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the Director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the Vice-Chancellor

I am delighted to celebrate with our students fro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ur institutions have important things in common. We are both 
progressive and dynamic centres of learning, reflected in the dedication of our staff, the enthusiasm of 
our students, and together, our ability to enrich our academic community. 

I wish our new graduates every success and happiness.

Professor Chris Husbands
Vice-Chancellor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賀辭
歡迎各位蒞臨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畢業典禮。今天，各畢業同學將獲本學院及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頒授應用社會科學（榮譽）
文學士及文學士學士學位，表彰你們刻苦修讀的成果。我衷心祝賀各位。
今天，你們將展開人生中的新里程，我除了恭賀所有畢業生成功完成了一個學習階段之外，亦鼓勵你們繼續終身學習，奮發進取，為
社會作出貢獻。2016年是學院成立二十五週年，我希望藉此機會，和你們分享喜悅，並祝願你們將來在工作上盡展所長，前程萬里！

香港城市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馬志强博士

I am delighted to congratulate all our graduates of BA (Hons) Applied Social Science on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your studies. 

While today is a memorable occasion to recognize and celebrate your successful graduation, it may 
also be the commencement of your next milestone in your professional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 hope you will cherish the knowledge, wisdom, and friendship that you have acquired during your 
studies with us. As an advocate of lifelong learning, I encourage you to continue to grasp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grow and contribute your efforts to the betterment of the community.

CityU SCOPE is celebrating our 25th anniversary in 2016. We are highly committed to achieving our 
mission of providing quality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to students. We have more than 
25,000 top-up degree graduates, including nearly 1,400 graduates through our successful partnership 
with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Many of our graduates are now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various sectors/industries.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Louis C.K. Ma, PhD

Director,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陳偉道  課程統籌

陳家揚  (主修「社會及政策研究」)

我多年前在城大專上學院社會工作副學士課程畢業後，一直從事政治及社會服務工作；有了數年工作經驗後，為了
進一步增加自己的學識及能力，便選擇了英國雪菲爾哈倫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應用社會科學課程。

該課程比較有名氣及淵源歷史，又把原來一年半的時間，濃縮為一年，卻未有因此而減少內容。功課壓力十分沉重，
但學生經歷了充滿壓力，挑戰而充實的一年，對有關的社會課題認識有所增長。而且該課程可選擇主修政策或人文服
務，可更好地切合同學的需要及喜好。課程導師更會直接從英國飛來教授，增強同學們的國際視野。

我的畢業論文是研究香港家長育兒方式的隔代傳承，最後成績令人喜出望外，確實沒有什麼祕訣，導師的耐心教導及
自己努力鑽研有關科目是不二法門，而最後優異成績可能是受幸運之神眷顧。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目及題目，令自己
更有動力學習，相信也會更容易達致成功。

我現正在城市大學修讀「發展研究」碩士課程，進修有關社會發展，消減貧窮等題目。早前的英國課程早已涉及大量
有關全球化對當代社會的影響，與之不謀而合地，更易掌握當代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

最後，我進修為了裝備自己，希望未來能更好的貢獻社會，協助解決香港，甚至全球的貧窮問題。

李淑芳  (主修「人文服務」)

畢業生分享

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為了滿足副學士升學和在職人士進修的需求，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於2005年開始
合作營辦一年制的銜接學位課程(top-up degree)，今天(10月24日)正是舉行第十一屆畢業禮的大日子，118名畢
業生中有5名更獲得一級榮譽殊榮。本課程的畢業同學已累進近1,400人，歷屆同學表現積極、認真，學以致用
，回饋社會。寄語應屆畢業生，為人處事，宜「法、理、情」三者兼備；緊記做學問功夫沒有捷徑，必須
「一步一腳印」，持之以恆，堅守仁愛和公義永存的精神，他日好好服務人群和社會。

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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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十多年前成為社工後，一直為著工作及照顧家庭而忙碌。直到子女稍大一點，才有機會實現自己未圓的夢想，
重返校園，給自己一個機會可以走得更遠，用所學到的來祝福別人。

這個具有彈性的全日制課程設計不單方便在職人士就讀，課程內容亦能兼備理論與實踐，而且更具全球化的面向。
整個課程不單是一種學以致用的純粹知識或技巧，能夠令服務使用者受惠，更重要的是學習到如何持著一種多向度、
富理據、有系統性的批判思維。

除了課程的硬件部分能夠幫助我在職場發展，我體驗最深刻的是一群盡心竭力來教導我們的老師，他們不會因為只有
一年的課程而對教學上鬆懈或降低要求。老師亦體諒到學生既要工作又要讀書的“辛酸”，在學習上為我們提供
「對症下藥」的協助及支援，無微不至的鼓勵和關顧，成為我們學習的推動力。

在這年短暫而緊湊的校園生活裡，慶幸能與這群老師及並肩向著標竿直跑的同學
相遇         沒有了您們，這一年我必然走得很吃力和孤單，衷心謝謝老師和同學。

院方特意請來優秀社工陳永忠先生分享
「院舍工作」的寶貴心得

學院院長與課程眾師生合照

課程統籌聯同三位成績優異的同學為新生講述
課程簡介

實地考察高等法院運作，致力把理論與實務結合
課程師生們遠赴離島大嶼山懲教處院所
參觀，藉著專業交流，深化教學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