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the Principal & Vice-Chanc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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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es. So please
keep in touch.
Welcome to the Edinburgh Napier family!
Professor Andrea Nolan OBE
Principal & Vice-Chancellor
Edinburgh Na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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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A (Hons) Hospitalit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BA (Hons) Tourism Management and BA (Hons)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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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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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 C.K. Ma, PhD
Director,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專 業 進 修 學 院 院 長 賀 辭
歡迎各位蒞臨款待及服務管理文學士、款待及服務管理(榮譽)文學士、旅遊管理(榮譽)文學士和會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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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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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畢業生的勸勉
黃秀琼女士

課程統籌

Many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special day. When we look back, the past two years were not easy.
They were filled with hard work, good efforts, sweats and sometimes tears. Today you can
celebrate not only your successful gradua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r achievements
resulting from your determination, optimism and patience. Education has helped to unlock your
potentials; now it is your turn to use these potentials to the fullest.
Spread your wings and fly. Don’t just think of your dreams - chase them and enjoy every step
along the way.
Ms Sue Wong
Programme Leader

畢業生分享
楊嘉輝

畢業生
楊嘉輝在酒店工作了幾年，修讀了酒店管理證書課程，之後轉職酒店管理系統的電腦軟件銷售工作。工作多年後，
他明白認可學位資格，對工作十分重要，因此，他利用兩年時間，修讀此榮譽學位課程。
楊嘉輝坦言，課程中最深印象的，是Organis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這一科，導師除了教授理論外，也幫助同
學認識處理實務的方法。正如人生中有不同的轉變，如能預早計劃，有助面對管理下屬，以及公司營運的各種轉
變。過去，他雖然曾在酒店的不同崗位工作，接觸過不同的工作項目，但却需要花較長時間摸索，才可累積一定的
經驗。楊嘉輝認為「如果我能提早修讀此課程，必定可以令工作更順利，事業有更好的發展。」
在衆多科目中，他認為撰寫畢業論文，可算是最難的一科。不過，難得有機會可以深入研究題目，並且得到導師的
悉心指導，他才能順利完成這個課程。畢業後，他計劃將來修讀有關設施管理的碩士課程，相信對他再次投身酒店
的工作，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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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兩年時間不算是很長的日子，拖延
反而會減低學習的動力，只要意志堅定，配合良好的時間管理，便能完成課程。現在，他除了得到學位之外，還擁
有畢生受用的讀書技巧，以及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藉此，他想勉勵考慮進修的朋友們，「只要下定決心，一定可
以做得到，只要你能坐言起行，你的理想也可以早日達到。」

林昭峰

畢業生

現職舞台音響燈光製作公司主管的林昭峰，之所以選擇修讀這課程最主要因為其中一些科目，例如︰
Management of MICE Events 和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for Tourism, Hospitality, Festivals and Events等科目都
與活動管理有關，這些科目內容跟他曾修讀的活動與市場管理學高級文憑課程有直接關係，有助他進一步獲得與
活動管理有關的知識。課程中亦包含不少與酒店有關的科目，令他可以更易理解酒店的運作，對日後在活動管理
方面的工作有很大幫助。
要同時兼顧工作與學業，在時間管理和安排上對他有一定困難，特別是從事舞台音響燈光製作這行業，因為工作
時間較長又不穩定，加上他並非從事酒店業，對這行業的運作認識不深，故此在學習過程中都會遇到不少困難，
幸好得到學院導師在導修課上的詳細解答，以及提供每節導修課前半小時的功課輔導，因而讓他更容易吸收關於
酒店業的知識從而得以應付功課和考試。
畢業後，林昭峰將修讀碩士課程，希望吸收更多的知識，以期在舞台音響燈光製作與活動管理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陳家暐

畢業生
陳家暐對酒店業深感興趣，在完成酒店管理的高級文憑課程後，他選擇修讀這個銜接學位課程，其中最深刻的
是Customer Service and Care和Hospitality Business Development這兩科，因為學科除了內容全面而廣泛之
外，更是理論與實踐並重。
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離不開功課及考試，由於習作及考試的模式和以往高級文憑課程不同，更側重於個人
能力的考驗，故此在學習上有一定的困難存在，幸好在這16個月的學習期間能遇到良好的學習伙伴，加上導師
們的耐心教導，便能一一解決他在學科上遇到的各種疑難。
畢業後，陳家暐選擇投身酒店業。他現職酒店貴賓樓層的助理，希望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能夠學以致用，從而
令他在事業上有新的突破及進境。
陳家暐感謝在這16個月以來互相扶持的好同學，祝福大家踏足社會後，在工作路上各自展開人生的新一頁。他
更想藉此鼓勵來屆同學，提出:「16個月課程的時間轉眼就過，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校園的生活，盡力學習，令自
己的生活變得更精彩。」

對畢業生的勸勉
孫玉傑先生

課程統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人生之道不僅在於知，最重要是修身和實踐。大家今天已經接受了學士學
位的洗禮，你們都有一定的學問基礎， 踏足社會，在「職業道上」發展，是大家把所學到的道理及學
問實踐出來的時候。所謂「勤一分多一分學問，閒半刻少半刻功夫」，希望大家日後繼續努力為自己
增值。「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在社會大學裡，你們會面對很多挑戰和困難，請勇敢
面對，尋找應對方法，盡量提升自己的「戰鬥力」！縱然社會裡的波浪滔天，也要相信自己，請樂觀
自信地踏步向前，建構您的明天，走向未來。祝願大家前程錦繡!
永遠支持您們的Stephen sir啟

畢業生分享
陳穎嘉

學員金獎、Tourism Management Award及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獎學金得主
修讀副學士時，已選修旅遊管理課程的陳穎嘉坦言考慮到現時社會注重學歷，繼續進修是增強個人競爭力的不二法
門，因此她修讀此課程。「這個課程針對行業所需，內容範疇廣泛，而且理論與實踐並重，學生於課堂上需要閱讀
不同的文章、作口頭報告，這些課堂活動可提升語文能力丶分析能力等。課程中有不少課外活動，如參與實地
考察丶參觀酒店丶海外交流等，可加深同學對旅遊業的認識，從中擴闊眼界。」
談及在大學學習生涯上遇到的挑戰，她表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撰寫畢業論文。畢業論文要求學生在學術上作更深
入的研究，故對學生要求也相對提高。在資料搜集、進行問卷以及數據分析的過程中，往往感到乏力，幸好導師向
她提供寶貴意見，令她可以順利完成畢業論文。她建議師弟妹遇到疑難時，應主動向導師發問，導師們都很樂意為
同學解答疑問。
畢業後，她將升讀本地大學碩士課程，以便日後工作發展有利，爭取更佳的晉升機會。

周卓嵐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獎學金得主

一直非常嚮往航空旅遊業的工作，完成兩年應用心理學副學士課程後，卓嵐決定轉修旅遊管理學士課程。
在16個月的學習過程中，她覺得「 Live Project 」一科最為實用。這科為學生提供於行業機構作策劃市場研究及調
查的機會。她表示︰「比起一般的實習，這個機會能讓我們直接接觸機構內部的運作，又可與機構的管理層討
論，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亦學到策劃調查和分析調查結果的技巧。這些知識對於日後有心投身旅遊業或與市場推
廣相關工作的我來說，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在課程開始前，卓嵐從未修讀與旅遊相關的課程，所以她一直擔心會跟不上課程的進度。幸得導師們悉心幫助，
協助她由最基本開始學起，她才得以在這一年半內，對旅遊業有深入和專業的理解。經過這十六個月的課程，卓
嵐對旅遊業有更充實的認識。畢業後，她投身國泰航空公司，展開人生的另一頁。

對畢業生的勸勉
廖建章博士

課程統籌

Your dedication,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have helped achieve the graduation award.
Congratulations!! You really deserve it. I hope you will have a smooth journey in your working
life.
Dr KC Liu
Programme Leader

畢業生分享
施靜怡

學員金獎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在會計師行從事審計工作的施靜怡坦言，選擇報讀這課程是由於對會計深感興趣。在修畢會計副學士課程後，知悉
此海外銜接學士學位課程在會計業界中的口碑和認受性都頗高，而且修讀年期較短，還可直接報考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的會計專業資格試 (QP)。
她認為此課程內容設計緊貼著HKICPA的標準和要求，理論與實踐並重，不論是對日後工作或是應考QP所需的專業
知識丶分析能力丶溝通技巧都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時間管理的能力也是這課程最為需要學習的，由於修讀年期較其他課程為短，故此需要於短期內完成密集式
的課題、考試以及畢業論文，所以在修讀期間亦為此感到有點兒吃力。幸好學校導師非常樂意從旁協助，憑著個人
豐富的知識及經驗解決學生疑難，所以在不同的學科上都獲益良多。
畢業後，她的目標是於會計行業內發展並考取HKICPA的專業資格，成為一名出色的執業會計師！

曾曉彤

學員金獎得主及一級榮譽畢業生

現時從事審計工作的曾曉彤表示，選擇修讀此課程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此課程屬於其中一個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認可的海外銜接學士學位課程，修讀完畢後便可直接報考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的會計專業資格試
(QP)。再加上此課程已舉辦多年，認受性高，有助於事業發展。
在衆多科目之中，她對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這一科目的印象最深刻。她指出因為她之前
從未接觸過這一方面的資訊，而且這科目讓她理解到要成為一名出色的專業會計師，除了要具備專業知識和遵從專
業操守外，還要有社會道德良心。這使她更加認為會計是一份有意義的職業，因為會計師可以透過數字來顯示企業
對社會作出的良好貢獻或報導企業所作出的破壞和污染，讓市民或有關部門更深入地瞭解企業的營運情況。
她還透露最享受上英語和普通話課，因為課堂氣氛比較輕鬆，比較多師生之間以及同學之間的交流，可以增進感情。
最後，她建議同學無論在學業上還是事業上都要懷著熱情，抱著謙卑的心，接觸和認識多些事物，擴闊自己的眼界，
活出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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