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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業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禮國際商業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禮

本港是國際大都會，與外國企業的經濟交易頻繁，當中更不乏國際企業在港成立公
司，聘用本地人才，協助拓展業務。有見及此，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CityU
SCOPE）與英國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OBU），合辦國際商業管理榮譽文學
士課程，培育來自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畢業生，讓他們從環球經濟的角度了解商界的
發展。今天（1月8日），該課程舉行第十屆畢業典禮，畢業生接受嘉賓的祝賀。

課程由2005年開辦至今，一直受到本地學生歡迎，應屆畢業生有159名，副課程統籌

李冠南博士表示，課程已獲香港學術及資歷評審局（HKCAAVQ）的認證，在資歷架構

中達第五級，等同由本地大學頒授的學士學位。

李博士續指，全球化令各國經濟體拉近，本港是國際大都會，不但與外國接軌，亦背靠內地，不同跨國企業因而來港設立總部，以此作為

跳板，發展內地市場；此外，本港大企業亦會把業務拓展到外地，故擁有環球商

貿知識的人才，需求仍然殷切，李博士表示： 「專才除了熟悉國際的商業知識

外，同時亦了解各地文化的差異，他們在營商時倍添優勢。」

OBU導師來港授課
李博士表示，課程與英國OBU合辦，故單元中加入了不少外國的案例及元素：

「除了提供本港及外國的不同案例，讓學生了解全球的經濟營商環境外，OBU每

個學期（有三個學期）均派導師來港一星期授課，講解更多英國及西方的營商例

子，配合本港導師的指導，讓學生汲取更多兩地，以至全球的商業管理知識。」
此外，OBU及SCOPE的學生亦會互動及交流，李博士指課程設有研習，兩地學

生需要透過網上視像及交流平台軟件，選擇一間企業分析其實際的運作情況，然

後為企業提供營商策略及建議，過程中提高了學員對企業的認識及分析能力，亦

促進了兩地學員的交流。

課程內容範疇廣
李博士表示，為緊貼業界的發展，為期一年的課程設有不同範疇，包括：商業

策劃、國際商業顧問、國際市場學及研究工作等，增強畢業生的競爭能力。此

外，課程亦會按市場的需要，適時作出調整，如近年社會正熱烈討論的 「聰明城

市」 ，故在單元課程中增設有關範疇的知識。李博士說： 「為培育學生的領導及

管理能力，課程新增了核心單元Leading and Managing People，另一方面，核

心單元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sultancy，今年亦調整了課程大綱，讓學生了

解商業顧問的工作情況。」 CityU SCOPE亦會為學員提供不同工作坊，包括正向

心理學及溝通技巧提升班等，除讓學生累積商貿知識外，亦能夠拓展其他領域。

畢業生就業情況理想
修畢課程，不少畢業生選擇投身職場，累積更多工作經驗。李博士指，根據過

往資料顯示，大部分畢業生於畢業後一個月內即獲聘用： 「他們大多投身銀行

業、保險業及酒店業等，更有部分畢業生獲國際投資顧問公司聘請，前景理

想。」 李博士續稱，學生擁有豐富的

環球商貿知識，對日後晉升更有優

勢。此外，亦有畢業生選擇拾級而

上，報讀本地大學的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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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in the world and, as its Dean, it is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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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Blackburn

Pro Vice-Chancellor and Dean of the Faculty of Business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英國OBU每學期均派講師來港授課

韓玉銘
學生代表
修畢商業及行政高級文憑課程的韓玉銘

指，SCOPE的國際商業管理課程科目選擇多

元化，而且內容廣泛，涵蓋不少國際商業知

識，對日後投身商界工作有幫助。他解釋：

「課程設有不少案例研究，我曾經與英國

OBU的學生一同研究英國的汽車企業，在導

師的指導下，深入分析企業的周年報告、盈

業比率，為該企業訂立商業策略。」 他表示

在過程中增加了對英國汽車業的認識。

韓玉銘表示，課程導師除了教授豐富的理

論知識外，亦分享他們對企業管治、架構及

企業文化的經驗，對他投身社會有幫助。畢

業後，他加入國際銀行，負責投資基金客戶

的業績調查。他說： 「課堂所學的企業管理

知識、與人溝通的技巧，能在日常工作中應

用，讓我更快適應及投入工作。」 對於未來

的計劃，他希望累積更多工作經驗後，能晉

升至管理層。

▲韓玉銘表示，課程
所學知識及講師分享
的經驗均有助他日後
投身商界。

鄧錦儀
一級榮譽畢業
教育局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卓越表現獎學金得獎者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嘉勉錄」 2015得獎者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Scholarship得獎者
學生代表

有志於未來開創化妝品事業的鄧錦儀認為，應及早認識

更多市場學及商貿知識，因此報讀SCOPE與OBU合辦的

國際商業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她說： 「課程教授的知識

十分實用，包括研究市場定位、不同的商業及經濟環境，

以及目標顧客的需求等，涵蓋的領域廣泛，有助我未來的

創業需要。」
鄧錦儀憑傑出的表現及成績，獲得教育局自資專上獎學

金計劃卓學表現獎學金、OBU獎學金及2015年 「院長嘉勉

錄」 。她表示對於得獎感到榮幸，

亦從沒有預計自己能夠獲獎： 「我
認為獎項是對自己這年來努力的肯

定。」 她十分感激導師的循循善

誘： 「他們十分着緊學生的學習進

度，用心為學生解釋他們在學習上

不明白的地方。」 鄧錦儀表示，現就讀有關化妝的課程，

期望日後投身職場時能應用所學的市場學知識。

▲鄧錦儀指，課程涵
蓋全面，不但學習到
國際貿易知識，更涉
獵到環球經濟環境及
目標顧客的需求。

應屆畢業生分享應屆畢業生分享

課程查詢

電話：3442 5487 / 3442 7423

網址：www.cityu.edu.hk/ce/baibm

宏觀了解國際貿易宏觀了解國際貿易畢業生增競爭力畢業生增競爭力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與英國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李冠南博士直言，隨着全球一體化，各國的貿
易增加，商界人才需要及早學習國際貿易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