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the Director
I am delighted to congratulate all our graduates of BA (Hons) Marketing Management, BA (Hons) 
Accounting, BA (Hons)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A/BA (Hons) Hospitalit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and BA/BA (Hons) Tourism and Airli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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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th anniversary in 2017. We are highly committed to achieving our 
mission of providing quality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to students. We have more than 
26,000 top-up degree graduates, including over 10,000 graduates through our successful partnership 
with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Many of our graduates are now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various sectors/industries. 
I wish you happiness and success in the future.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graduating today. Graduation is a special 
milestone; it is a day when you,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come together to mark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the end of your university experience but the beginning of your future. 
Your university degree will open up a range of opportunities for you and I hope these will lead you 
to fulfilling varied and rewarding careers over many years. As you look forward, I hope that you 
will maintain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and that you will be involved 
and take pride in our achievements.  See yourselves as part of ou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ur 
growing reputation and success will be built in no small manner by your achievements. So please 
keep in touch.
Welcome to the Edinburgh Napier family!

Professor Andrea Nolan OBE
Principal & Vice-Chancellor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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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賀辭

歡迎各位蒞臨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會計(榮譽)文學士、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款待及服務管理(榮譽)文學士和旅遊及航空管理 
(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典禮。今天，各畢業同學將獲本學院及愛丁堡龍比亞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士及文學士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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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學院成立二十六週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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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Congratulations to all BAMM graduates. You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yourself for completing 
your studies successfully given the heavy work load, challenging assessments and tight 
schedule. All the hard work and difficulties involved were meant to hone your skills, develop your 
knowledge and improve your attitude so that in the coming new stage of your life, no matter you 
will continue your study or start working you will be highly capable and confident. I am sure you 
will be a valuable asset in our society.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future career.

Dr Paul Ng
Programme Leader

畢業生分享

張頌慈  學員金獎、愛丁堡龍比亞大學獎學金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張頌慈對市場營銷有濃厚的興趣，一直希望在營銷管理方面發展。修畢高級文憑後，她選讀了這多元化而又實用的銜
接學位課程。課程其中一個特點是設有 Live Project 實習單元，同學須因應合作機構的需要，進行市場研究及分析，  
為機構制定市場策略，同學可以發揮創意，將課堂所學到的實際應用出來。「在學習中不免會遇到困難，但在良好的
課堂學習氣氛下，再加上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及CityU SCOPE的導師悉心指導，我不但順利完成學業，而且取
得佳績。撰寫論文時，導師耐心地解答我的問題，又會不厭其煩地提點我。此外，在課堂上，導師不單教授課本上的
知識，還會分享他們的生活及工作經驗，我獲益良多。」

「我認為讀書最重要的是時間管理，為自己訂立目標和溫習時間表，使自己可以規律地生活。讀書的過程是辛苦                  
的，但所付出的努力最終會得到成果。而學習所得到的知識及經驗，是畢身受用的。」

對畢業生的勸勉

吳偉傑博士  課程統籌   

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 (全日制)

“I am very pleased to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Bachelor’s Degree 
programme. I share the same happiness with all of you!  Your success is the result of concerted 
efforts of your classmates, teachers and family.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 is your 
own hard work and discipline. With your consistency in study and work attitude, I am sure you 
will start another bright chapter in your life, serving the community and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 wish you happiness and good health!”

Mr C N Lo
Programme Leader

畢業生分享

馬焱洵  學員金獎、愛丁堡龍比亞大學獎學金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任職市場行政人員的馬焱洵，讀中學時已對商科產生濃厚興趣，修畢副學士及投身職場後，有感市場變化多，具備與時
並進的思維十分重要。為了提升職埸競爭力及加強對市場營銷的學術理論知識，馬焱洵決定選擇入讀此課程。「課程內
容廣泛，Live Project單元讓同學把知識及實際例子融匯貫通，再套用於職場上，名副其實的活學活用。透過課堂討論，
我的溝通技巧大大地改善了，工作上的組織能力也相應提高。此外，我更認識到不同界別的同學，我的社交圈子得以擴
闊。」

「課程中最大挑戰是撰寫畢業論文，由擬定題目、資料搜集到分析，當中遇到不少困難，幸得到學院的導師悉心            
指導，給予鼓勵，最終克服困難。導師也會分享自己在行業上的工作點滴，這些寶貴經驗，令我對市場營銷有更深
入及全面的了解。這個課程讓我認識到一班良師益友，大家並肩作戰，互相合作，兩年的學習生活倍添姿彩。         
最後，我更取得一級榮譽成績，此學術成就對於我日後在市場營銷事業上的發展，有莫大幫助。」

「Marketing中有4Ps的理論，而我也有4Ps的勸勉：個性Personality、熱誠Passion、主動Proactive、善於表達
Presentable。」

對畢業生的勸勉

盧稚寧先生  課程統籌   

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 (兼讀制)



古人說：『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 君子必誠其意 。 』 
現代人說：『如果活著能坦白，舊日所相信的價值不必接受時代的糟蹋 。 』
誠實坦白，不只是現代會計師最基本的操守，也是自古以來人民最基本的價值 。 
活著能坦白，不管將來遇到甚麽的困難，同學們都可從容面對。 

Mr. Paul Yeung
Programme Leader畢業生分享

羅麗玲  學員金獎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現從事會計核數工作的羅麗玲表示：這個課程給她印象比較深刻的一科是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這學科的重點是商業活動，
企業社會責任及道德等範疇，這科讓她有機會作多角度思考，擴闊思維及加強批判能力，有助事業上的發展。
她坦言修讀這個課程遇到的最大挑戰是寫作畢業論文。由構思題目，資料搜集，問卷調查，以至資料分析，在過程中很多時候她都對
自己的想法產生疑問。幸好得到導師的耐心指導，最終她能順利完成論文。寫作畢業論文的經驗，加強了她獨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畢生受用。
現在，她的目標是考取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的專業資格 (QP)，成為一位專業的會計師。

楊慕賢先生  課程統籌 

對畢業生的勸勉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兼讀制課程為在職人士提供專業及持續進修的階梯，亦為社會培育傑出的商業人才。
我謹恭賀應屆畢業同學學有所成，展開人生新一頁。

Dr Stephen Li
Programme Leader

畢業生分享

廖穎欣  學員金獎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在城大修讀全日制的工商管理系副學士課程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畢業後，我在會計行業做了大概六年多，深感學歷的
重要性，於是決定修讀一個學士課程。比較過不同學府所辦的兼讀課程後，發現城大與海外大學合辦的這個課程既獲
政府資歷架構認可，課程內容也多元化。
課程中除學到一些會計及稅務知識外，也增加了我們對投資方面的認知，如在Current Issues in Finance及Investment 
Management的課堂上，我們便學到不少有關金融方面的知識。由於是兼讀制，白天要上班，下班後又要趕及上課，           
因此日常生活非常繁忙﹔但兼讀制課程一定不會比全日制容易，所以有志修讀的朋友，首要做的是時間管理的功課。
完成這個課程可獲ACCA豁免最多七份試卷，畢業後我會繼續考取其餘的試卷，向會計師之路邁進。在此，我鼓勵同
學們遇到困難時，不可輕言放棄，要堅持自己當初修讀這個課程的目的，朝目標邁進！

 

李振宇博士 課程統籌 

對畢業生的勸勉

會計(榮譽)文學士課程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課程 (全日制)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全日制課程獲得政府認可，在資歷架構下獲評審為達到QF Level 5，資歷等同本地大
學學位。本課程的畢業生出路廣闊，甚具職場的競爭力。
同學們，今天你們畢業了，恭喜！知識就是力量，希望你們繼續自我增值，終身學習，貢獻社會。

Dr Ron Ho
Programme Leader

何耀華博士  課程統籌 

對畢業生的勸勉

畢業生分享

羅健朗  學員金獎得主

修讀工商管理副學士學位後，我希望能學到更多有關會計及金融的知識，所以報讀這個課程，希望為日後的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礎。

課程的內容切合現時環球金融的大趨勢，通過一些事例的分析，同學對金融發展的觸覺加強了，這對將來的工作有莫大            
幫助。有時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導師不厭其煩地用心講解，引導同學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此外，導師會與同學分享一
些個人經驗，加深同學對學科的認知。不同的課堂形式（例如小組討論和演講﹚，有助提升同學的溝通和組織能力。 
這個課程為同學帶來全面的裝備，迎接工作上種種的挑戰。

畢業後，我會報考ACCA，向會計師專業資格邁進，我期望在行內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每一次的失敗，都可視為是踏
上成功路的一項鍛鍊。」我深信失敗總會令人成長，只要不放棄，最終能夠成功。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課程 (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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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graduates!  You have survived!
Looking back now, it has been a journey of hard work, sweat, laughter, anxiousness and joy, just like 
a roller-coaster with all the ups and downs - a sense of achievements when you reach the highs, I 
have witnessed a strong bounce back at the lows, but most importantly you have gained knowledge 
and wisdom along the way,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will take you further by that extra mile.
The Hotel & Service industry is an exciting one; many doors are open and waiting for you to take that 
first brave step into the hospitality world. Success is connected with action, successful people will 
keep on moving, he can make mistakes but he will not quit. You have shown me your patience and 
persistence, I’m proud to say that I know none of you are quitters.
Let the new adventure begin!  

                                       Ms Sue Wong
Programme Leader

畢業生分享

陳詩慧  學員金獎及Douglas Sievewright Memorial Prize得主

陳詩慧完成款待及服務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後，現於住宅會所負責管理的工作。當初選擇這個課程的原因，是課程
的科目與工作有莫大的關係，特別是Customer Service and Care及Service Management兩個科目的內容，全面而 
廣泛。課程學到的理論及日常工作的實踐，兩者互相配合，讓她具體地掌握到提高顧客服務的技巧。

在學習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一定是撰寫論文。曾經感到灰心及乏力，但非常感激導師於整個過程中對我們的悉心         
指導，並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我們才得以順利完成論文。畢業後，我計劃繼續進修，以吸取更多的知識。在工
作方面，也希望有更佳的表現，爭取晉升的機會。

對兼讀的同學來說，同時需要兼顧工作和學業，這無疑是一項很大的挑戰。但只要下定決心，為自己訂立目標，        
所有困難及挑戰都會成為向前的動力。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沒有人知道機會何時會降臨於自己身上，所以，時
刻裝備自己是很重要的。考慮進修的朋友，不要猶豫了，坐言起行吧！

對畢業生的勸勉

黃秀琼女士  課程統籌   

款待及服務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

Congratulations to a wonderful group of students.  
All of you have demonstrated determination, hard work, accomplished many difficulties and I know there will be no stopping 
you now.
In the excitement of the Tourism & Airline industry, there are new places to go, new things to try, new people to meet and new 
challenges to face. Spread your wings, aim high, live up to expectation and beyond, remember to enjoy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May the future bring even more success to you all.   

Ms Sue Wong
Programme Leader

畢業生分享

對畢業生的勸勉

黃秀琼女士  課程統籌   

旅遊及航空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

徐秀霞  學員金獎及Premier Graduate Award得主

自中五畢業後，我修讀了旅遊管理證書課程，曾在兩間大型航空公司任職票務主任，之後轉職香港國際機場顧客服
務及客運大樓運作部工作。修讀榮譽學位課程是我投身社會後一直想做的事，奈何不斷重複的藉口，致令計劃延誤
多年。直到工作多年後，我終於明白到取得認可學位資格，不單是對自己工作能力的認同，而且對將來的發展十分
重要。因此，我最終下定決心，運用兩年時間，修畢此榮譽學位課程。

我選讀此榮譽學位課程，是因為這個課程的每一個科目，都和我現時的工作有某程度上的關係，而且每個科目都是
理論與實踐並重，再加上要閱讀不同的文章及提交報告，我的語文能力丶分析能力等都得到提升。還記得第二年學
期剛開始時，曾有位導師稱讚我的語文寫作不但較第一年進步，而且文筆流暢了，內容豐富了。

修讀這個課程中，令我印象最深，也覺得最富挑戰的，莫過於撰寫畢業論文。畢業論文要求學生透過資料搜集丶             
問卷調查以及數據分析，對自選的研究題目作深入的研究丶分析丶總結及建議。在撰寫的過程中，往往感到乏力及
迷失，幸好得到導師的悉心指導，最終才可以順利完成畢業論文。

畢業後，我計劃將來修讀市場學理學碩士(節日及項目管理)課程，相信這除了對我現時的工作很有幫助之外，亦有
利於我將來取得更佳的晉升機會。

同時兼顧工作、家庭、學業，對兼讀的同學來說，的確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在學習過程中，由於工作繁重，每晚都
要超時工作，根本不能夠再騰出時間去撰寫報告，因此有好幾次曾想過放棄。但只要下定決心，堅持信念，就一定
可以做得到。我衷心勉勵考慮進修的朋友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要再給自己藉口，坐言起行，理想就
可以早日達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