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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

KHAN Nureen L.KHAN Nureen L.
英語國際企業傳意榮譽文學士英語國際企業傳意榮譽文學士 二年級生二年級生

““My confidence and study are enhanced by the intimate learningMy confidence and study are enhanced by the intimate learning

environment at SCOPE. Working in group projects enlightened myenvironment at SCOPE. Working in group projects enlight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teamwork. Mixing with exchange students fromunderstanding of teamwork. Mixing with exchang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brought me memorable moments. I love thedifferent backgrounds brought me memorable moments. I love the

creative freedom of the program through which we pursue ourcreative freedom of the program through which we pursue our

career dreams. All these motivate me to strive more.career dreams. All these motivate me to strive more.””

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

梁思言梁思言
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 二年級生二年級生

「「課程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課程提供多元化學習機會，，當中的工作實習更有助鞏固學術知識當中的工作實習更有助鞏固學術知識。」。」

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卓志獎勵計劃卓志獎勵計劃、、學生領袖學生領袖、、學生大使學生大使、、教育局卓越表現獎學金教育局卓越表現獎學金

冼聆丰冼聆丰
商業資訊科技榮譽理學士商業資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二年級生二年級生

「「在課程中在課程中，，我學會了多方面的資訊科技知識我學會了多方面的資訊科技知識，，亦累積很多實戰經亦累積很多實戰經

驗驗，，對我現時從事軟件開發員的工作有不少幫助對我現時從事軟件開發員的工作有不少幫助。。獲得院長嘉勉錄提獲得院長嘉勉錄提

名是認同名是認同，，也是鼓勵也是鼓勵，，驅使我時常鞭策自己更用心和努力學習驅使我時常鞭策自己更用心和努力學習，，達達

到更高的學術水平到更高的學術水平。。我希望日後攻讀碩士學位我希望日後攻讀碩士學位，，增強競爭力增強競爭力，，在在

資訊科技行業有更理想發展資訊科技行業有更理想發展。」。」

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學生領袖學生領袖、、教育局外展體驗獎教育局外展體驗獎

王詠皓王詠皓
國際商業傳意榮譽文學士國際商業傳意榮譽文學士（（中文專業中文專業）） 二年級生二年級生

「「崎道雪紛紛崎道雪紛紛，，恩典當空照恩典當空照；；良師益友伴良師益友伴，，春回繁花開春回繁花開；；且行且珍惜且行且珍惜，，

剎那是永恆剎那是永恆。」。」

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學生領袖學生領袖、、教育局外展體驗獎教育局外展體驗獎

黃鉦量黃鉦量
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商業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二年級生二年級生

「「我修讀這課程已有一年我修讀這課程已有一年，，課程編排靈活課程編排靈活，，給予學生充足的學習時間給予學生充足的學習時間。。

院方亦提供不少活動讓學生參加院方亦提供不少活動讓學生參加，，如內地及本地的工作實習如內地及本地的工作實習。。課程由課程由

SCOPESCOPE的導師和有經驗的講師任教的導師和有經驗的講師任教，，師資優良師資優良，，令我獲益良多令我獲益良多。。

SCOPESCOPE的學習生活愉快的學習生活愉快，，交流活動和工作實習助我增廣見聞交流活動和工作實習助我增廣見聞，，擴闊眼擴闊眼

界界。」。」

教育局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教育局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
Self-financing Post-secondary ScholarshipSelf-financing Post-secondary Scholarship
Scheme from Education BureauScheme from Education Bureau

‧卓越表現獎學金‧卓越表現獎學金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cholarship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cholarship

‧外展體驗獎‧外展體驗獎 Reaching Out AwardReaching Out Award

‧才藝發展獎學金‧才藝發展獎學金 Talent Development ScholarshipTalent Development Scholarship

‧展毅獎學金‧展毅獎學金 Endeavour ScholarshipEndeavour Scholarship

教育局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教育局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教育局卓越表現獎學金教育局卓越表現獎學金

黃文慧黃文慧
會計榮譽文學士會計榮譽文學士 準畢業生準畢業生

「「SCOPESCOPE提供完善的學士學位銜接課程提供完善的學士學位銜接課程，，能夠讓我擴闊視野能夠讓我擴闊視野，，從而找到人生方向從而找到人生方向。」。」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20152015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

鄭柱樑鄭柱樑
航空管理榮譽理學士航空管理榮譽理學士 20152015年畢業生年畢業生

現職見習工程師現職見習工程師

「「翱翔天際是我的夢想翱翔天際是我的夢想，，我對航空業充滿熱誠我對航空業充滿熱誠，，所以選讀航空管理課程所以選讀航空管理課程。。

透過課程透過課程，，除了學會專業知識外除了學會專業知識外，，亦領略到航空業服務市民亦領略到航空業服務市民、、貢獻社會的使命貢獻社會的使命。」。」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

鍾雪兒鍾雪兒
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市場營銷管理榮譽文學士 20142014年畢業生年畢業生

現職於日本旅行社現職於日本旅行社

「「課程內容多元化課程內容多元化，，不但讓我學習到專業領域的知識和技能不但讓我學習到專業領域的知識和技能，，更令我開闊眼界更令我開闊眼界，，發揮自發揮自

己超乎想像的潛能己超乎想像的潛能。」。」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20142014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Transn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 AwardTransn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 Award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鄺翠儀鄺翠儀
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應用社會科學榮譽文學士 20142014年畢業生年畢業生

現從事綜合職業復康服務現從事綜合職業復康服務，，任職服務協調主任任職服務協調主任

「「任職前線社工多年任職前線社工多年，，透過進修提升了專業知識透過進修提升了專業知識，，更激發了我對工作的反思更激發了我對工作的反思，，

醒覺輔導員應有的價值觀及態度醒覺輔導員應有的價值觀及態度，，課程使我的人生變得不一樣課程使我的人生變得不一樣。。課程頒授的學課程頒授的學

歷得到認可歷得到認可，，助我獲得晉升的機會助我獲得晉升的機會。」。」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20172017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

鄺綺萍鄺綺萍
國際商業傳意榮譽文學士國際商業傳意榮譽文學士（（中文專業中文專業）） 20172017年畢業生年畢業生

現於香港大學修讀中國語言文學文科碩士課程現於香港大學修讀中國語言文學文科碩士課程

「「白駒過隙白駒過隙，，人生需要不斷的歷練人生需要不斷的歷練，，成就更好的你我成就更好的你我。。CityU SCOPECityU SCOPE的的

課程眾口交譽課程眾口交譽、、師資優越師資優越，，讓我更上層樓讓我更上層樓，，最大的收穫莫過於遇上良師最大的收穫莫過於遇上良師

春風化雨春風化雨，，同窗也成莫逆之交同窗也成莫逆之交。。路曼曼其修遠兮而天道酬勤路曼曼其修遠兮而天道酬勤，，我會懷我會懷

著感恩一路向前著感恩一路向前。」。」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
Outstanding GraduateOutstanding Graduate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20112011院長嘉勉錄院長嘉勉錄

梁玉燕梁玉燕
英語國際企業傳意榮譽文學士英語國際企業傳意榮譽文學士 20112011年畢業生年畢業生

現職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現職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

「「永遠不要放棄你的夢想永遠不要放棄你的夢想，，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夢想從來不曾遙遠夢想從來不曾遙遠。」。」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

徐開志徐開志
公共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公共行政及管理榮譽文學士 20162016年畢業生年畢業生

現職物業及設施管理助理分區經理現職物業及設施管理助理分區經理

並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房屋學文學碩士並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房屋學文學碩士

「「課程豐富了我在公共行政及物業管理方面的知識課程豐富了我在公共行政及物業管理方面的知識，，亦豐富了我的人生亦豐富了我的人生。。持續進修持續進修，，使使

我展開了人生的新一頁我展開了人生的新一頁。」。」

傑出畢業生傑出畢業生

黃浩龍黃浩龍
商業資訊科技榮譽理學士商業資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20152015年畢業生年畢業生

現職高級軟件工程師現職高級軟件工程師

「「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課堂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課堂，，不但助我裝備好投身資訊科技行業所需的知識和不但助我裝備好投身資訊科技行業所需的知識和

技能技能，，更開啟了對學術追求的大門更開啟了對學術追求的大門。」。」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ityU SCOPE），將於8月18
日（星期六）假李達三葉耀珍學
術樓，舉行2018年度學院頒獎
禮，頒發「院長嘉勉錄」殊榮及
多個獎項，表揚過去一年在學業
和其他範疇表現出色的學生。

傑出學生頒獎典禮傑出學生頒獎典禮20182018

‧卓志獎勵計劃‧卓志獎勵計劃 Achiever AwardAchiever Award

‧學生大使‧學生大使 Student AmbassadorStudent Ambassador

‧學生領袖‧學生領袖 Student LeaderStudent Leader

‧特殊貢獻獎‧特殊貢獻獎 SDU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SDU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卓志獎勵計劃卓志獎勵計劃、、學生領袖學生領袖、、學生大使學生大使、、教育局卓越表現獎學金教育局卓越表現獎學金

林倩如林倩如
國際商業傳意榮譽文學士國際商業傳意榮譽文學士（（日文專業日文專業）） 二年級生二年級生

「「生命有限生命有限，，學海無涯學海無涯，，我自知仍有很多不足我自知仍有很多不足，，因此會因此會

繼續進修繼續進修，，希望將來能讓父母感到驕傲希望將來能讓父母感到驕傲。」。」

學生領袖學生領袖、、特殊貢獻獎特殊貢獻獎、、教育局外展體驗獎教育局外展體驗獎

江奇江奇
商業資訊科技榮譽理學士商業資訊科技榮譽理學士 二年級生二年級生

「「求知若渴求知若渴，，虛心若愚虛心若愚，，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邁出的每步都邁出的每步都

精采精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