s 
translate performance is also credited to the 
improvement in its AI algorithm.

According to Dr. Li, apart from AI, ubiquitous 
computing, where computing technologies 
are adopted everywhere at any time, has also 
recently changed the façade of people’s everyday 
lives. The idea of ubiquitous city (u-city), where 
all smart devices are connected at any time and 
everywhere is considered as an advanced form 
of smart cities. Smart wearables, like Google 
Glass, not only provide traffic information based 
on users’ location but also help children with 
autism to learn social skills. Undoubtedly, AI and 
ubiquitous technologies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nd a marriage between them is beneficial. 
Indeed, one predominant AI application is to 
develop solutions for u-city.

Dr. LI said renowned scholars and leading 
experts specialising in AI and ubiquitous cities 
will b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tise with local 
academics. The seminars, research clinics and 
workshops covers three areas.

The first area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relevant promising 
research topics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aiming to provide academics with insights in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AI and ubiquitous cities 
from researchers’ perspectives. The second area 
focuses on AI and ubiquitous tools in u-city which 
can be utilised to support research. In the third 
area, well-known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will b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 
AI in their projects, including u-city and others.

Potential designs of AI and ubiquitous-driven projects as well as successful 
cases will b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to encourage academics to conduct, 
not only theoretical, but also empirical application in related areas.

Due to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Dr. LI decided to use Zoom to launch 
the first event series online to allow academics and other participants to 
consult with the speakers.

Topics and speakers of the seminars are as follows:

April 6 
(4-7pm) Seminar: “The social and eth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eaker: Professor Virginia DIGNUM,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She is also the scientific director 
of WASP-HS, the Wallenberg Program on Humanities 
and Society for AI, Autonomous Systems and 
Software, Fellow of the Europe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sociation, and author of 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ing and using AI in a responsible 
way published in 2019.)

Semin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mart cities”

Speaker: Professor Michael BATT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processes, 
vo lunteered  geographic  in format ion  (VGI ) , 
Geographical AI etc. His current research includes 
AI geography-characterized big data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should be effectively designed while 
considering geographic mechanisms and rules, as well 
as the geographic knowledge inclusion.)

April 8 
(7-11pm) Seminar: “Publication strategies for getting AI and 

smart construction published in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a 2020 perspective”

Host: Professor Miroslaw J. SKIBNIEWSKI, A. James 
Clark Chai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e is also the present Editor-in-Chief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published by Elsevier. Prior joining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e served as an Assistant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nd 
Associate Provost of Purdue University)

Seminar: “The programmable city”

Speaker: Professor Rob KITCHIN, Maynooth 
University, Ireland(He has published widely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28 authored/edited 
books and over 180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and 
has delivered over 230 invited talks at conferences and 
universities. He is managing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and has 
been an editor of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and was the editor-in-
chief of the 12 volum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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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綺雯博士推動人工智慧和智慧城市的研究

項目名稱（項目獲研究資助局 2019-2020 年度「跨院校發展計劃」資助）：人工智慧和無處不在的智慧城市最新研究

首席研究員：李綺雯博士（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

合作研究員 : 鄒廣榮講座教授、何志榮教授

項目年期：12 個月

資助額：$411,018

李綺 雯 博 士 希 望 通 過 一 系 列 的 研 討 會、 學
術 培 訓 班（research clinic） 和 工 作 坊，

促進本地學者進行人工智慧和智慧城市研究，
以 及 提 高 他 們 利 用 各 種 人 工 智 慧 和 泛 在 計 算
（ubiquitous computing）工具進行科研的能力。
李綺雯博士表示，人工智慧又名機器智慧，是指
機器模仿人類的認知功能，做出決定、進行思考、
學習和自我提升。它最早於 1956 年由達特茅斯
學院（Dartmouth College）提出，初期發展緩慢，
直到近期，研究人員借鑑深度學習等多種演算法，
人工智慧才快速發展。時至今日，自動駕駛汽車
不再是科幻小說概念。香港機場管理局從 2019
年開始，在機場的登機閘口引入面部識別技術。
此外，谷歌翻譯性能的大幅度提升，也歸功於其
人工智慧演算法的改善。

除了人工智慧外，無處不在計算技術的泛在計算
也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面貌。無處不在的智慧
城市，又名泛在城市（u-city），被公認為一種先
進的智慧城市形式，當中的所有智慧設備在任何
時間、地點都可以連接起來。例如谷歌眼鏡的可
穿戴智慧設備，不僅可以根據用戶的位置提供交
通資訊，還可以讓自閉症兒童學習社交技能。毫
無疑問，人工智慧和泛在計算技術正在迅速發展，
兩者融合有莫大裨益。事實上，人工智慧的一個
主要應用就是為 u-city 尋求解決方案。

根據李博士的項目，她會會邀請人工智慧和泛在
城市的知名學者、專家，向本地學者分享他們的
專業知識。計劃舉辦的活動包括 3 個部分。第一
部分重點介紹發展趨勢、前景及挑戰、相關的研
究主題和未來的研究議程，並從研究員的角度讓
我們洞察人工智慧和泛在城市的最新發展。第二
部分側重於人工智慧和泛在城市中的泛在計算的

At least 184 participants joined online

According to Dr. LI, at least 184 participants from 6 continents concurrently joined the Zoom seminars 
and research clinics, 78 from Hong Long, 80 from overseas from 6 continents including 14 from the 
UK and 13 from the US; 26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Macao. She was happy with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full time faculty members. They come from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Georgia Tech, University of Wyoming,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Tongji University, UNSW Sydney and local universities etc. We hope that the event 
will not only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but also motivate established researchers to 
innovate in their own projects. In fact, the PI is now calling for book chapter submission for the book 
titl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ubiquitous city’ on top of three academic journal’s special issues and one 
journal’s regular issue.” Dr. LI said.

 

輔助研究工具。在第三部分，知名學者分享他們
在項目中實施人工智慧的經驗，包括泛在城市等。

 李博士表示，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她在 4 月首
先利用視訊會議平台 Zoom，舉行 4 場研討會和
2 個學術培訓班。來自 6 大洲至少 184 名參與者
參加了 Zoom 研討會和研究診所，當中 78 人為本
地學者和對本課題有興趣的業界人士等。另有 80
人來自海外，20 人來自中國內地，6 人來自澳门。
大部分參與者都是大學全職教師。他們來自劍橋
大學、倫敦大學學院、佐治亞理工學院、懷俄明
大學、倫敦南岸大學、清華大學、同濟大學、悉
尼新南威爾士大學及本地多所大學等。我們希望
本次活動能促進創新研究合作。

Professor Rob KITCHIN and Professor Miroslaw J. SKIBNIEWSKI in 8 April session.
圖中第二排右 1 是 4 月 8 日第二場研討會的講者 Professor Rob Kitchin，
右 2 是 Professor Miroslaw J. SKIBNIEWSKI。

Dr. Rita LI
李綺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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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心系籌備連續12年提供「心導」放榜輔導熱線服務

由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Counselling and Research 
Centre）主辦，輔導及心理學系學生出任輔導員的「心導」

放榜輔導熱線（In-depth Hotline Counselling Services），將會在
今年中學文憑試和大學聯招放榜前後，提輔導服務。「心導」
輔導熱線今年會加強網上宣傳，並會提供更豐富的升學資訊。

「心導」熱線顧問老師、輔心系副教授符瑋博士對《樹仁簡
訊》記者表示，熱線設立的主要目的，是向應屆考生及其家
長，提供免費升學資訊及同輩情緒支援。受過訓練的輔心系
同學，會耐心聆聽當事人的查詢和傾訴，引導他們了解自
我，從而增強他們面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今年的「心導」熱線跟去年一樣，將提供 2 條輔導熱線，1
條為學生熱線，另 1 條專為家長而設。服務時間一般在文憑
試和聯招放榜前 3 天和放榜後 2 天，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而在放榜前夕，更會提供通宵服務。至於今年的具體服務時
間，要待當局公布在放榜日期後，才能作出確實的安排。

符博士表示，「心導」熱線於 2009 年首次提供服務，連同
今年在內已有 12 年歷史。當年由一群熱心學生發起，希望
運用自己所學，服務社會。作為老師，當然義不容辭，盡量
提供支援。因此，他與學系其他老師，一直在培訓教材、訓
練和考核等方面提供意見。他和另外 3 位老師更會在熱線運
作的日子裏「候命」，處理緊急或特殊情況。有老師更會在
放榜前夕的通宵服務時段，隨時為當值的同學提供支援。

Department 學系焦點

 「過去，需要老師支援或介入的情況，通常是家長過於激
動，長時間佔用熱線發其牢騷。老師接到通知後，會接聽
電話，而家長聽到老師的聲音後，通常會自行收線。」符
博士說。

耐心聆聽

在符博士的記憶中，這麼多年來，他們沒有處理過情緒失
控或有傷害自己傾向的個案；而學生在電話中哭泣，則不
時出現。他說，有一年，曾有學生在電話裏哭訴近 3 個小時，
而接聽的輔導員一直耐心聆聽，直至來電者哭訴結束為止。
如果來電者願意談下去，輔導員會協助他們認識問題的本
質和個人的情況，支援他們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心導」熱線籌委會由 12 名輔心系同學組成，其中 2 人出
任召集人，統籌和領導各項籌備工作，其他成員則負責具
體的執行和行政工作，包括招募同學參加，修改輔導員教
材（之後給顧問老師過目），安排為期 3 日的訓練活動，
籌備考核，收集及整理升學資訊，以及編製更表等。今年
籌委會召集人是 2 年級的陳彥彤和林嘉賢同學。

在去年曾出任輔導員的陳彥彤接受《樹仁簡訊》訪問時表
示，今年的招募期在 4 月底結束，希望可以招募約 50 位同
學參加，這樣，連同籌委會成員在內，約有 60 人，相信足
以維持 2 條輔導熱線的服務。輔導員和支援人員每更當值

符瑋博士。



57Department 學系焦點

時間為 4 小時，合共 6 人，另外會有 2 至 3 名籌委會成員在場
監察，並提供支援。

 為保證接聽電話的轉導員在輔導知識和技巧上達到一定水平，
所有報名參加的同學在完成訓練課程後，要參加考試，考試不合
格者，可以補考，但補考後仍不達標，則不會被安排接聽電話，
而只能做支援工作。

加強網上宣傳

陳彥彤表示，籌委會今年會加強「心導」熱線的網上宣傳，因為
一來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中六學生較少回校，傳統的宣傳海報
難再發揮作用，二來因為青少年多使用社交媒體，加強網上宣傳
可以把服務訊息直接送到學生「手上」。

據陳同學表示，籌委員會今年會分別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Google 各投放 2,000 元的廣告費。此外，他們會繼續在「心導」
熱 線 的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indepth.hotline/） 和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indepth.hotline/） 專 頁， 發
放服務宣傳訊息，也會印刷服務宣傳單張，分發到中學和社區中
心。

陳彥彤說，她去年出任輔導員時，沒有遇到情緒不穩定的學生或
其他特別情況。「我們受訓時知道，當來電者想哭時，我們要讓
她好好地哭，給時間讓他們冷靜下來。我們會一直留在他們身
邊，不會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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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本上我們知道，當人臨近死亡或失
去至親時，其悲傷反應和調適可分為

幾個階段，包括否認、憤怒 …… 沮喪和
接受。但我在工作實習中發現，在某些人
身上，某一階段的反應不會顯露出來，
也有人在同一時間出現混合的反應。」

修 課 心 理 學（ 榮 譽 ）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課
程 的 輔 導 及 心 理 學 系 四 年 級 同 學 陳 麗
菲（Eva）， 通 過 工 作 實 習「PSY 461 
Industrial Attachment」，到提倡生命教育
和綠色殯葬的毋忘愛有限公司，進行為
期 120 小時的工作實習。她接受《樹仁
簡訊》記者訪問時說了以上的一番話，
並形容能夠在現實中檢視所學的理論，
是實習至今最大的收穫。

IAO 工作實習

Eva 在上學期得知學系在下學期開設工作
實習科目後，決定選修，希望藉此增加
對職場的認識，並檢視所學的理論與現
實世界有多大差距。她之後根據學系公
布實習機構資料，上網查看各機構的宗
旨、性質和服務，最後選定毋忘愛。 

「我申請前上網查得很仔細，各個機構
我都看過，發現毋忘愛很符合我的要求
和興趣所在，例如我可以親身觀察到死
亡為人帶來的情緒反應。」Eva 說。

通過學系的篩選後，Eva 和另一位同獲安
排前往毋忘面試，並獲得接納。本來實
習可以在 2 月開始，但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延至 4 月才展開。

寫貼文推動生命教育

Eva 的實習工作包括各式各樣的任務。在
上班初期，公司負責人要求她閱讀一本
有關生命教育的書，然後按照不同章節

的主題內容，結合自己的感受，寫出短
文，在公司的社交媒體的專頁發表，以
推動生命教育和綠色殯葬。她還要為貼
文的發表做設計，尋找合適的圖片作配
合。

毋忘愛是根據《稅務條例》獲豁免繳稅
的慈善機構，除推動生命教育外，也會
安排喪禮、追思會和「生前預囑計劃」
（即預早安排身後事），但具體的殯儀
服務，則由另一家合作的公司提供。Eva
在實習期間，有不少機會參與一些儀式
的事前準備工作，觀察不同宗教的殯儀
儀式，以及親身感受臨終者和失去至親
者的情緒反應。

「死亡是較少人談論的話題，而如何規
劃和提供殯葬服務，更是不容易接觸得
到，今次實習給我很難得的經歷。」Eva
說。

Eva 的實習大約在 6 月底結束。按照工作
實習科目的規定，她要提交實習報告和
反思日誌（reflective journal），並要按時
出席分享會。負責評核的輔心系助理教
授黃子健博士，會根據同學在上述各項
目的表現，再結合僱主評分，評定同學
的成績。

14 位同學參與工作實習

 黃子健博士對《樹仁簡訊》表示，上述
實習科目在輔心系是首次開設，並接受
三年級和四年級主修心理學的同學修讀。
在 本 學 年， 該 科 目 提 供 近 20 個 實 習 職
位，大部分經由系內老師聯繫所得，有
來自社福機構和志願機構，也有來自私
人公司，如教育顧問服務、市場推廣和
心理顧問服務等。由於落實同學的實習
職位要經過報名、篩選、僱主面試等程

序，因此相關實習活動在下學期才正式
開始。

黃博士表示，約有 30 名同學於本學年申
請修讀實習科目，在完成各項程序後，
有 18 個實習職位安排了人選，但最後有
數位同學退出，結果只有 14 名同學落實
參與工作實習。

據黃博士表示，退出的同學中，有部分
是因為不熟悉相關行業的運作，擔心無
法完成實習。也有同學對於如何把所學
應用到實習工作上，毫無頭緒，憂慮難
以滿足實習機構的要求而決定退出。

因應上述情況，黃博士表示，學系在新
學年會加強推廣，並安排完成實習的同
學與師弟師妹分享，相信可以讓其他同
學對工作實習有更清晰的了解。他又指
出，學系已得到提供實習職位的機構保
證，盡力協助實習同學參與跟學科相關
的工作項目。

提高職場競爭力

黃博士指出，雖然大部實習工作職位未
必與心理學的專業範疇有直接關係，但
通過工作實踐，同學不但可以加深對心
理學理論的認識，而且更有機會把心理
學知識應用到工作上，加上從實習中獲
得的工作經驗，相信對日後個人的成長
和職場的發展，都有幫助。

「在職場上，僱主需要的是具備良好工
作能力的畢業生。學生若能完成整個工
作實習，相信定必可以提升他們的就業
能力 (Employability)。」黃博士說。

談及下學年的安排時，黃博士表示，學
系希望可以將實習職位數目增至 20-25
個，讓更多同學有機會修讀。

陳麗菲（Eva）同學。

黃子健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