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lcome Message from the Director
I am delighted to congratulate the success and achievements of all our graduates of BA (Hons) 
Accounting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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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you happiness and success in the future.

Louis C.K. Ma, PhD
Director,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today’s graduates.

Graduation is a special milestone in anyone’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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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lose attachment to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and that you will be involved and take pride in our future achievements. 

See yourselves as part of our family. Our growing reputation and success will be built in no small 
manner by your successes. So please keep in touch.

Welcome to the Edinburgh Napier family!

Professor Andrea Nolan OBE
Principal & Vice-Chancellor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校長賀辭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院長賀辭

歡迎各位蒞臨會計(榮譽)文學士畢業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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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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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外，亦鼓勵你們繼續終身學習，奮發進取，貢獻社會。           
祝願你們將來在工作上盡展所長，前程萬里！

馬志强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課程統籌：廖建章博士

資歷備受認可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CityU SCOPE）與英國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合辦「會計                     
（榮譽）文學士」課程已有十八年。因課程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HKICPA）認可，故畢業生能直接報
讀HKICPA的專業資格課程（QP），考取會計師專業資格。此外，課程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HKCAAVQ）評審，並獲得認可為資歷架構第五級，相當於本地大學學位的資歷。

課程統籌廖建章博士指出，此課程最大特色為學術與實務結合，而學員亦能從寫作畢業論文中，鍛煉分析
及寫作的能力。同時，課程的教材多屬國際案例，可擴闊學員的國際視野。廖博士認為，會計行業已隨著
社會及市場的變化而轉趨國際化，由從前看重會計、審計方面的專才，轉向現今著重會計咨詢，包括收購
合併、財務管理、成本控制、稅務安排等範疇。由此也可見會計行業出路廣之外，前景十分樂觀。

廖博士表示，由於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已為畢業生定下良好的基礎，有助日後事業發展更得心應手。
他勉勵畢業生多看有關會計的參考書，並多留意有關會計界的資訊，積極裝備自己，與時並進，去面對
未來的挑戰。

畢業生分享

陳裕綸  學員金獎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陳裕綸（Alan）完成了會計高級文憑課程，希望進一步修讀會計學士課程。選擇了此課程，是由於課程所頒授
的學歷是榮譽學位，有助日後修讀碩士課程。他表示此課程內容涵蓋多個知識範疇，包括會計﹑審計﹑財務管
理﹑本地法律及本地稅務等，除了有助鞏固學術基礎之外，亦教授很多實務的知識。在眾多科目中，他認為
Innovations in Management Accounting（IMA）及畢業論文這兩科，對他將來的升學和就業有莫大的幫助。由
於IMA的習作是個人作業報告，提升了他的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而透過寫作畢業論文，除了從事學術上的研究
外，也學會了更有效地管理時間，促進他的個人成長。此外，在課程中學習到的會計職業操守亦很重要，身為
會計師必須有客觀的分析力及誠信，這樣才能得到客戶的信任；這令他畢生受用。

Alan現職於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審計工作。他的目標是在三年內累積工作經驗，並考取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的專業資格（QP）。

何遠紅  學員金獎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何遠紅（Yuki）選擇修讀此課程，除了希望增進會計、審計及稅務方面的知識外，亦因這是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認可的海外銜接學士學位課程。學員只需一年多的時間便能修讀完畢，及後可直接報考HKICPA的
專業資格課程（QP），考取會計專業資格。

在學習的過程中，Yuki有很多難忘的經驗，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畢業論文。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學員不但須自
訂題目，還須要運用電腦程式作數據統計及分析。導師不但很有耐性地教授學員如何運作程式，還十分樂意解答
學員在搜集資料、論據時所遇到的問題，使她獲益良多。另外，由於部份課堂由外籍教授親身來港任教，加上完
善的本地配套，令她掌握理論與實踐之餘，亦大大提升了她的英語溝通能力。

Yuki表示這課程讓她在各方面均獲益良多。個人作業報告習作使她學習到獨立思考，亦改善了個人的不足之處。
另外，小組討論報告習作，透過學員之間的討論，加強了各人的溝通，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她現職於會計師事務所，從事見習審計員的工作，希望未來三年累積審計方面的經驗，並考取專業資格，成為一
位審計師。

余健輝  一級榮譽畢業生

余健輝（Stefan）坦言，當初由於此課程在業界中的口碑和高認受性而報讀，亦因這課程是獲得香港會計師公
會（HKICPA）認可的海外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畢業後可直接報考HKICPA的專業資格課程（QP），考取專業     
資格，向著專業會計師之路邁進。

Stefan現職於審計師事務所。他表示此課程內容涵蓋多個實務知識範疇，除了鞏固學術基礎之外，亦教授實務
知識，切合他工作上的需要。例如有關處理財務報表時需注意的會計準則及知識，能應用於現時的工作，從而
增加工作的效益。

Stefan分享說在學習過程中有很多得著，其中畢業論文讓他獲益良多。雖然資料搜集的過程並不輕鬆，但期間
導師對他的論文提供不同的批評和意見，令他的思維變得更全面。Stefan亦明白到主動的重要性，他建議同學
平日多看參考書，遇到疑難時，同學亦可主動發問，導師們都很樂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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