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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KSYU) has received a donation to provide an annual entrance scholarship 
for local students admitted to Year 1 of the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ours) in Digital 

Marketing (BBA-DM) programme, starting from the academic year 2019/2020. 

The donor iFREE GROUP (HK) LTD will make available HK$1,000,000 annually for the entrance scholarship - iFREE 
Entrance Scholarship for the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ours) in Digital Marketing programme, 
and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University to set the award mechanism. 

On November 16, 2018, Mr. Steven LOKE, Chairman of iFREE GROUP (HK) LTD, Mr. Ricky K P CHIA, Managing 
Director of iFREE GROUP (HK) LTD, and other senior members of the management visited HKSYU and presented 
a cheque for HK$1,000,000 to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Dr. HU Fai Chung, Deputy President of HKSYU, and Professor Catherine SUN, Academic Vice President, thanked 
Mr. Steven LOKE for their generous donation.

After the cheque presentation ceremony, Dr. HU Fai Chung, Professor Catherine SUN, Ms. Sophia YIP,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Student Affairs), Professor David YEUNG Davi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Professor and Head of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senior staff of the University held discussion with the guests and explor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Initially, iFREE wanted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of upgrading the University’s wifi 
connectivity, and then at a later day, iFREE would like to look into the possible establishment of a Big Data Laboratory.

iFREE Group (HK) LTD is a global company based in Hong Kong pioneering new ways to travel and to offer mobile 
communication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Catherine SUN, the scholarship aims at encouraging students who have an avid interest 
in Digital Marketing to achieve their ultimate goal of earning the requisite qualifications to pursue a career in this 
specialized area. 

Each year, a maximum of 50 scholarships of $20,000 each will be made available. Recipients will receive the 
scholarship in two equal installments. The f irst installment will be disbursed in late October and the second 
installment will be disbursed in late February. This scholarship is renewable annually subject to available funds and 
students’ continued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as stipulated in the “Renewable Criteria”.

Under the “Renewable Criteria”, recipients must maintain a minimum of Cumulative GPA of 3.5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previous academic year to remain eligible.

No separate application for entrance scholarship is required. The University will automatically identify qualified 
students and inform the recipient of the scholarship offers. The scholarship will not apply if the student concurrently 
holds any other scholarship, fellowship, bursary, grant, award or allowance without prior approval from the 
University.

iFREE GROUP Chairman Mr. Steven LOKE (sixth left), Managing Director Ricky CHIA (fourth left) and HKSYU Dr. HU Fai Chung (middle). 

HKSYU receives iFREE GROUP’s donation to provide entrance scholarship 
for Digital Market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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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EE GROUP Chairman Mr. Steven LOKE (middle) and Managing Director Ricky CHIA (left) attend the discussion session after the cheque presentation 
ceremony.

仁大獲愛訊集團捐款為數碼市場學課程
設立入學獎學金

香港樹仁大學獲愛訊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捐款，由 2019/2020 學年開始，為工商管理學（數碼市場學）學士學位課程一年級學生，
設立入學獎學金，每年會有 50 名學生受惠。

愛訊集團首筆捐贈為港幣 1,000,000 元，捐贈儀式於 2018 年 11 月 16 日在研究院綜合大樓舉行。出席儀式的愛訊集團高層管理人員
包括主席陸國權先生，及董事總經理謝廣富先生等。樹仁大學方面，出席者包括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博士、學術副校長孫天倫教授、協
理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女士、工商理學系系主任兼卓越研究教授楊榮基博士和其他大學高層人員。

在捐贈儀式結束後，雙方舉行交流討論會，並探討在流動通訊和其他相關領域合作的可能性。初步的計劃是協助仁大提升流動通訊功
能（包括容量及速度），然後會探討成立「大數據實驗室」。

愛訊集團是一間以香港為基地的國際公司，主要經營創新旅遊通訊和流動通訊業務。

孫天倫教授表示，設立入學獎學金的目的，是鼓勵修讀數碼市場學的同學，努力完成學業，為將來投身這一專門職業打好基礎。

按照相關安排，由 2019/2020 學年開始，校方每年會向 50 名數碼市場學課程一年級學生，每人發放 20,000 元獎學金。獎學金會分兩
期平均發放，第一期在 10 月底，第二期在翌年 2 月底。學生是否能續領獎學金，要視乎獎學金的現存金額，以及學生的學業成績能
否符合「續領標準」（Renewable Criteria）的要求而定。「續領標準」訂明，學生在上一個學年下學期的累積平均積點（CGPA），最低
要達 3.5，才符合續領資格。

校方表示，在 2019/2020 學年，所有獲錄取的數碼市場學一年級學生，會自動成為入學獎學金的申請人。校方完成甄別後，會通知獲
頒獎學金的學生。如學生未經大學同意而同時領取其他獎學金、助學金、捐助、獎金或津貼，則會被取消領取入學獎學金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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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2018學術週」以科技與商業為主題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2018 學術週」，在 10 月 29 日

至 11 月 1 日舉行，期間舉辦的論壇、講座、工作坊和分享

會達 10 場之多，大大拓寬了同學的知識和眼界。

學術週是工商管理學系每年一度的盛事，來自各大企業的傑出

領袖，分享自己的管理及工作經驗，讓學生能走出課堂，藉着跟

各界精英的互動與交流，結合理論與實踐，了解未來的商業路

向。

本年學術週的主題為「走進科技商業發展新時代」（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in New Business Era）。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及卓越

研究教授楊榮基教授表示，隨着全球化競爭和新科技的革新，

香港的傳統產業已漸漸出現轉變。企業積極擺脫因循守舊的思

想和工作方式，把更多的創意及資訊科技投入生產和運作中。

新科技的急速發展不但推動着各行各業的進步，更促使許多新

經濟產業誕生和發展。

「面對商業社會的變革，不同產業原有的行規與行情可能會被

徹底改變。企業需要怎樣的人材？年青一代又該何去何從？『走

進科技商業發展新時代』希望讓年輕人在急速改變的商業社會

中找著立足點。」楊榮基教授說。

學術週開幕禮暨論壇在 10 月 29 日下午舉行，由創新及科技局

副局長鍾偉強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其他嘉賓包括：霍英東集團

副總裁霍啟剛先生、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副會長戴麟先生、香

港鴻圖醫療集團總裁馮就勉先生、香港青年總裁協會創會會長

袁志平先生。

黃智輝先生（左）。

開幕禮嘉賓：鍾偉強博士（左 4）、霍啟剛先生（右 5）、馮就勉先生（右 4）、袁志平先生（右 3）、戴麟先生（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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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 上 午 舉 行 的「Google Digital Garage Workshop」，

由 Mr. Antony Yiu 主 持。 他 是 Digitas Hong Kong 的 Managing 

Director，及 Publicis Groupe Hong Kong

的 Head of Client Development。Google Digital Garage 是一個免

費的網上學習平台，參加者透過靈活的培訓課程，可提升數碼技

能，並獲取 Google 認證的資格。

10 月 30 日下午有兩項活動，包括：由 BravoOnline 執行董事鄧

諾文先生，及 B & F Advisory Ltd. 創辦人翟洪鋒先生，講解科技

發展帶來的新商機；以及由德意志銀行副總裁譚凱詩小姐，及資

深證券業從業員陳仲良先生，分別就投資銀行的客戶服務和證

券分析工作，分享經驗。

10 月 31 日上午，大會邀請多名工商管理學系校友重返母校，與

同學分享多個不同行業的職場資訊和工作經驗，包括：空中服務

員陳詠欣小姐、Dairy Farm 牛奶公司高級採購經理溫淑雯小姐

和 Animoca Brands 商務經理廖展威先生。

10 月 31 日下午有兩場講座，包括：由 Light Up Life Ltd. 創始人

黃智輝先生主持講座，講解品牌創造和市場營銷策略；由郁金香

互動媒體文化有限公司動畫製作總監樊偉浩先生，及項目經理

吳家豪先生，講解動畫製作過程和分析動畫行業的發展。

11 月 1 日上午有兩場校友分享活動，其中一場是創業分享會，由

兩名工商管理學系校友——Locker Toys Group Limited 創辦人黃

家恩先生，及 Bull. B Tech 董事夏鈺渼小姐，分享他們嶄新的商

業和營銷理念，以及創業經過。另一場分享會名為「東瀛浮」，由

Norman Chan 陳樂敏先生，分享在日本留學、求職和生活的經歷。

11 月 1 日下午，形象設計師顧問及日系時裝店主李麗君小姐，以

「日新月異港時尚」為題，分享代購經營心得，並講解品牌和形

像的建立。

陳仲良先生（左 2）和譚凱詩小姐（右 2）。

李麗君小姐。

主持分享會校友：溫淑雯小姐（左 2）、陳詠欣小姐（左 4）、廖展威先生（右 1）。

開幕禮嘉賓：鍾偉強博士（左 4）、霍啟剛先生（右 5）、馮就勉先生（右 4）、袁志平先生（右 3）、戴麟先生（右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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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Titl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etrics Analysis (Funded by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in 2018/2019 under 
the Inter-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cheme)

研究項目：理論和應用計量經濟學分析的新近發展（本項

目獲研究資助局2018/2019年度「跨院校發展計劃」撥款資助）

Principal  Invest igator :  Dr .YUEN Wai Kee,  Assis tant Professor,  Depar tment of 
Economics And F inance 
Amount Awarded: HK$ 423, 30 0
Funding Per iod: 12 months

T he goal  of  econometr ics is  “ to put empir ical  f lesh and blood on theoret ical  s t ruc tures ” ( Johns ton, 
198 4 ,  p.  5) .  Modern research in economics and f inance demands sophis t icated econometr ic sk i l ls  and 

models .  According to Dr .Y UEN Wai Kee,  this I IDS projec t w i l l  ins truc t col leagues and other par t ic ipant s 
on recent development s in econometr ics in three areas:  (1)  model se lec t ion s trateg ies ,  (2)  nonl inear 
econometr ic methods ,  and (3)  dynamic panel dat a analysis .  B y equipping col leagues and other 
par t ic ipant s wi th knowledge of cut t ing- edge theoret ical  and appl ied econometr ic analysis methods ,  the 
projec t w i l l  improve research and enhance teaching in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rogrammes.

The projec t w i l l  consis t  of  work shops ,  seminars and an internat ional  conference.  A l l  event s wi l l  be 
opened to other ins t i tut ions and to the publ ic .  According to Dr .Y UEN, the work shops wi l l  focus on 
interac t i ve t ra ining in appl ied econometr ics .  The work shops wi l l  cover :  (1)  appl icat ions of automated 
general - to -speci f ic  model l ing s trategies ,  (2)  appl icat ions of dynamic and nonl inear panel dat a model l ing , 
and (3)  appl icat ions of nonl inear econometr ic methods.

The seminars wi l l  focus on ins truc t ing col leagues and other par t ic ipant s on new development s in 
econometr ics .  The seminars wi l l  cover :  (1)  recent development s in automated general - to -speci f ic 
model l ing s trategies ,  (2)  advancement s in panel dat a analysis ,  and (3)  advancement s in nonl inear 
econometr ic methods.

Dr .Y UEN said the internat ional  conference wi l l  br ing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together to share 
research exper iences and knowledge of econometr ic methods.  I t  w i l l  a lso prov ide par t ic ipant s wi th a 
channel to s t imulate discussions of new ideas in econometr ics .  Dr .Y UEN bel ieves this I IDS projec t w i l l 
encourage col leagues in other disc ip l ines to learn about recent development s in econometr ic analysis 
and to apply econometr ics in their  research projec t s .  Publ icat ions wi l l  resul t  f rom par t ic ipat ion in the 
work shops ,  seminars and conference present at ions by col leagues and other par t ic ipant s . 

主要研究員：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博士
資助額：HK$423,300
資助年期：12 個月

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研究需要復雜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和技巧。袁偉基博士開展的「跨院校發展計劃」（英文簡稱 IIDS）項目，將

在三方面探討計量經濟學的最新發展：（1）模型選擇策略；（2）非線性計量經濟學方法；及（3）動態面板數據分析。

袁博士表示，通過舉辦講習班、研討會和國際會議，讓大學同事和其他人士參加，可以使他們獲得最前沿的計量經濟學理論和應用分

析方法的知識。這項目的落實，將能提升大學的研究能力，並加強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的教學質素。

講習班將側重應用計量經濟學，涵蓋以下範疇：（1）由自動化通用到特定建模策略的應用；（2）動態和非線性面板數據建模的應用；及（3）

非線性計量經濟學方法的應用。

研討會將側重於探討計量經濟學的新發展，涵蓋：（1）自動化通用到特定建模策略的最新發展；（2）面板數據分析的的最新發展；及（3）

非線性計量經濟學方法的的最新發展。

袁博士表示，舉辦國際會議可以把學者和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分享研究經驗和計量經濟學方法的知識；還可為參與者提供一個渠道，

以激發對計量經濟學中新想法的討論。

袁博士補充，今次的 IIDS 項目，將鼓勵其他學科的同事了解計量經濟學分析的最新進展，將計量經濟學應用於他們的研究項目，並出

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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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計骰寓意人生幻變 本年度良師益友計劃正式啟動

由學 生 事 務 處 籌 劃 的 第 十 六 屆 良 師 益 友 計 劃（Mentorship 
Programme）開幕典禮於 11 月 10 日順利舉行，當天超過

30 名校友、教職員和 40 位同學濟濟一堂見證新一屆良師益友計
劃正式啟動。

今年開幕禮的主題為扭計骰，寓意人生由不同方塊組成，而同
學（mentees）能夠通過計劃從學長（mentors）身上學習到多方
面的知識和經驗，包括學業、工作、家庭、人際網絡等。典禮
由一眾嘉賓和學系教授代表透過拼合扭計骰上圖案正式揭幕。

協理副校長（學生事務）葉秀燕女士致詞時提到，學生事務處舉
辦的良師益友計劃其中的一個特色是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y），
很多機構團隊都需要不同專業人才共事，這計劃鼓勵學生去見識
不同行業。今年有較多同學想認識從事人事管理及銀行工作的
學長。因應同學需要，學生事務處已經在前一年開始邀請第二
代的學長加入這個計劃。葉女士在這次開幕禮中代表學校歡迎 7
位校友新加入良師益友計劃的大家庭。

另外，學生事務處邀請了曾為良師益友計劃擔任 13 年學長工作
的曾展章先生為大家分享過往與同學相處的點滴，以及在過程
中指導他們的一些心得，例如通過一些活動鼓勵同學多閱讀和
思考時事。他勉勵各位新加入的學長和同學要保持互相尊重，
謙虛學習的心，才能夠不斷成長，應付變化多端的社會環境。

在開幕典禮結束前，兩位分別參加過良師益友計劃的校友 Jane
和現就讀四年級的 Lilian 同學也到來跟今年參加的同學分享當年
參加計劃時的體驗。Jane 表示，多年來她與她的學長溝通從沒間
斷，她形容他的角色就好像她的另一位父親，每當她經歷人生
的低潮和事業上的一些重要轉折時，他必定會給予支持和建議。
她更以圖書館來形容她的學長，只要自己肯主動去向學長學習，
多去尋問，定有豐富得着。她鼓勵同學要主動跟學長交流，才
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有關計劃的更多詳情，請瀏覽
學生事務處網站：https://osa.hksyu.edu/alumni/。

曾為良師益友計劃擔任 13 年學長的曾展章先生，分享過往與同學相
處的點滴。

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楊榮基教授（左 3）與一眾學長和同學在典禮後
合照。

常務副校監胡懷中博士、行政副校長梁鏡威先生與其他大學管理層、
學系教授為良師益友計劃揭幕。

大學管理層、學系教授、學長和同學在典禮後合照。

校友 Jane（右）和現就讀四年級的 Lilian 同學（左）跟今年的同學分
享當年參加良師益友計劃時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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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 2018-20 年度管理委員會成員

職位 姓名 學系

主席 潘琪偉 會計系

副主席（外務） 陳少華 會計系

副主席（內務） 麥偉光 社會系

秘書 歐陽麗妮 經濟系

司庫 劉子楓 會計系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序） 古文光 法政系

葉沛林 工管系

鄧耀龍 工管系

鍾少權 工管系

同步、同心、同行：再創高峰

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於 2018 年 10 月 20 日舉行第 37 屆周年

會員大會，順利選出 9 位得票最高的候選人合組成 2018-20

年度的管理委員會，並在隨後的首次管委會會議上選出新一屆的

管理層，以及初步擬訂了未來兩年的工作綱領。校友會將致力建

構一個在母校、校友、在校同學，以及其他大學校友會之間的互

助平台，推動校友在「敦仁博物」的樹仁精神下，在社會不同領

域發熱發光。

校友會新一屆「領導班子」詳見附表。在首次會議上，管委會通

過重點推動會員事務，包括建立和加強與在校同學的聯繫，特別

是行將畢業的四年級同學，亦會加強推動會員福利和聯誼工作，

增加會員的凝聚力；籌辦更多以進修和職業導向為主題的活動，

推動會員不斷進步，提升競爭力。此外，2020 年是校友會成立 40

周年，校友會屆時將推出 40 周年特備活動，鼓勵校友參與，擴展

網絡。校友會亦會優化行政運作，並配合最新的《公司條例》規

定，修訂會章，讓校友會更好地落實：與時代同步，與母校同心，

與校友同行。

與周年會員大會同日舉行的「校友日」，邀得廉政公署執行處前

首席調查主任，秘密調查、情報金、跟蹤監視部門的主管黎嘉恩

先生，以「靜默的革命」為題，分享香港反貪的歷史，包括四大

探長的崛起與衰落、大老虎葛柏的貪污事跡和如何引渡他回港受

審的曲折過程，以及講者親身參與的反貪個案和鮮為人知的廉署

秘聞等，當中情節更勝電影橋段！可惜時間所限，講者只能選取

精華從簡解說，聽眾更是意猶未盡，紛紛要求校友會與講者商議

舉辦第二場講座。校友和同學記緊密切留意校友會活動資訊，或

許在不久將來便將推出更精彩的「續集」呢！

如 對 校 友 會 有 任 何 意 見， 歡 迎 向 會 方 反 映， 電 郵 郵 址：

info@hksyuaa.com； 有 關 校 友 會 的 資 訊， 可 瀏 覽 校 友 會 網 頁：

www.hksyuaa.com 或 隨連結至校友會的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

facebook.com/The-Hong-Kong-Shue-Yan-University-Alumni-Association-

HKSYUAA-120474511313465/。

（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供稿）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選出 2018-2020 年度管理委員會成員。 （潘琪
偉 [ 中間者 ] 其後在互選中獲選為主席。）

黎嘉恩先生。

仁大校友兼校董會副主席張舜堯（左 1）、校友會新一屆管理委
員會成員和一眾校友，與講者黎嘉恩先生（左 3）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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