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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the Vice-Chancellor
I am delighted to celebrate with our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ur institutions have important things in common. We are both progressive
and dynamic centres of learning, reflected in the dedication of our staff, the enthusiasm of our students,
and together, our ability to enrich our academic community.
I wish our new graduates every success and happiness.

Professor Chris Husbands
Vice-Chancellor
Sheffield Hal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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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logy and BA (Hons) Applied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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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 top-up degree graduates and 400 full-degree students, including over 1,500 graduates through
our successful partnership with Sheffield Hal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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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蒞臨心理學碩士及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畢業典禮。各畢業同學將獲本學院及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頒授心理學碩士及
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及文學士學士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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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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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 Psychology
心理學碩士

趙球大

課程統籌

這個課程是英國心理學會首個認可的海外碩士「轉系」(conversion)課程，專為在學士階段時沒有主修心理學的
同學提供第二個機會，讓他們一圓修讀心理學之夢，繼續在心理學領域追尋自已的理想。修讀這個課程，不但
可以將所學應用到家庭生活、社交和事業上，更有助於分析社會上各種人文狀況。
本課程的導師在心理學科內，各有專長。同學來自不同的學士課程及行業，在生活和學習方法上各有特色。
另外，從課程內容和課堂互動所引發的學習、交流和觀摩，相信大家在識見、批判、求證、研究等領域，已
大有裨益。
同學們生活於緊張忙碌的香港，能夠相聚於這個學習氛圍，對於這份來之不易的同窗緣份，實在值得珍惜！
尤其是不吝於交流資料和心得，使學習生活更豐富，更有意義。所謂教學相長，導師透過與同學的互動，更能
明瞭社會上成年學生的志趣、學習環境和動力；既可與同學們亦師亦友，亦可互相豐富專業上和人生的成長。
在十二個月的課程裡，相信同學們大都會有以下體會：重知識，好慎思，貴驗證，悅識人。
相信大家亦為𧝁少珊、湯景樂和李鍵欣三位同學以優異成積(Distinction)畢業而感到鼓舞。最後，祝福各位畢業
同學鵬程萬里！

畢業生分享
李鍵欣
一直以來，我都對不同行為和決定背後的潛藏因素非常感興趣，亦想進一步了解心理學在學術方面不同的範疇、
分類。這個為期一年，以晚間兼讀為主的課程著重研究，鼓勵我們按自己興趣進一步選取學習重心，同時涵蓋各大
心理學派系和課題的重點內容，完全符合我在獲取知識和了解最新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不論是英國還是香港的
老師，都毫無保留地跟我們分享有關行業和學習上的一切所知。而該課程屬英國心理學學會認可的海外課程，我亦於
畢業後加入了該學會，繼續保持與全球心理學發展接軌。總括而言，修讀該課程使我獲益良多，所學的亦支持著我
現在的個人和職業發展，非常感恩！

湯景樂
為了進一步增進心理學的知識及提升學術能力，我選擇了修讀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心理學碩士課程。
雖說這課程為期一年，但對於在職人士來說，要成功取得學位並非易事。幸好不論是雪菲爾哈倫還是城市大學的講師
都非常樂於回答同學的提問，同學們亦樂於互相討論功課。眾人的熱心協助，令我成功地度過了愉快，充滿挑戰而
充實的一年。
這課程令我更深入理解到心理學的理論及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為日後工作奠下穩固的基礎。當我在輔導工作上接觸
個案時，令我能更有效地運用心理學的理論，掌握個案的需要，協助個案認識自我及解決問題。

雪菲爾哈倫大學之課程主任Dr Furness及Dr Jamison - Powell
和香港師生共聚

同窗歡宴

香港師生聯歡

BA (Hons) Applied Social Science
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

陳偉道

課程統籌

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為了滿足副學士升學和在職人士進修的需求，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於2005年開始
合作營辦一年制的銜接學位課程(top-up degree)，今天(10月26日)正是舉行第十二屆畢業禮的大日子，近60名
畢業生中有6名獲得一級榮譽殊榮，更是歷年之冠。本課程的畢業同學已超越1,500人，歷屆同學表現積極、
認真，學以致用，回饋社會。寄語應屆畢業生，為人處事，宜「法、理、情」三者兼備；緊記做學問功夫沒有
捷徑，必須「一步一腳印」，持之以恆，堅守仁愛和公義永存的精神，他朝好好服務人群和社會，矢志不渝。

畢業生分享
伍惠英

(主修「人文服務」)

我多年前於城大修讀社會工作副學士課程，其後從事家長及兒童之工作。我一直以來都很想繼續進修，與時並進，
開闊眼界。
在這短短一年裡，不單學到心理學知識，亦學會從家庭、文化甚至全球化的角度分析及介入問題，眼界真的開闊不少。
我感激每位良師用心教導，使用多元化的教學，循循善誘，啟發我對學習的興趣和動力，我很感恩遇見你們，我獲
悉心栽培，真的感到很幸福啊！
另外，這年對我來說，亦有重大的突破，我在論文研究中踏足不熟悉的文化領域，了解文化因素如何影響求助動力
，過程中，學到如何組織一篇有意義又有議論成份的論文，這是探究下去的最佳動力，很感激論文恩師何强星老師的
啟發和耐心指導。
然而，這一年裏，既要努力完成每份功課，又要兼顧工作及家庭，真的好不容易！當時間迫近又未想得通如何落筆
時，真的很焦急，又試過想放棄，感謝天父，聆聽我的禱告，給我內心平安，不退縮，繼續堅持下去。
另外，不得不感激的是：每位曾經一起奮鬥過的同學們，感謝你們樂意分享資料，討論，吃飯，一起衝衝衝！在
這裡有著我們一起奮鬥過的蹤跡，回頭細看，真的不枉過。同學們：盼望我們把所學的能活學活用，貢獻社會，
服務人群！

盧卓謙

(主修「社會及政策研究」)
我在高級文憑課程畢業後，已釐清了自己的目標和方向，毅然報讀英國雪菲爾哈倫大學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應用
社會科學課程，希望藉此豐富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以便進一步向自己的目標邁進。
這課程把原在英國修讀所需的一年半時間濃縮為一年，幫助同學們可以更快捷地獲取學士學位，然後繼續他們的個人
發展。然而，整個課程的考核和內容卻沒有因此而放寬或刪減，嚴格的標準和緊迫的課堂便成為了學生們沉重的壓力
。幸好，有一群盡心竭力的導師陪同學生們一起面對課程的壓力，甚至不惜犧牲他們的空閒時間去協助和支援學生。
認真嚴肅的教學並沒有因此而影響到師生的關係，導師們的關心和鼓勵，不但成為了學生們堅持的推動力，更培養出
亦師亦友的情誼。
課程的內容與時並進，著重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更以全球化的角度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組織性和視野。這樣令
學生不再局限於書本上的文字或慣常生活的地方，而是擴闊學生的視野至其他國家。學生更能透過課堂了解當代社會
的發展、政治體制和相關的政策問題，以宏觀的角度建立能屬於自己的觀點和論點。同時，課程的考核方法亦避免
了只要求學生死記硬背的情況，而是渴望學生把所學習到的知識融會貫通地應用。
在這裡短短一年的校園生活中，我慶幸能有一班富有責任感的導師和有共同目標的同學作為「同路人」陪伴著我走過
這一段路，因此今天我能有這樣的成就，他們可說是功不可沒的。我衷心地感謝他們一直鼓勵我不要放棄自己的目標
，並在我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這是他們無私的付出為我奠定了今天的成果。

BA (Hons) Applied Social Science
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
畢業生分享
李綺雯

(主修「人文服務」)

英國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之應用社會科學課程內容十分豐富，由個人反省到認識全球化
對社會及經濟之影響，當中貫穿著心理學、輔導、法律知識和應用，內容涵蓋廣泛，讓我擴闊視野，放眼國際。所學
之內容不但能應用於工作和生活上，進一步加強獨立批判思考，並讓我有明顯個人成長。
學院提供許多不同範疇的學習機會，在學術方面，有不少英語課程，加強寫作訓練，有助提升英語能力。在個人發展
方面，學院亦有不同類型的工作坊，內容實用有趣，為我的學習生涯增添了不少色彩。
在過去一年的學習路程上，感謝每一位老師耐心的教導。他們教學認真，每一堂課均預備豐富的知識和資料給我們
學習，亦令我不敢怠慢。每位老師的教學和工作經驗豐富，不論在學術上或在工作上均給予很多提醒及指導，令我
獲益良多。
最後，此課程讓我體會到什麼是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在全職工作之同時需要返學、看大量參考資料、做功課和照顧家
庭，實在是挑戰自己能力的極限，感恩在家人、老師和同學的支持和鼓勵下，終於挑戰成功，更喜獲優異成績。

英國課程主任 Dr. Andy Price 及 Dr. Ning Tang (中座者)遠道來港，並舉行師生諮詢
會議
聽罷專題講座(脫歐後的英國前景)，課程師生們合照存念

23位同學一起遠赴大嶼山沙咀懲教所參觀

四位同學 (左至右)
曾沅宜及陳潔儀 (社會及政策研究)
伍惠英及黃光明 (人文服務)
同時榮登院長嘉勉錄及獲一級榮譽

修讀「青少年司法系統」的同學一起與課程統籌共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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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潔儀(圖左)喜獲一級榮譽，母親喜上眉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