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me 姓名： HO Ho Yin 何浩賢 

Faculty 所屬學院： School of Business 工商管理學院 

Major 主修：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s.) 

Information Systems & e-Business Management 

工商管理學士（榮譽）－資訊系統與電子商貿學專修 

Year 年級： 3 

 

Candidates’ Election Statements 候選人政綱： 

  

(The candidate has supplied the Chinese version only.) 

 

引言  

我是商學院候選人何浩賢（ hoho），現就讀資訊系統及電子商貿學系三年級。來年是

我在浸會大學最後一個學年。適逢教務議會開始新一屆選舉，我決定參選，加入教

務議會，並憑藉過往經驗，盡我所能為商學院同學表達立場、議論教與學政策，促

進同學參與校政。  

 

教務議會  

教務議會（ Senate）是大學最高的學術機關，其職權涵蓋大學裡的教學、學習及研

究範疇，及學生福利及紀律等事宜。同學對教務議會的參與非常重要。教務議會職

能包括：  

 

  設立規則監察校內教與學及研究活動；  

  評估新開辦課程的發展計劃書；  

  向學生接納、註冊及頒授學位；  

  決策學生福利及紀律事務；  

  基於學術或紀律基礎暫停或開除學籍。  

 

個人簡歷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第 50 屆臨時編輯委員會總編輯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第 49 屆編輯委員會內務副總編輯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第 49 屆評議會大學事務委員會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第 48 屆幹事會大學事務委員會委員  

 

 

***候選人政綱 *** 

 

堅拒普通話畢業門檻    校方「袋著先」方案可恥  

 

普通話畢業門檻困擾浸大同學多年，去年學生會的撤普公投中，近九成同學贊成下

通過撤普議案。在過去三次的語文政策諮詢會，校方所提出的建議顯示校方無意取

消此畢業要求，單純提出「緩衝方案」（註一），如讓同學自由選擇會否將普通話成

績計算於 GPA。校方看似讓步，但實為要求同學妥協，接受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在，

提出「袋著先」的可恥方案。再者，校方屢稱，普通話畢業要求的存在是因為校方

認為普通話對同學「有必要」，卻無解釋為何不是其他語言，如日語、韓語的畢業門

檻，讓人懷疑是否有政治任務。透過語文，赤化我校。浸大校方的「袋著先」方案，

實為愚弄及侮辱學子的智慧和意願，浸大校方必定要撤銷普通話畢業要求。  

 

註一：浸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之報道：「普通話課程方面，同學若已達到免修要求（如

通過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則已滿足普通話畢業要求。若非上述同學，校方計

劃設立一個豁免測驗（ Ex empt ion  t es t），測驗不合格的同學需修讀帶學分普通話課

程（ Core C redi t -bear ing  Putonghua  course），同學能選擇是否將該科成績計算於 cGPA

（平均成績積分點），惟成績低於 Grade  D 或不合格則需重修課程，以滿足普通話畢

業要求。」  

 

通識課程  

 

1 .  堅拒通識課程全以英語授課    中英並行方為出路  

 



 

通識課程涵蓋範圍眾多，包括中文系及中醫藥的課程，當中以中文書寫的內容難以

翻譯成英語，強行翻譯只會得不償失，令人領略不了箇中含意。加上通識課程本質

為非本科的課程，同學對部分非本科的課程興趣經已不大，若以英語授課更會加大

同學的學習壓力，及難以理解課堂內容，最終學習到的只有通識課程的不濟。校方

提出通識課程應全部以英語教學的原因為，方便本地和非本地學生的交流，但香港

浸會大學是香港的大學，學生亦以本地生為主，校方不能夠因為所謂「國際化」而

棄本地學生的利益不顧。再者，要與非本地生交流非必要將通識課程變成只有英語

教學，這只是魯莽之舉。就通識課程改革，本人有以下建議：通識課程應讓講師自

由選擇授課語言，或在以部分通識課程同時開設以中文及英文班，讓同學自由報讀。 

 

2 .  通識課程檢討    不計算 GPA 或減低課程比例  

 

浸大的通識教育課程及其學分分配方面頗具爭議。有同學反映部分學科學習壓力更

勝主修，及通識教育科目佔學分比例過重，以致同學未能集中學習主修知識，本末

倒置。通識教育課程原意讓同學學習非本科的知識，但比例過高卻增加了同學的學

習壓力及主科學習，因此，本人就通識教育課程提出以下建議：  

 

方案 1：通識教育課程的成績不計算於 GPA 或（榮譽）等級，浸大貴為博雅教育學

府，與普通話畢業要求不同，通識教育課程是博雅教育下的產物，其存在為合理，

其不合理之處在於為同學帶來過大的學習壓力，及通識教育課程的成績會影響畢業

時的（榮譽）等級。如工商管理學士學位的學生在只計算本科的課程成績時，他能

取得一級榮譽，在現時制度下卻可能因為通識教育課程的成績欠佳已失去一級榮

譽，實在不妥。他修讀的是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而非通識教育學士學位。因此，通

識教育課程的成績不應計算於 GPA 或（榮譽）等級。  

 

延伸閱讀：  

 

浸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的報道節錄：  

「有同學認為世界各校的通識課程能分為兩種，分別為技能和思維主導。他舉例指

資訊科技科（ GCIT）教授 Pho toshop 技能，數年後或已不合時宜。若希望訓練思維，

則不應與成績掛鈎，否則會影響學習興趣，『同學投入就夠。』他建議校方應推行以

合格和不合格區分的通識教育課程，『以課程為本，非以分數為本』；大方向應以訓

練思維為主︰『以識為主，非以才為主』。」  

 



 

方案 2：減低通識課程比例  

直接的方案，浸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的報道指「多位同學指出通識課程的比例過高，

加上同學對非自身學院的課程興趣不大，而且通識課程的工作量大，因此強制修讀

12 學分的分類選修科（ GD Course）令學生百上加斤。」  

 

3 .  加強通識課程與本科聯繫  

 

浸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的報道提到「學生會會長黃浚軒指強制同學修讀通識課程予

人重返中學「讀全科」之感。黃認為通識課程與本科沒有聯繫，但跨學科通識課程

（ In t e rd i sc ip l ina r y GE courses， IGE）能解決此問題。黃指 IGE 結合通識課程與本

科，例如可將傳理學院和歷史系的課程組合成媒體歷史，若學校嘗試，同學或會感

到通識課程與本科的聯繫。」本人深信，加強通識課程與本科聯繫能增加同學的學

習興趣，提高學習成效。  

 

以上為本人於通識課程的政綱，若有幸當選，定必盡力為同學爭取。  

 

拒絕名為「國際化」的赤化  

 

根據審計署報告，2015 年度八大的 15 ,730 名非本地學生中，高達 7 6 %為中國學生。

當中浸大的 949 名非本地學生之中，多達 894 人為中國生，比例高達 94 .2%。報告

批評大學未能達至真正國際化。  （註一）此數據反映學校所言的並非國際化，而是

赤化，提供予浸大生的只有與中國留學生交流，與其他國家留學生的交流機會減少，

真是「獲益良多」。因此，本人若有幸當選，定必要求校方減少中國留學生佔非本地

生的比例。  

 

註一：八大非本地生  內地佔 76% 《蘋果日報》  

h t tp : / /hk . apple .nex tmed ia . com/n ews /a r t / 20161124 /19843970  

 

 

檢討 Add/Drop period 出席率計算  

 

有同學指，因在 Add/Drop  per iod 後期才能增修部分科目，因此他沒有出席該科目首

兩星期的課堂，但校方會因為同學沒有出席該科目 Add/Drop  per iod 的課堂而指同學

是缺席課堂。此舉實在於理不合，違反人類常識，同學尚未增修該科，怎能夠上課？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124/19843970


 

又怎能缺席？本人若有幸當選，定必要求校方檢討 Add/Drop  per iod 出席率計算的制

度。  

 

 

要求學校設立處理投訴機構  

 

眾觀外國的院校，均有在校內設立一投訴機構，作為校內獨立第三方處理校內學術

及行政糾紛，如處理學生對學校部門的投訴、有關學術論文的投訴、對課堂的投訴

等、學校高層對職員的處理。相較外國大學，本地大專院校皆沒有設立投訴機構，

令學校成員無法對校內糾紛作出投訴及相應懲處。因此，本人提議香港浸會大學應

設立一投訴機構，負責處理香港浸會大學內的糾紛及投訴，並擁有作出懲治的權力，

讓校內所有持分者擁有一投訴途徑。本人若有幸當選，定必要求校方盡快設立處理

投訴機構。  

 

 

與浸大學生會合作   加入大學事務委員會  

 

本人曾為兩屆大學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在大學事務委員會與其他委員討論校政議

題時能集思廣益，並適時配合浸大學生會的行動，為同學爭取合理權益。本人若有

幸當選，定必會向第 50 屆評議會申請加入大學事務委員會。  

 

提高教務議會透明度、鼓勵同學參與校政事務  

 

教務議會作為香港浸會大學管治架構，按《香港浸會大學條例》而生，卻鮮有同學

了解教務議會的職能。教務議會學生代表作為學生的代議士，有責任發放議會內應

公開的資料，與同學分享資訊及鼓勵同學發表意見，並將同學意見帶入議會，敦促

校方從善如流，以臻完善。本人見本屆教務議會學生代表，已組成香港浸會大學教

務議會學生代表聯席，以此專頁向同學發佈議會內的資訊（註一）。本人若有幸當選，

會使用類似平台向同學發佈教務議會內的資訊，亦會參考製作簡單圖文讓同學可於

短時間內明白校務議題，以此作引介，鼓勵同學參與校政事務。但礙於保密協議或

其他原因，部分會議內容未必能夠向同學公佈。  

 

註一：香港浸會大學教務議會學生代表聯席  Facebook 專頁  

h t tp s : / /www. facebook .c om/HKBUASRS/? f re f=t s  

https://www.facebook.com/HKBUASRS/?fref=ts


 

 

商學院部分  

 

檢討 common core（共同主科）  

商學院 common core 的安排令同學不滿。例如 Acct  I I、 Econ  I I 和 Bus iness  

communica t ion 只佔兩學分，但其學習的內容與三學分的課程無異，此舉實在不合。

再者，商學院將開設新學系，創業學，屆時 common core 或會改變。本人若有幸當

選，定必監察並要求校檢討商學院的 common core。  

 

與商學院學術學會合作  

商學院內有數個學術學會，包括各學系的「系莊」。他們身為商學院的學生代表，本

人若有幸當選，定必加強與商學院各莊的交流，收集意見，以在教務議會表達商學

院同學的意見。  

 

如有任何意見，歡迎聯絡本人：  

 

電話：54031884 （hoho） 

電郵：14219905@life.hkbu.edu.hk 

 

 

Please note that the content was supplied by the candidate and does not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請注意以上政綱由候選人提供，立場與學生事務處無關。 

mailto:14219905@life.hkbu.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