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逾800800名畢業生名畢業生
學士學位是不少持有副學位或同等學歷的人士的奮鬥目標，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ityU SCOPE）與英國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ENU）在港合辦的多項學位銜
接課程，涵蓋會計、財務、市場營銷管理、款待服務、旅遊及航空管理等專業知識的學士
學位課程，歷年來協助不少人圓夢，繼而邁向另一個階段。明天（3月12日），兩間院校
將攜手舉辦2015年度畢業典禮，見證與嘉許應屆逾800名畢業生辛勤的成果，院校代表
亦不忘趁機勉勵他們，定要不斷虛心學習，與時並進。

專業會計師是很多人趨之若鶩的職業， CityU SCOPE早於

1997年開始，聯同ENU提供兼讀制 「會計（榮譽）文學士」 課

程予在職者進修，2005年還增添全日制模式。因課程獲得香港會

計師公會（HKICPA）認可，故畢業生能直接報讀公會的專業資

格課程（QP），考取會計師專業資格。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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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讀制）楊慕賢指出，今屆有超過180名兼讀生畢

業，他們大部分都是香港財務會計協會（HKIAAT）的畢業生或持

有會計相關的副學士／高級文憑學歷，並於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公司、商業機構等工作1年或以上。課程統籌（全日制）廖建章博士則表示，今屆全日制畢業生約240

人，大部分都是持有會計相關副學士／高級文憑學歷。

學術與實務結合
無論兼讀制或全日制，課程最大特色為學術與實務結合，一方

面以寫論文為主，鍛煉學員的分析、批判和寫作能力。同時，也

着重提升學員做口頭匯報的技巧。另一方面，透過各個科目實地

裝備學員將來應考會計師專業試。

廖博士補充說： 「很多教材均屬國際案例，務求擴闊學員的國

際視野。引申至師資一環，密集式講座主要由ENU派港的外籍導

師負責，本地導師則任教導修課，亦兼顧香港法律及香港稅務兩

科的講座，以配合本地的需要。」 楊慕賢續補充： 「隨着社會轉

變，課程內容近年亦有所微調，例如加入了環保管理會計的元

素。」
兼讀制畢業生除繼續工作外，也會積極準備參加專業試，未來更可能進修關於公司秘書、金融財務或法

律的課程。而全日制畢業生，逾8成人畢業後從事會計或財務相關的工作，出路十分理想。

坊間的會計課程多涵蓋財務學元素，而

財務學為主的課程也涉獵會計知識。換言

之，無論從事會計或財務相關工作的人

士，亦該同時擁有兩方面的學問，讓自己

在職場上更具競爭力。CityU SCOPE與

ENU自2009年起，攜手推出兼讀制 「會
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會計及財務文

學士」 課程，憑着雙線發展兩大專業培訓

的特色，一直備受在職人士的歡迎。自

2013年起還增添全日制模式，應屆便共

有超過30名全日制及兼讀制學員獲頒畢

業證書。

課程內容大致上跟英國當地一樣，包括

近年在內容方面的修訂以配合時代的進

步。課程統籌李振宇博士舉例說： 「近年

選修科的數目有所增加，例如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和 Investment

Management，此變動既開闊了學員的國際環球視

野，亦配合全球金融市場環境的變遷。」
課程特色方面還有兩科值得留意，其一是Current

Issues in Finance，導師會以當時社會環境熱烈討論

的金融及財務話題作為課題，並透過個案研習，鼓勵

學員分組討論。其二是畢業論文，它的目標是協助學

員整合以致把所學的知識融會貫通，包括會計學、財

務學、市場學、管理學等，以實踐於探討論文的課題

上，務求達致學以致用。而論文選題方面，過去曾有

學員研究現時社會較熱門的課題，例如銷售稅的可行

性、分析企業的社會責任等。

課程認受性高
此外，課程已獲得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ACCA）及澳洲管理會計師公會

（ICMA）認可，畢業生報考兩大專業

學會的專業資格考試，可獲豁免報考

部分試卷。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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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課程認受性高，故很多在職者

慕名而來。李博士續稱： 「回顧應屆

畢業生入學時的背景，他們大部分是

持有會計或財務相關的副學士／高級

文憑學歷，並於銀行服務及金融業、

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公司、商業機構

等行業工作3年或以上。他們不約而同

認為必須吸收更多會計及金融財務的知識，方可迎接

未來工作上的挑戰，所以選擇報讀此學位銜接課

程。」
至於畢業生的就業情況，逾 8成人畢業後從事會

計、審計、金融財務、教育界等相關的工作，出路十

分理想。另外，李博士建議畢業生，除了可考取牌

照，成為註冊會計師（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PA）外，亦鼓勵畢業生繼續考試，向特許財務分析

師（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等專業資歷

進發。如果畢業生將來有志進修，亦可考慮報讀工商

管理或金融財務相關的碩士課程。

會計（榮譽）文學士課程
資歷備受認可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
會計及財務文學士課程
案例研習探討熱門課題

劉文基

會計（榮譽）文學士課程全日制畢業生

學員金獎及HKICPA獎學金得主

高級文憑畢業後，劉文基立即報讀這個獲香港會計師公會認可的海外銜接學位課程。修業期間，他透過

英文溝通研習班，認識論文結構而加快了閱覽論文的速度，亦學懂寫作技巧以助做好功課。 「導修課約有

25名學員，此安排使各學員都得到很好的照顧。同時，我們可爭取機會發問完成講座後感到不明白的課

題。」
劉文基的學習心得是盡早溫習，別待考試前才 「臨急抱佛腳」 。做專題論文時，必須多搜集圖書館資料

來充實內容。建立學習小組，跟組員互相取長補短，一起溫書備

試，一同參與社交活動以減壓。目前他能於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

上，應用審計知識和通用技能及更有效的管理時間。

李翠娟

會計（榮譽）文學士課程全日制畢業生

最佳論文獎得主

本身為HKIAAT畢業生的李翠娟工作了數年，深感知識不足，也希

望日後較易晉升，故決定重返校園唸全日制 「會計（榮譽）文學

士」 課程，務求以最快時間取得學位畢業。 「在多個科目裏，我對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科印象最深刻，因它跟會計息息相關，內容亦很生活化，使我隨後更

多留意市場上有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
經過密集式學習，李翠娟提升了口頭匯報技巧，所學的財務會計知識也能應用於現時在德國公司的會計

工作上。談及獲獎心得，她表示，必須早點開始準備寫論文，當然，她亦得到導師的悉心指導，順利完成

一篇有關投資房地產對抗通脹為題目的論文。

雷文朗

會計（榮譽）文學士課程兼讀制畢業生

學員金獎及HKICPA獎學金得主

現於某零售業集團從事會計工作的雷文朗，入讀此兼讀制課程前已修畢高級文憑，並已完成香港財務會

計協會的考試。他解釋，選擇此課程主要基於其認受性，即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認可。

雖然雷文朗在上密集式講座的階段，須犧牲一些社交生活，但總算逐漸適應下來。他認為，外籍教授與

學員在講座中有很好的互動，而在導修課中，師生互動甚至更多。 「因不少功課均要求學員寫文章，故我

的英文寫作技巧進步了。還有，口頭匯報技巧亦得以提升。」 問及其

讀書方法，原來是盡量透過導修課弄清在講座裏不明白的課題。另

外，花時間做好三件事：上堂、看筆記和溫習備試。

邱雪燕

會計（榮譽）文學士課程兼讀制畢業生

最佳論文獎得主

為了自我增值，擁有會計高級文憑學歷的邱雪燕，決定報讀此課

程。她坦言，辦學的院校收生嚴格，使她在修讀期間對課程質素亦充

滿信心。 「外籍教授來港密集地授課時，碰上我需要加班工作，逼使

我懂得更有效的管理時間。」 她難忘Current Issues in Finance一科，因從中可認識更多關於2008年金

融海嘯的內容。不同學科的個案研習亦包含國際元素，有助她擴闊視野。

邱雪燕指出，做好畢業論文的竅門在於及早開始，多看參考文章，她也感謝導師給予不少支持，好像藉

電郵向她提供意見。如今，她可把企業管治的知識和財務報表分析的方法，充分應用於她在公營機構的會

計崗位中。

丘淑儀

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課程兼讀制畢業生

學員金獎得主

現於聖堂當牧職修女的丘淑儀，由於修會希望安排她將來負

責關於會計相關的職務，故入讀CityU SCOPE的商業管理文憑

課程。修讀期間，她已計劃完成文憑課程後報讀會計及財務相

關的學位銜接課程。 「在修讀文憑的階段早已打下良好的基

礎，因此，來到學士的層次，無論做功課或考試也較得心應

手。修讀會計及財務（榮譽）文學士課程的初期，亦很快能適

應由英國導師以英語教授講座的模式。」
丘淑儀補充，最難忘便是做專題畢業論文所遇到的挑戰。她

選擇的論文課題是探討慈善機構面對時代的挑戰需要作出的改

變。她表示，當中要組織及整理搜集到的資料的確有些吃力，

但經導師的提點後，她明白如何把學到的會計及財務知識融會貫通。另一方面，於做專題畢業論文的過程中，

思維擴闊了，也是十分寶貴的得着。她還認為，期間建立的自信心，使工作上更得心應手。此外，她相信將來

從事會計相關的工作時，亦可實踐學懂的會計知識。

若論整體上的讀書心得，她坦言，不單要全力以赴做功課，也要努力準備考試，例如溫習課本，並且多借閱

參考書。 「我更會重組資料，嘗試設計模擬問題給自己作答，藉此加深記憶，為考試作最佳的準備。」

展開新一頁展開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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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慕賢指出，課程內容近年有所微調，
如加入了環保管理會計的元素。

▲廖建章博士表示，課程很多教材均屬國
際案例，務求擴闊學員的國際視野。

▲劉文基（左）與李翠娟

▲雷文朗（左）與邱雪燕

由市場營銷的學問，以至其中所涉及的管理知識，對企業的品牌形象和業績均影響深

遠。從公司角度而言，若聘用到曾接受相關學士課程訓練的人才，實在是如虎添翼。因應

市場對這些人才殷切的需求，CityU SCOPE與ENU在2010年起，修定課程內容，將 「市
場營銷管理及商業研究文學士／市場營銷管理及商業研究（榮譽）文學士」 課程改為 「市
場營銷管理文學士／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 課程，令課程聚焦於市場營銷的範

疇，更符合市場需要。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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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課程統籌（全日制）吳偉傑博士所言，今屆有超過230名同學獲頒畢業證書，他們大

多數來自副學位課程，分別擁有商科、市場學、社會科學或資訊科技的知識基礎。小部分

同學曾在商業機構從事1至3年有關市場營銷的工作，隨後返回校園修讀此課程，他們都

希望能吸收多點有關市場營銷的知識。

針對區內商業發展方向
課程着重實踐，協助學員應用市場學知識於工作

上。透過為期15周的實習單元Live Project，各組

學員須依據導師派發的提案，聯絡當中機構，按對

方要求進行專題研究項目，例如研究新產品在市場

的認受性；為推廣新服務而計劃市場營銷策略；運

用社交媒體進行市場推廣等。下一步，學員必須做

口頭匯報，並提交包括具體可行建議與成本預算的

報告書。

吳博士續指，榮譽學位課程的學員要完成畢業論文，以訓練其思維、分析力和研究能

力。 「課程重視學員研究技巧的培養，教導他們在市場研究常用的統計學知識。使學員能

好好裝備學術能力，將來進修工商管理、市場學、企業傳訊等碩士課程，自會事半功

倍。」
同時，課程設計亦針對現今區內商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好像品牌管理，正好配合大中華

地區的企業在發展、升級或轉型的過程中，必須實行的有效品牌管理策略。另外，課程亦

包括研究新興市場如金磚五國的實際營商環境。

以往許多畢業生多受聘於各行各業，主要從事市場營銷，學以致用。當中的行業或機構

計有：零售、百貨、銀行、保險公司、市場研究公司、公關公司、政府機構等。

適合不同行業人士修讀
2013年，課程開辦兼讀制，首屆有59名學士學位

課程畢業生。課程統籌（兼讀制）盧稚寧指出，約8

成同學來自市場營銷、行政管理、顧客服務及零

售、銀行服務及金融行業，餘下約2成則就業於資

訊科技或工程界，以及公共機構等。到第2屆，則

有更多銀行服務及金融界別的人士報讀。可以說此

兼讀課程適合不同行業人士修讀。

「兼讀制課程跟全日制一樣，均注重實用性，比方說，在市場分析上，必須知曉顧客所

需，才可替他們度身訂造相應產品或服務。課程其他特色與全日制大致相同。」

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
市場營銷管理文學士課程
課程與時並進 切合社會需要

▲吳偉傑博士說，課程着重實踐，協助
學員應用市場學知識於工作上。

▲盧稚寧認為，此兼讀制課程適合不同
行業人士修讀。

▲李振宇博士指，課程其中一
科的導師會以當時社會環境熱
烈討論的金融及財務話題作為
課題。

▲丘淑儀表示，經專題畢業論文的導師提點後，讓
她明白如何把學到的會計及財務知識融會貫通。

註：以上海外課程已獲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豁免註冊，個別僱主可酌

情決定是否承認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款待、服務、旅遊及航空環環緊扣，當中長期需要新

血加入，以保持行業本身的活力與創意。為替相關業界

不斷培養年輕一輩的人才，CityU SCOPE與ENU首先在

2006年開辦兼讀制 「款待及服務管理文學士」 課程，後

於2008年舉辦兼讀制 「旅遊及航空管理文學士」 課程。

到了 2012 年，兩項課程也加開榮譽學位。而在 2014

年，兼讀制 「款待及服務管理（榮譽）文學士」 課程還

新增為期16個月的全日制模式。在應屆畢業典禮上，兩

項學位課程共有逾110人順利畢業。

款待及旅遊課程學術統籌主任黃秀琼形容，鑑於兩項

課程的學員需要輪班工作，工作時間不穩定，故課程主

要於平日周一至四上課。此外，兼讀制課程設有兩個畢

業點，學員可選擇完成兩年制的課程，並撰寫畢業論文

取得榮譽學士學位，亦可先完成首學年課程取得學士學

位，日後按需要再修畢餘下課程。此制度具有彈性，尤其適合在職人士報讀。

課程雙線發展
學習內容方面，兩項課程同樣以雙線發展。黃秀琼解釋，這樣的設計有助學員

於畢業時，一併具備款待及服務管理，或旅遊及航空管理的專業知識，繼而可擴

闊就業的選擇範圍。她引申說： 「私人屋苑的會所、物業管理之中的客戶服務

部、大型商場的禮賓部等，均喜歡聘請持有款待及服務管理學歷的應徵者。」
隨着本港旅遊業發展蓬勃，航空業發展理想，例如2014年機場載客量高達約

6,330萬人次，較2013年增長約5.7%。另截至2014年8月，本港共有236間酒

店，提供逾7.1萬個房間，較2013年同期增加了3.9%，而未來兩大主題公園的

酒店將相繼落成，可見擁有旅遊及航空管理知識的畢業生前途無限。

談及應屆整體畢業生當初的入學背景，他們分別於酒店、會所、旅遊景點、旅

行社、航空公司、香港機場管理局等地方工作，平均具備超過3年的工作經驗。

參考歷屆畢業生的情況，不少人均有機會在職場上晉升。

最後，兩項課程（包括學士學位、榮譽學位）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的評審，學歷資格獲認可為資歷架構第五級，畢業生可擁有相當於本地大學學

位的資歷。

款待及服務管理文學士課程
旅遊及航空管理文學士課程
跨專業培訓

▲黃秀琼指，兼讀制課程
設有兩個畢業點，此制度
具有彈性，尤其適合在職
人士報讀。

江偉健

款待及服務管理文學士課程兼讀制畢業生

江偉健現職酒店前台，喜歡課程包含款待及服務管

理 ， 可 學 到 廣 泛 的 知 識 ， 也 難 忘 從 Strategic

Management一科，增加對各行業如資訊科技業、零售

服務業的認識，並由那些行業生活化的個案例子，明白

相關理論。還有，他從工作經驗較多的學員身上，了解

更多行情。

因業界僱主聽聞關於此課程畢業生的良好口碑，故江

偉健轉工求職時甚有優勢。 「現時我做督導工作，可應

用在課程裏學會的管理層思維模式、計劃收支預算與善

用人力資源的技巧。」
與此同時，他正於某本地大學修讀兼讀制酒店管理碩

士課程。期間，他認為已掌握的管理層思維有助他唸碩士，碩士層次講求怎樣改

革行業，而應用相關思維便有利於作出改變。此外，他於學士階段已打下基礎，

到了碩士階段，可嘗試從收支預算或其他方面協助酒店建立良好品牌。

陳雅穎

旅遊及航空管理文學士課程兼讀制畢業生

學員金獎及Premier Graduate Award得主

研習這個學位銜接課程時，陳雅穎在旅行社當助理旅

遊顧問。她希望藉着學習雙線專業知識，令將來找工作

的路更廣闊。在學期間，她不只涉獵到市場學和人力資

源等科目，從導修課的小組討論中，還聽到不同組別的

意見，令個人的看法擴闊了。回憶於學習上最大的挑

戰 ， 就 是 在 草 擬 International Tourism Policy and

Planning一科功課文章的大綱時，需多次諮詢導師，以

修訂綱領。

另外，她的讀書方法包括跟學習小組討論功課，一起

溫書準備考試。做功課不單搜尋網站資料，也會找參考

書的內容和一些數據來支持功課的論點。

陳雅穎現於私人會所擔當前台工作。她感到科目Service Management所教的

危機處理技巧，可幫助她應付工作上的突發事件及顧客投訴。現在其工作須經常

接觸外籍人士，在課程上多聽不同英語口音的導師講課，有助她提升聆聽英語的

能力。 「從導修課學懂的多角度思考，讓我於工作裏，曉得由多角度看事情，包

括考慮顧客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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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偉健坦言，他可應用
在課程裏學會的管理層思
維模式於工作與進修上。

▲陳雅穎感到從課程掌握
的知識、英語能力及通用
技能，均有助她面對工作
裏的各種挑戰。

勞庚豪

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全日制畢業生

學員金獎得主

就讀市場學副學士課程時，勞庚豪已有志繼續升讀學位銜接

課程，只因畢業後，剛在百貨業找到全職工作，故暫時擱置讀

書計劃。過了1年，他全心全意選讀這個口碑好，而且屬於資歷

架構第五級的課程。 「整個修業期僅1年零3個月，可盡快畢業

之餘，更可透過撰寫論文訓練到分析及研究能力，亦是吸引我

報讀的原因之一。」
在實習單元Live Project中，他與組員為機構進行企業諮詢，

並作出市場規劃。從中他得到實務上的體驗，接觸和學到書本

以外的知識。 「我擔任組長，學會怎樣分工、管理時間和待人

接物。到現在任職的項目主任崗位裏，我可以順利與其他人合

作處事，完全不成問題。」
勞庚豪的畢業論文研究是探討香港年輕人對移動傳銷的接受程度。導師提議他不應只找關乎移動傳銷的資

料，還該想得闊一點，搜集一些有關整個題目的資料作參考。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他需要設計問卷收集數

據，作為先行者研究相關題目，他總是十分享受，而論文內容豐富並獲得優良佳績，亦使他滿有成功感。除了

搜集資料與分析數據的技巧外，他同時學懂從多角度思考及寫論文的方法。

談及考試心得，勞庚豪習慣於考試前，抽出一周的時間專心溫習。此外，他除了溫習筆記，也會搜尋網上合

適的例子，預備用來回答試題，務求爭取更好的成績。展望未來，他打算累積若干工作經驗及有足夠金錢後，

攻讀跟市場學有關的兼讀制碩士課程。

▲勞庚豪從實習單元Live Project中，得到實務上
的體驗，接觸和學到書本以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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