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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De Montfort University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the Pro Vice-Chancellors
2016 is the 21st anniversary of De Montfort University forming a partnership with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year DMU has been named one of the 150 best young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by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 one of only 25 universities from the UK
to be included. In it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6-17,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publication has placed DMU in the top 1.5% of 18,000 universities worldwide for its
global work.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congratulate the 2016 graduands on the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A (Hons) Degre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BA (Hons)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We would like to wish you every happiness for the future and hope that
your careers develop and flourish in the exciting global economy in which we all live
and work.
Doctor Warren Manning
Pro Vice-Chancellor and
Dean of Business and Law
De Montfort University

James Gardner
Pro Vice-Chancellor
De Montfor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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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A (Hon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BA (H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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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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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4,000 graduates through our successful partnership
with De Montfort University. Many of our graduates are now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various
sectors/industries.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香港城市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院 長 賀 辭

Louis C.K. Ma, PhD
Director,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歡迎各位蒞臨國際商業管理理學碩士、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和公共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典禮。今天，各畢業
同學將獲本學院及英國德蒙福特大學頒授（榮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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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張紫荊博士

課程統籌

Congratulations to all BABAM graduates who have strived your very best efforts during the past year
in creating academic success. The persistence and passion in your learning should continue with your
new page in life whether to further your study or begin a challenge career.
May I wish all of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future.
Dr Eleanor Cheung
Programme Leader, BABAM (Full-time mode)

畢業生分享
曾蔚瀠 (Yoyo)

全日制畢業生及德蒙福特大學獎學金得主

Yoyo認為管理學是作為管理人員的第一步，對將來的工作很有幫助。為了裝備好自己，她選擇了入讀這個一年
全日制的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另外，選擇修讀這課程的原因是對課程有信心及師資優良，並且有
「市場學」及「人力資源管理學」兩個不同專修範疇供選擇，課程結構充滿靈活性。
她表示：「完成這課程後，我對國際視野有更廣泛的了解，而且對於事物有更全方位的思考及批判，課程內所
教授的內容讓我能應付不同工作的需要。」「而課程中的其中一個單元『電子商貿』，讓我能學到最新的商界
趨勢，對我的工作非常有用。」
而在「論文研究」這科裏，Yoyo選擇以研究顧客忠誠度作為畢業論文研究的一部分，當中涉及不同的數據需要
分析。她感謝導師們對教學的熱誠，每星期都會跟她見面，提供很多寶貴意見，令她順利完成研究。
畢業後，她希望能夠把所學到的知識加以運用，在未來亦會有繼續進修的計劃。Yoyo更勉勵應屆畢業同學：
「知識是無限的，希望各位同學都會努力，追隨自己夢想，一步步邁向目標。」

楊穎彤 (Hermione)

全日制畢業生及德蒙福特大學獎學金得主

當初Hermione選擇這個一年全日制的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的主要原因，是此課程提供彈性的選修科，
分別為「市場學」及「人力資源管理」，讓她可以按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去選擇發展。再加上課程已通過香港學術
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評審，並獲得認可為資歷架構第五級。課程認受性高，讓她有信心將來能找到
合適的工作。
她表示：「這一年時間過得很快，課程安排得很充實，而且學習內容很實際，並提供多元技能和知識，能為我們
將來工作鋪路。課程亦重視加強學生的英語能力，這亦是我重視的一點。」
Hermione畢業後，希望能在工商管理專業方面發展，把所學到的知識好好運用出來。她亦祝願各應屆畢業同學，
能在學習當中尋找到自己的興趣，好好發展將來的事業。

蔡曉琳 (Tracy)

全日制畢業生及學生代表

2015/2016年度全日制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學生代表Tracy，當初選擇這個課程是想學習一些關於
商業行政的知識，以便日後工作時更加得心應手。
Tracy表示十分榮幸能成為其中一位學生代表，在任期間她有機會與其他學生代表、導師、De Montfort University
的代表，甚至是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代表進行不同的會議。她說：「這些難得的寶貴經驗，不但能
改善我的溝通技巧，更能擴闊視野，豐富了我在大學的生活。」
完成了這為期一年的課程後，她掌握到不同方面的商業行政及管理的知識，這些知識和技巧令她更快踏入社會
工作，實踐她的職業理想。她感謝所有教導他們的導師，導師們除了傳授課程上的知識外，更分享了寶貴的
經驗，令同學們大開眼界。
她亦感謝張紫荊博士，邀請她在新生迎新日作一個小小的分享。「希望我的分享能夠啟發新同學及讓他們準備
好迎接大學的生活。」

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梁世光博士

課程統籌

Congratulations all part time BABAM graduates. I understand it is not an easy task to manage your
principal employment, family and part time study in the past years. All of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for your great achievements.
I encourage you to commit yourself to lifelong learning and wish you happiness and success in
your life!

Dr Johnny Leung
Programme Leader, BABAM (Part-time mode)

畢業生分享
凌翠媚 (Selene)

兼讀制畢業生及德蒙福特大學獎學金得主

任職於銀行業的Selene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副學士課程，畢業後就直接報讀由De Montfort University與CityU SCOPE
合辦的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學士課程。她表示：「學士課程裏除了包含工商管理的知識外，還有其他可以
應用到不同行業的知識， 例如: 人力資源管理。課程非常實用及多元化，很切合我將來的事業發展。」
Selene說：「課程所涵蓋的範圍很廣泛，令我有機會學習到不同範疇的知識。我一直對人力資源管理有很大的
興趣，導師在課堂上會分享他們的經驗和工作上的例子，讓我能更加投入課程。」「而對於兼讀學生最大的
挑戰應該就是時間，我們要應付工作以外還要兼顧學習，很多時下班後已經非常疲累，幸好導師的教學方式
都比較生動，又會加入很多的實際例子，讓我們不會覺得太沉悶。在功課方面，導師亦給予我們充裕的時間，
所以我們的功課壓力不會太大。」
在修讀課程後，她成功轉到理想的部門和職位。她更表示課程給予她信心去作出不同的嘗試。

馬健章 (Nelson)

兼讀制畢業生、學生代表及成績優秀學員

應屆兼讀制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畢業生Nelson，是一位市場營銷和培訓經理，同時也是一所培訓中心的培訓
和發展輔導員。
Nelson選擇修讀此課程的原因是相信課程能提高他在管理方面的知識，藉此能夠幫助公司的業務持續發展，同時也能
加強他在培訓工作上的技能。
他說：「修讀過後，我從課程中不但學到心目中所需要的知識，並且對我的工作有一定的幫助。例如，從『戰略管理』
及『國際營銷』單元中，學會了如何徹底地評估公司的外部和內部的營商環境，並仔細分析商業機會。除此之外，從
『商業通信和學術技能』及『商業研究和分析』單元中，也學會了如何編寫一份更理性的報告或建議書。」
「另外，在學習期間，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掌握一個好的報告寫作技巧。幸好導師們都能提供良好的建議（例如：有
關報告表達的方法）和分享有關報告寫作的例子，使我能逐步提高報告寫作的能力。」
畢業後，他打算進一步修讀碩士課程，例如，與商業管理或培訓與發展相關的課程。在工作方面，他將協助公司擴大
在鄰國區域上的業務機會，他還將與培訓中心討論及計劃如何為他們開發更多職業培訓課程。

公共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宋立功博士

課程統籌

公共行政及管理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涉及政治、政府、政策及公共機構管理等各個領域，研修過程
極富挑戰性。兼讀制的同學既要應付繁忙的專業工作，又要在晚間聚精會神聽課，還要完成數之不盡的作業，
必須要有堅強的意志與毅力，才能一鼓作氣地完成學業。未來在專業發展及持續進修中，相信諸君會秉持這
種精神，乘風破浪，取得新的成就。
Dr James Sung
Programme Leader, BAPAM (Part-time mode)

陳慧賢博士

課程統籌
Today is the moment to recognize all the hard work, enthusiasm and perseverance you have put in
your study. My heart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 am so proud of each one
of you. You truly deserve to rejoice.
This graduation brings you a new milestone in your life. Chase your dreams. Never stop trying. Be
prepared and equipped to weather the storms that may cross your path. Be confident and be happy as
your future looks bright.
Let’s celebrate and have fun on this great day of your life!
Dr Rosa Chan
Programme Leader, BAPAM (Full-time mode)

畢業生分享
梁政堯 (Victor)

全日制畢業生、成績優秀學員及德蒙福特大學獎學金得主

Victor一直有志於畢業後投考政府職位，他相信具備與公共行政相關的背景會有利在政府工作，為了裝備自己，他選擇
了入讀這課程。「過去一年的學習時間非常緊湊，但十分充實！當中所學到的知識非常實用，導師於課堂上引用的
例子緊貼我們的生活和社會環境，又不時鼓勵我們表達意見，在課堂外也很樂意與我們分享、討論。其中『中國政府
與政策』及『政治思想與分析』兩個科目，前者有系統地解構中國政府部門運作、中央政府與香港的關係，讓我對
中國國情的認識大大增加；後者則著重理論分析，有效地訓練我的批判思考和多角度思維，加上導師經驗豐富，課堂
氣氛十分熱烈，令我非常享受整個學習的過程！在設計獨特的『體驗學習工作坊』，我們更有機會與來自英國德蒙福特
大學的學生就著不同的社會議題互相交流分享！我深信在這課程所學習到的知識，對我未來無論在公營或是私人機構
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

彭笑珍 (Evita)

兼讀制畢業生、學生代表、成績優秀學員及德蒙福特大學獎學金得主

現於警隊任總督察的Evita對公共行政及管理有濃厚興趣，這課程便成為了她的進修之選。「我在這個課程中學到的
知識非常多！每個科目所涵蓋的範圍都很廣泛，例如『中國政府與政策』一科，令我對中國政府的運作了解更透徹，
也令我重新認識中國政府對香港以至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而『公共領域策略管理』則解構了很多不同的管理理論，
往往可以應用於實際的工作環境中，對我在警隊的日常工作非常有幫助。我亦很慶幸在學習過程當中能夠遇上完全
投入教學、對學生循循善誘的導師。完成這課程後，我得到的不僅是一個學士學位，還有一班有共同興趣以及在政治
與人生不同課題上均不吝賜教的良師好友們，是我在這課程中得到的意外收穫。」

徐開志 (Davy)

兼讀制畢業生、學生代表及成績優秀學員（房屋管理專修）

為配合社會需求，這課程於2014年起新增設房屋管理專修，完成課程的業內人士可藉此考取專業資格，提昇職場競爭
力，Davy便是其中一員。「在今時今日的社會，政治與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密不可分。我認為對任職房屋及物業管理的
我們而言，要維持專業，我們便需要去面對和了解政策制定與房屋興建及社區管理的關係以及其衍生的問題。公共
行政及管理這個課程有效地讓我知道如何從宏觀角度去了解各種政治理論、政策制訂的過程、政府的運作等，不但
開闊了我的眼界，課程涉獵到不同的管理理論，也對我處理日常工作有莫大裨益。我衷心感激課程中所有導師的幫助
和教導，他們不但專業，而且樂於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知識和寶貴的經驗，每堂課都令我獲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