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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2022學位頒授典禮 香港城市大學
商學院副院長
EMBA（中文）課程主任

郝剛博士
    隨着大中華地
區的經濟崛起及世
界格局的變幻莫
測，中國企業和企
業管理人才的培養
面對新的挑戰及機
遇。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滙聚全
球最新商業資訊，
具有先天優越的
地理位置及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更有利
於培育具有開闊視野和大格局的企業家和
企業高管人才，以應對大環境的急速轉變
及市場的激烈競爭。香港城市大學（下稱
「城大」）商學院由2014年開辦以普通話
為主要教學語言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課程（下稱「EMBA（中文）」），期望
培養出更多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和有
能力的華人企業家和企業高管人才，為社
會進步及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學海無涯 迎難而上

時光冉冉，三度春秋，
香江港畔，獅子山下，
博雅未名，受業城大，
同窗好友，笑傲江湖，
不負韶華，篤行致遠。

劉盛

回首2019的春天，和城大
第一次相識：鮮活的畫面就
在眼前。
從2019往後，世界變了。
世事變遷，不僅感慨萬千；
展望未來，卻也激情滿懷。
感謝城大EMBA給我帶來知
識和朋友，感謝人生路上有
你們！

陳陽

城大求學，為時兩載，一路
回望，收穫頗豐。得遇良
師，喜獲良友，頗得裨益。
感謝！

梁靜

這是一段奇妙的學習之旅，
有收穫、有遺憾，結交了一
群好同學，好老師，開拓了
視野，卻經歷了社會運動、
疫情帶來無法當面交流學習
的遺憾……就像人生，總是
有許多不完美，我們能做
的，是活在當下。李秀峰

時光穿梭輪迴轉，前生回眸
今生緣。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五世修得
同窗讀。感恩城大，幸遇19
春，情義共心知。為求知，
跨兩地，齊飲香江水，相讀
城大書，但願獅子山下再相
聚。此生此世，勾起無限思
憶。

顏添洪

感謝您，我的城大，我的老
師，我的同學，兩年的學
習，讓我有信心踏上新的征
程。

陳明哲

「城大人、成大器」，身為
城大人倍感自豪；冀成大
器，力不負所望。
「聯智、聯誼、聯業」，讓
學子找到家的感覺——價
值、溫暖、守望相助！
愛你，城大！愛你，城大
人！劉莎

短暫的兩年時光，從香港到
法國、美國、日本、澳洲都
留下了我們學習的足跡，國
際化的視野結合中國本土案
例的學習，受益頗多，感謝
教授和同學們相伴而行，感
恩城大讓我們相遇！

徐非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感恩可
愛的同學們，難忘這段求學
之旅，請教同學獲益良多，
美好回憶歷歷在目，歡聚醉
飲肆意人生，兄弟姐妹江湖
再聚！

劉嘯

1 9 年 暮 春 ， 因 續 求 學 之
夢，與城大結緣，有幸成為
EMBA一員。
世紀疫情，阻隔了赴港之
路，卻阻擋不了求知的腳
步。
21年仲夏，喜獲畢業，感恩
一眾教授、同學相扶相助，
始終攜手前行。

沈虎群

浮躁的社會，焦慮的年代，
選擇了城大重新刷新一下自
己。始終相信，學習是對自
己最好的投資，可得幾代人
受用。感謝韓老師的推薦，
感謝竇教授的面試，感謝授
課的教授們，還有可愛的班
級老師們。在城大的收穫，
我是滿意的。

陳潔

感恩城大！在這裡收穫了知
識，收穫了友誼，走出了戈
壁，這將成為我終生的財
富。祝母校桃李天下，祝同
學前程似錦。

陶靈斌

學海引航，不勝感恩；城大
際會，惺惺相惜。
祝母校與19春的我們未來一
路坦途、蒸蒸日上！

董慶鋒

再次步入校園，相約城大，
與同學們相識相知、共學共
享，這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
份財富。感謝老師們孜孜不
倦的教誨和開化，感謝同學
們的共同激發，學無止境，
讓我們一起擁抱變化、共生
成長，用持續學習和成就回
報城大！

陳紹洪

19春的三年，是特殊的三
年，一場疫情讓我們聚少離
多。期盼我們很快就可以重
溫往日的時光。祝愿我們城
大桃李芬芳，也祝同學們幸
福安康！請記住我的名字：
19春 陳靜

陳靜

我雖不是最好的學生，您卻
是最好的老師，最好的學
校。
祝所有相遇；天高海闊，萬
事勝意。

馮惠媛

奮鬥有跡可循，未來值得期
許。立足當下，行以致遠，
與時代一起成全。

涂錦波

感恩母校，祝福城大！

陳仰龍

教學樓那段鳥語花香，潺潺
流水的美麗小道；七樓的早
餐，食堂的鐵板燒，住宿酒
店的酸奶冰淇淋；課堂上教
授與同學的精彩討論；課間
同學的歡聲笑語無一不讓人
懷念！感恩在城大求學的美
好經歷和遇到這樣一群可愛
的人！祝福城大年年桃李，
歲歲芬芳！

張玉芝

百戰歸來再讀書，香港城市
大學給了我國際化多學科的
高素質教育，讓我更具備國
際視野。感恩香港城大！

劉堅冰

認知、頓悟、通透。
終身學習，永不止步。

黃文婷

相逢是問候，離別是祝福。
感謝香港城大讓我們有緣相
識，一起學習，共同進步，
快樂生活！祝城大人，成大
器！

楊雪文

美好的回憶，驚喜的體驗，
祝同學們前路坦途，祝城大
蒸蒸日上！

劉江湲

在城大的不到兩年時間，讓
我深入感受到了香港這座城
市的發展興衰脈搏、認識
了許多朋友、遇到了新冠疫
情、這段經歷對我彌足珍
貴。

宋欣

在EMBA這個大家庭裏，不
僅收穫了商業知識，更多的
是收穫了一輩子的友誼！與
同學、校友、教授們從群情
激昂的課堂到飛踏戈壁，一
輩子的美好回憶！感謝香港
城大並祝福母校愈來愈好！

陳滬

百戰歸來再讀書，感謝城大
EMBA平台。兩年時間雖有
遺憾卻收穫滿滿，學習了豐
富又落地的管理知識，結識
了眾多優秀的校友們，期待
疫情早日結束，再回母校共
敘師生校友情！

江樂陽

學海同遊歲月長，書山共攀
日夜忙，初識把酒盡言歡，
畢業方嘆同窗短，五湖四海
香江聚，同道攜手城大情，
他日人海再重逢，相顧暢談
不思量。

陳瑞

學貴得師，亦貴得友。感
謝，感恩香港城市大學！

唐儷勻

一次再進校園學習的機會，
很難得。二年來因疫情課堂
從面授搬到綫上，有點遺
憾，但仍三生有幸和來自四
海五湖的同學們在這裏相
遇、相識、相知。感謝香港
城市大學！

薛鋒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給我了難
忘的EMBA學習經歷。在學
習過程中感謝學校、各位教
授的言傳身教，以及非常榮
幸認識了志同道合的同學。
經歷了疫情以及社會運動的
我們，且學且珍惜，願香港
明天更好！高偉豪

從19年至21年，3年時光。
從最開始的綫下授課到綫上
授課，見證社會運動，經歷
疫情，可謂是寶劍鋒從磨礪
出，體驗頗豐，百味雜陳。
非常高興通過城大EMBA結
交眾多良師益友，提升自己
的能力、格局與視野，感恩
遇見，祝各位同學與城大愈
來愈好！

張文欣

一日城大人，終身成大器！
祝福同學們鵬程萬里，祝福
城大EMBA日益精進！

王墨竹

城大的求學經歷，是中年的
我近十年來最為輕鬆快樂的
人生體驗。有重返校園的喜
悅，有同學陪伴的溫馨，更
有學習的無窮樂趣。感謝城
大給我的美好回憶，提高學
習興趣和信心。畢業不是終
點，是另一段學習旅程的開
端，祝願學校和同學愈來愈
好！

蘇琤

感謝城大教授傳道授業及課
程組老師辛勤付出！從18
年入學到畢業，經歷社會運
動、新冠疫情等事件。這幾
年有幸結識很多老師同學，
每個人身上都有閃光點，他
們將成為我一生的良師益
友。祝福城大桃李天下！祝
福同學老師身體健康，前程
似錦！

曩麒

感謝城大！在這裡遇見了同
學和教授們，多學習，多思
考，人生變得多維度，成就
了不一樣的自己。

厲愛萍

相遇城大，感恩城大！疫情
讓我們的相遇倍加特殊和記
憶深刻！因城大與同學相識
結交，更一起面對人類歷史
中的特殊時期而記憶深刻！
這段經歷，讓同學、師生留
下不一樣的人生感受和收
穫！有限的相處，無限的友
誼！祝福城大、同學，愈來
愈好！

欒波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給予我人
生中一段不一樣的體驗，也
感謝陪我一起走過這段時光
的教授和課程組老師，還有
敢闖敢做、富激情和創新精
神的校友們！

呂晉宇

同窗三年，相聚的時光短暫
而彌足珍貴，願同學們前程
似錦！星光不問趕路人，時
光不負有心人！

楊蕾

非常榮幸可以在城大感受中
西合璧的教育，祝城大越愈
來愈好！

胡一江

2019年那是一個春天，我
們相識在城大。秋果飄香的
季節，我們從天南海北共聚
一堂；冬雪紛飛的季節，我
們不離不棄；柳葉起舞的季
節，我們並肩而戰。又是一
年夏花盛放，我們卻要揮手
作別。感謝親愛的老師和親
愛的同學，我們的情誼將一
直延續。

關麗

「結緣四面八方，相知春冬
秋夏，默契嬉笑怒罵，你我
皆成文章。」
衷心祝福母校再創輝煌！同
學們前程似錦！

高靜

千言萬語，感謝城大，感謝
課程組。

鄭冉

在城大這幾年的學習，各種
不確定因素致反覆波折，但
我們依然熱愛學習，熱愛知
識。我想，學習的意義應該
是一種應對不確定時代的確
定性能力，感恩遇見，未來
可期。

文水德

緣聚香江城大，獲知識、拓
視野、豐閱歷、結友誼、悟
人生；尋初心、逐夢想、
重燃創新之火，以展鴻鵠壯
志！

曲明山

感謝城大EMBA。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很開心和各
位老師、同學相遇在這裏。
良師諍友，獲益終生。畢
業，是新的征程；離別，是
迎接重逢。雄心睿智18秋，
我們永遠一起奮鬥、一起拼
搏、一起創造未來。祝福所
有的同學，也祝願母校明天
會更好！ 

章夏勝男

香港城大EMBA的課程具有
全球視野，先進的理念讓我
收穫頗多，祝福香港城大愈
來愈好！

羅桂華

感 謝 感 恩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EMBA商學院，讓我學習到
了新的知識開闊了視眼，結
交了這麼多良師益友。祝福
城大未來越來越好！

鄔珩梁

通過城大EMBA課程學習，
更新了自己的知識體系、提
高了商業領域的認知、構建
了系統思維模式，特別是海
外遊學模塊，開拓了國際視
野，同時也提升了個人品
牌！

馮敏

對香港信息的關注，是始於
城大的學子之情。感謝城
大，感恩老師，我將以這段
學習經歷為榮，以城大為
榮。期待再回城大學習！

徐愛龍

蹉跎粵汕事孔方；盛年聽雨
路達之；李詩裴劍張草狂；
竟渡珠江書太行。

郝明

同學師友總相憶，感謝城大
商學院給了我這一難忘的學
習經歷！祝福城大和EMBA
項目越辦越好！

陳志健

感恩城大讓我收穫知識智慧
和視野；感恩各位教授的辛
苦付出；感恩同學們的珍貴
情誼。希望未來一切都能越
來越好！

柳燕

感恩遇見，可愛的人。

田燕

寫感言時正離開河套去隔離
點，剛參加完援港醫院建
設，沒想到會以這樣的方式
來香港一個多月。自入讀城
大以來，和香港這座城市就
結下了不解之緣。城大再
見！香港加油！

王勇鋒

百戰歸來再讀書，雖只有短
短的三年時光，卻收穫滿
滿。感恩教授們的諄諄教
誨，感謝課程組的悉心安
排，由衷地祝愿母校越來越
好！

唐茂師 張琦

這幾年世界發生巨大變化，
在眾多不確定性因素下，唯
有學習才能改變認知。感
恩母校，感恩教授給予指導
與啟迪。在城大EMBA（中
文）這個大家庭，我和同學
共同學習、探討，分享企業
經營經驗，啟發我們在多變
的經濟環境下探索未來企業
發展之路。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在與老
師和同學們的融洽相處中，
我不僅汲取豐富的商業知識
和實戰案例，更重要是收穫
師生和同窗友情，這些都讓
我感動，也對我未來的職業
生涯和事業發展具有積極意
義。再次感謝各位的關懷和
勉勵，祝城大明天更美好！

王智湘

（資料由客戶提供）

楊秋儀

城大EMBA課程讓我認識到
不同行業領袖，成為關係緊
密的學習夥伴和戰友。課程
以科技創新與金融為中心，
緊貼商業發展大趨勢。我從
事銀行業多年，隨着疫情及
虛擬銀行崛起，業界加速數
碼轉型，EMBA讓我更早掌
握發展趨勢，勇於擁抱變化
及面對挑戰。（EMBA英文班）

心中有光，萬物可期！

南方

國際化視野 戰略發展思維
  面對經濟全球化、科技日新月異、地緣政
治風險攀升及跨界異業合作的大趨勢，企業高
管人員需要更國際化的視野及宏觀的戰略思
維。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及EMBA（中
文）課程主任郝剛博士指：「課程的口號『學
貫中西．城就未來』體現了EMBA（中文）的
教學理念及宗旨。課程向全球華人開放，致力
為企業管理者們帶來最前沿的管理理念和實踐
的體驗，提升其環球視野、分析能力及領導智
慧，同時為學員提供拓展人脈、共享資源、及
創造商機的平台。EMBA（中文）學員來自不
同背景、行業及經歷，他們在各自的行業或領
域已取得矚目的成就及貢獻，而透過EMBA課
程的學習旅程能夠讓同學接觸更緊貼前沿的商
業知識及國際實踐，啟發同學為其企業和事業
尋求新的突破和發展。」

多維體驗教學 突破舒適圈
  近年面對香港社會運動及世紀疫情的衝
擊，EMBA（中文）因應環境變化做出不少調
整，以「多維體驗式教學」 保障教學質量。
除提升課程及教學內容的多元化，也特別引進
差異背景的優質師資及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動。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參與EMBA（中文）教學
的師資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情懷，熟悉區域商業
發展趨勢，掌握國際前沿理論和實踐，能夠以
專業的角度實時調整教學內容，緊貼科技、環
境及市場的變化和發展。課程組特別邀請行業
領袖及其他頂尖院校的教授，分享前沿議題的
見解和豐富營商經驗，希望學生獲得最大化體
驗、反思、交流及賦能。郝剛博士：「我們期
望高管學員能夠透過EMBA（中文）的學習平
台及課程，獲得熟悉區和舒適圈以外的體驗、
碰撞及火花，突破自我，激發潛能，啟發前瞻
性創新性思維，結識更多事業夥伴，踐行更豐
盛的人生價值，也期待同學和校友日後能始終
保持樂觀正面的心態，勇於面對各種挑戰和困
難，邁向更成功的事業和人生，為社會作出更
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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