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於殖民地時代實行普通
法 ， 早 期 的 事 務 律 師
（
） 與 訴 訟 律 師
Solicitor
（ Barrister
）也以英籍人士為
主。若港人想要取得獲本港認
可的法學資格，唯一途徑是留
學英國，但開支並非普羅大眾
足以負擔。一九七八年，最高
法院從遮打道遷至維多利亞地
方法院，一九八三年，再遷到
金鐘新法院大樓。香港回歸
後，終審法院成立，而中英雙
語則共享同等法定地位。
具先見之明的香港大學校外
課程部（即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前身）在創校之初，已開
辦短期法律課程，協助學員應
付 ACCA
關於法律知識的考
卷。後為減輕港人負笈海外攻
讀法律的經濟壓力，故於一九
六四年開創先河，與英國的倫
敦大學合辦全港首個在香港就
讀 的 法 律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 LLB
）。一九六九年，港大
成立法律學系，提供法律學士
學位課程。
儘管如此，
校外課程部
為讓在職人
士有機會進
修法律學，
仍然繼續開
辦
LLB 課
程，至今已
超過五十年
歷史。校外
課程部在八
十 年 代 後
期，推出法



與時並進 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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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當年報道



一個政府認可的圖書館學專業文憑。後來，澳洲
的查爾斯特大學加入合辦，持有學位的畢業生可
獲頒研究生文憑。一九九三年，新增圖書館及資
訊科學學士課程。三年後，學院進一步與查爾斯
特大學合辦圖書館及資訊管理應用科學碩士課程。
踏進二十一世紀，學院和教育統籌局（現
教育局）合辦學校圖書館主任文憑課程，
以提升他們的專業和管理技巧。自二○○
一年起，港大附屬學院再創先河，推出全
日制圖書館技術員高級文憑課程，成績優
異者可銜接港大圖書館及資訊科學學士學
位課程。
逾半世紀以來，圖書館學課程培養了不
少專業人才，為圖書館界出心出力。單是
圖書館主任文憑課程，至今已為學校界培
訓了超過七百名出色圖書館主任，而多年
來歷項圖書館課程合計更培訓超過六千人，

﹁

﹁

﹁

﹂

﹂

當中有現任港大圖書館副館長，也有在公共圖書
館擔任館長或其他高職，著名校友包括尹耀全、
李穎梅及吳業立等。他們面向廣大市民，協助讀
者獲取所需資訊，提供最專業的圖書館服務，為
推廣文化出心出力。

﹂

育教
地天

一九五七

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成立

你的部門
（校外課程
部），昨日
已由港大校
董會通過成
立，這一發
展就公共關
係層面而
言，可謂舉
足輕重。若
能作妥善及多方發展，將能覆蓋社
會各個階層及界別；並把知識由少
數人的手中發
揚開去。
節錄自香港
大學前校長賴
廉士爵士—於
一九五七年五
月廿二日發出的祝賀辭

開設全港首個圖書館學課程
Library Techniques ， 並 於 四
年後（一九六四年）與香港圖書館
協會合辦首個頒授學銜課程。

一九六

先驅課程
開辦法律相關課程

首年報讀學院課程人次為三百三十

﹂

港大校外課程部早年已與海外院校合作

﹁



政府為提高市民的知識水平，並提供更多文娛
消閒地方，於中環興建香港大會堂，位於大會堂
高座的香港首間公共圖書館於一九六二年啟用。
七十年代初，九龍區及新界區部分公共屋相繼
設有公共圖書館。一九八五年啟用的九龍中央圖
書館，屬全港首幢圖書館大樓。為了與時並進，
本地公共圖書館逐步推行電子化。香港中央圖書
館自二○○一年啟用後，扮演全港公共圖書館
中樞系統的角色。
當位於大會堂的香港首間公共圖書館仍未落成，
高瞻遠矚的校外課程部已於一九六○年，推出一
系列短期課程，如圖書館技巧、圖書編目及圖書
分類等。為滿足業界所需，在一九六四年與香港
圖書館協會合辦全港首個圖書館學證書課程，港
大也推薦館員入讀，此一在職兼讀制長青課程今
天仍在開辦。一九八○年，港大校外課程部與香
港圖書館協會開設圖書館學文憑課程，是全港第

﹂

律學文憑課程，幫助學員裝備
成為法律行政人員。一九九一
年，更與英國的曼徹斯特都會
大學合辦英國法律專業共同試
課 程 （ CPE
），讓非法律學士
畢業生於修畢後，仍可踏上法
律 專 業 之 路 。 其 後 ， CPE
課程
經過擴展及調整，畢業生加修

﹁



﹁ ﹁



圖書館學助發展優質閱讀空間

一九六四

in Management
Studies

先驅課程
開辦全港首個管理學文憑

一九六八

市區教學中心遷往德輔道中一百五
十一號環球大廈

一九六七

十周年誌慶

一九六六

校外課程中心在中環成立

一九六五

先驅課程
與倫敦大學合辦首個於香港就讀的
法律學位課程

﹂

持主昨督港
幕開堂會大

﹁

一年 LLB
後，便合符入讀 PCLL
的要求。
及 CPE
是香港大學專業
LLB
進修學院的重點課程，數十年
來培育了無數本地法律精英，
在香港法學教育寫下了重要篇
章 。 CPE
每年限制收生二百
人，但第一屆收到一千三百份
申請，競爭非常激烈。而畢業
生的前景亦一片光明，當中約
八成修畢
的人選擇留在原
LLB
來 行 業 發 展 ， 大 部 分 CPE
畢業
生則希望將來成為律師。歷年
來曾入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法律課程的校友，便包括王
振民、林家禮、曾鈺成及楊光
等。

﹂

教育等多個範疇開辦全新的專業課程，
亦是為了迅速回應社會當時在急速發展
教育 二字，讓香 社群，服務社群，使課程畢業生可學 的步伐下，當刻不同的需要。
那些先驅課程的例子及相關的社會面
港 大 學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以致用，回饋社會。此宗旨亦反映於
（前身為香港大學校外 六十周年的宣傳語句中：
MAKING 貌，將以新聞形式呈現，供讀者回味。
課程部，於一九九二年
SPACE FOR HONG KONG 60 此外，特輯簡介曾擔任課程導師的業界
易名）與《明報》聯繫起來。適逢學
YEARS AND BEYOND。學院與香 翹楚，回望學院歷年大事，溫故知新。
緬懷過後，相信無論是學院校友還是
院慶祝六十周年，學院與《明報》合 港同步成長，畢業生於各行各業發光
力製作此別具懷舊色彩，重現昔日香 發熱。
普羅讀者，也會感激學院多年來不辭勞
港社會面貌的特輯，藉此與廣大市民
若說學院從一九五七年創立至今， 苦，默默耕耘之餘，還由衷期盼學院可
一同回顧學院及香港齊步成長的珍貴 長期走在本地教育的最前方，此點實 超越六十這個滿載歡欣和成功感，且非
片段。
在毋庸置疑。昔日院方於法律、圖書 常值得紀念的數字，繼續與香港並肩邁
一直以來，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談到 如何盡量發揮校外
學院一直以來也希望把尖子知識帶進 館、房屋發展、管理、中醫藥及專上 向更璀璨的未來。
與外國院校之間，可謂合作無間。五 課程之學習 時，史泰勒認
十年代，當時的校外課程部已為英國 為，若整個班級能起自發作
的倫敦大學國際課程法學士提供備試 用，便能齊心一致，無形中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華僑日報》刊登有關校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 因市民是納稅者，而市民是這城市
課程。
產生一種原動力，使整個校 外課程部與國際著名學府英國克魯大學，進行學術
交流的報道。
日明報專訊】巍峨聳立 的藝術和社交生活分享者。所以踏
一九六二年，港大校外課程部便與 外課程更有生氣。各學員若
於干諾道中海傍的大會 進大會堂非若進官府訪仕宦，而是
國際著名學府英國克魯大學，進行學 能彼此認識，人人亦各盡所
堂，經於昨日下午四時 分享大會堂內一切美好設施。港督
術交流。根據《華僑日報》於一九六 能，校外課程便會獲得真正
卅分由港督柏立基主持 並引用詩人雪萊讚頌雅典的詩句
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報道，港大校外 的成功。
開幕典禮。被邀往觀禮 說： 城池幻如雲，聳起紫岩邊，
課程部進行學術交流，出席代表近一
至於 學習之最有效方
的不少紳商及官員。
銀光浮堡壘，雉堞何井然。 並
百人，代表各課程及社會各行業的意 法 ，史泰勒指出，學員與
港督主持開幕禮後致 說： 事實上人類無時不從艱難險
見。該次集會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演 導師之間應打成一片；學員
詞稱：香港於面對各項物質問題之 阻中擷取文化的成果，如有從縣崖
講及討論，以求發展持續進修校外課 須多作發問，使導師和學員
外，仍能兼顧及完成哲學家所稱的 峭壁上攀摘鮮花，即使世界瀕於危
程，並改善有關工作。
間增加了解，而低程度者也
美滿生活 的一項計劃，實堪引 殆深淵，而絃歌之聲也不能因此而
演講及討論圍繞 如何盡量發揮校 不致於索然無味；學員須有恒心、勤 十年代起，學院為回應社會需求，陸
以為榮。並稱：各界人士將可在這 逐告絕響。 最後，港督並以一卷
外課程之學習 與 學習之最有效方 奮，並採用有系統的學習方法；學員 續提供多個兼讀制及全日制備試課程，
新的公眾文娛中心分享 所有自由 軸贈與市政局主席，以象徵將大會
法 兩個主題作中心。英國克魯大學 亦應當多思考，並作實地見習，切實 並將課程範圍由法律學擴展至會計學、
人士均能承受的寶藏 市民在閒暇 堂的管理權授與市政局。
校外課程部主任史泰勒（ W. E. Styler
） 觀察，始能加以領會。會後，各學員 銀行學、商業學、經濟學、金融學、
時可以在大會堂內享受各項
在演講中強調：成人教育非只為做筆 均感本港校外課程內容，實有加以全 管理學及電腦學等，其學術程度則包
設施。並稱：在本港而言，
記、閱讀，或由講師作專題講授，最 盤性確定之必要，因此，即席決定在 括文憑、學士及碩士。
大會堂一詞自一九六一年以
至今近三十個海外合作單位遍佈世
重要是對問題的討論，須由學員認真 四月舉行首次 來年成人教育計劃會
來即意謂全市社交及文化活
界各地，包括英國、澳洲及美國等。
介入其中，才能吸收學識。他續說， 議 ，希望集思廣益。
動中心。因此在今日開幕的
若感到討論時間不足時，可利用紙上
一九六四年，港大校外課程部與英 在二○一五至一六學年，學院與相關
大會堂歡迎市民蒞臨。不是
討論作補救，透過導師的批閱及回答 國的倫敦大學合辦全港首個在香港就 單位合辦的課程多達九十一個，學員
詢問的接觸，亦可收討論之效。
讀的法律學士學位課程（ LLB
）。自八 人數為三千九百九十三人。
﹂

伴等。當時不少政府官員及工商界人
士前來就讀。
那時的講師陣容鼎盛，有大師級的
如錢穆、饒宗頤，也有剛學成歸來的
李國寶。事實上，學院於過去六十
年，吸引過不少學術權威和專業先進
在學院授課。
離別這個大家庭後，我在不同的教
育單位工作，數十年後的今日，緣份
又再次領我回到學院，讓我回到娘家
擔任學院董事局主席，以另一身分服
務，並與大家一同見證學院數十年來
的發展里程。我相信，未來有著你們
的支持，學院將會繼續以最優質的教
育，為香港、內地，以至亞太地區服
務。

一九七一

先驅課程
推出全港首個
醫事技術證書
課程

Diploma

﹁

勢優揮發 作合校院外海與極積

劃未來，提供了不少的先驅課程及配
合社會發展步伐，裝備大家迎接挑
戰。同時，學院亦開設不同範疇的短
期課程，讓十五至八十歲或以上人士
都可以有所裨益。
與不少同學或校友一樣，我都在人
生不同時期和學院有著不同的緣份。
一九六九年，是我在香港大學完成研
究生課程的一年，亦是我走進學院的
一年，那時學院仍名為港大校外課程
部。當時擔任課程主任負責經濟學和
專業管理課程的我，需要包辦所有與
課程相關的大大小小行政及管理工
作，包括課程發展、導師招聘、招
生、巡課、宣傳推廣、跑專業團體了
解行業最新的人才需求及尋找合作伙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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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里展發院學修進業專學大港香

﹁

﹁

（三七九一至九六九一）址校個首院學律法學大港香



致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校友、
同學及各界賢達：
您們好！今年是學院成立六十周
年，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大家多年來
的支持與肯定。我
知道，你們踏入學
院有著不同意願，
如為了升學、事業
成就或發掘自己更
多的潛能。雖然原
因各異，但大家都
是終身學習途上的
耕耘者。
事實上，學院就
如小社區，在過去
數十年裡為大家籌
授教耀坤陳席主局事董院學



下當學活 載十六月歲輝光證見院學修進業專學大港香
學院董事局主席陳坤耀教授家書
書家

為 ， 用啟成落館書圖堂會大
。 事盛大一界娛文年當
（片圖料資報明）

相學館書圖跟設開 ，求需的才人對界業足滿為部程課外校
。 程課的關

伐步代時貼緊 河先創程課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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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學院購入的首個市區教學中心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致力優質教育，
除了不斷發展新課程，亦投入資源興建教
學中心，為進修提供更優良的學習環境，
同時配合課程發展的需要。學院成立之
初，於香港大學校園內上課，及至一九六
五年在中環成立校外課程部中心，標誌學
院進一步深入社群。配合學院發展，教學
中心於一九六七年遷往德輔道中環球大廈
（現為南洋商業銀行大廈）。學院於一九
七八年遷入上環永安中心的新市區教學中
心。一九八六年，學院為發展專業及職業
課程，購入了首個市區教學中心，以配合
成人公餘進修的需要。
此外，學院於一九九八年分別在美孚及
金鐘教學中心設立兩所中醫臨中心及中

藥房，作為學員臨實習的場所和人才
培訓的基地。為配合營養學課程發展，
學院於二○○一年開設營養治療及教研
中心，中心不但為市民提供營養諮詢服
務，亦為修課營養學課程學員提供實習
的場所。二○○七年，學院為提升中醫
藥教育的質素，於西九龍開設中醫診所
及教學中心，內裡設有中醫臨中心、
中藥房、中醫藥實驗室及中醫學資源中
心，配備完善。
因應學院發展專上教育，院校分別在
九龍灣及銅鑼灣成立九龍東教學中心及
港島教學中心。兩所教學中心日間供副
學位課程學生作上課之間，晚間則用作
開辦成人進修課程。

增設教學中心
方便在職人士進修

市區教學中心曾遷至德輔道中的環
球大廈





二○一七
經典復刻



華富邨開幕港督報喜

明年可申請廉廈
其後港督由屋宇建設委員會
主席陪同下巡視該邨各住戶單
位，而出席昨日典禮者包括有
各階層人士五百人。
這個香港目前規模最大的新
邨—華富邨位於薄扶林六岬
角，面臨南中國海，三面環
水，風景優美。且擁有一處
邨中心 可謂萬事俱備，自
下月三日起該邨的交通便可以
大為改觀。行走統一碼頭至瑪
麗醫院的四號巴士將伸展至該
處巴士總站。而收費為港幣五
角。在華富邨開出的頭車將為
上午六時五十七分。尾車則至
午夜。
﹁

並擬設公開等候名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
八日明報專訊︼ 本港屋
宇建設委員會計劃在今後
十年之內動用港幣二億三
千八百萬元興建屋宇可供
十五萬人居住。港府的廉
租屋亦將於明年四月左
右，再接受申請。而政府
將與屋宇建設委員會討論研究，
是否可以為這兩類廉租屋宇設立
一份聯合永久公開的等候名
單。 港督戴麟趾爵士昨午為華
富邨揭幕致詞時透露以上消息。
有關這種安排的詳細辦法，
不久即可擬訂。屆時則可以大量
接受申請。

圖為一九八二年的華
富邨
（明報資料圖片）

及排水道。屯門沿海地帶將增加填海
以建築廉租屋。
新市鎮與市區的交通發展是整個計
劃的最大問題。雖然荃灣、沙田與九
龍已有很好的馬路交通，在一九八○
年代初期有地下鐵連貫港九，但港九
與其他市鎮的交通仍會不足。

市場結構，並應用於
香港個案；及（二）
宏觀經濟學包括國民
收入決定、運用貨
幣、財政和貿易政策
去應對經濟波動，以
及經濟增長和收入分
配問題；並分析對香
港的適用性。
講堂一：微觀經濟
學及應用
講堂二：宏觀經濟
及經濟穩定政策
講堂三：國際商
貿、經濟增長及收入
分佈
同學除可以用一九
七二年學費水平港幣
六十元報讀外，更有
機會親身體驗七十年
代的學習風尚。陳教
授將會摒棄冰冷的投
影片，以最親切的筆
觸為同學準備隨堂筆記，完成課
程的同學可獲得陳教授親筆簽名
證書乙份。

一九七六

報讀學院課程人次達十萬的里程碑

一九七八

一月遷入位
於上環永安
中心的新市
區教學中心

一九八六

購入了首個
市區教學中
心

累積報讀學院課程人次逾五十萬

一九九一

一九九二

及

一月易名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先驅課程
正式開辦 中醫進修證書課程
實用中藥學 課程

一九九六

學院被賦予
財政獨立及
法人地位

先驅課程
與阿爾斯特
大學合辦首
個 營養學
深造文憑
課程

一九九八

中醫臨中心
及中藥房成立

一九九九

成為非牟利擔保
有限公司
其中一個優點
是可以讓學院的
財政與公帑作出
清晰的劃分。公司體制的確立，更有
利大學去制定一套更具彈性的模式及
程序去管理學院。
節錄自一九九九年學院遞交予校務
委員會的公司化計劃書

﹂

﹂

自一九五○年代起，香港人口不斷增長，為勞動市
場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同時，本地工業發展蓬勃，
當中輕工業如生產玩具、塑膠製品、紡織品、鐘表及
電子產品等，更藉外銷為本港經濟帶來非常可觀的商
貿利潤。舉辦規模愈見龐大的工展會，正好見證這段
重要歷史。隨後，不少家庭式公司陸續轉變為國際企
業，促成主要商業區如中環、尖沙嘴的誕生，並往後
迅速的發展。
隨經濟起飛，港大校外課程部有感於工商機構需
要專業管理精英配合業務發展，於一九六八年開辦管
理學文憑課程，吸引許多在政府部門及大企業任職的
管理人員報讀。當時不少中、高級華人公務員期望藉
此課程取得專業管理資格，促進日後事業發展。管理
學文憑課程的成功亦推動香港大學於一九七六年成立
管理學系，並於翌年開辦第一屆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MBA
），准許擁有管理學文憑學歷人士報讀，可見
課程專業資格受到高度認可。
管理學文憑課程營辦十多年間，為香港培訓接近四
百名出類拔萃的專業行政及經理級人才，遍及各行各
業，他們將所學應用於工作崗位上，提升了香港企業
管理質素、整體營商競爭力，以及公共文化設施和服
務效益。課程傑出校友包括何永釗、周文耀、陳南
祿、陳祖澤、陳達文、陳慶祥和張永霖等，人才輩
出。

時日在轉，科技在
變，但經典可以隨著年
月變得醇厚而歷久彌
新。正如一九七二年，
為學部教授 經濟學概
念與香港經濟 課程，
藉本港案例，以經濟理
論啓廸學子的課程導師
陳坤耀，今天已成為本
港著名經濟學人兼學院
董事局主席。
為慶賀學院六十周
年，陳教授將於本年九
月再度開辦 經濟學概
念與香港經濟 課程，
以現今香港案例講授經
濟學概念。
課堂以一九七二年的
同名課程作為藍本，主
旨在介紹能應用於解釋經濟現象之基
本經濟學理論，包括（一） 微觀經
濟學涵蓋供應與需求、生產與成本及

﹁

﹁

型轉業企 飛起濟經
力爭競升提用致以學才專理管

道報年當

﹂

﹁

課憑文理管屋房制年三年○七九一為圖
介簡生招的程

市場為主，課程內容也作出相應調
整。隨著發展商開始興建商業樓宇
及大型商場，新建設興起，自然要
有相關管理人才的配合，新課程應
運而生，二○○三年，學院與商場
管理學會合辦商場管理證書課程，
屬同類課程的先驅。目前全港不同
學院每年共提供逾三百個房屋管理
課程學額，當中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收生二百人，約佔整體的六成。
港大校外課程部開辦第一個本土
三年制兼讀房屋管理證書課程，是
香港房屋管理課程的先驅。房屋事
務助理、徙置事務助理及主任紛紛
加入訓練行列，也有少數房屋協會
及大型商業機構高級職員成為學員，
據統計，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這十
年間，逾九百名學員獲頒授畢業證
書。九十年代中期前，香港大學校
外課程部仍是全港唯一院校提供房
屋管理專業課程，一直與香港房屋
同步發展。課程經歷接近半個世紀，
共培育了約五千八百名專業精英，
包括李敬志、郭昶、黃美慧及鄭錦
華等，他們皆在業界發光發亮，為
香港房屋管理發展寫下光輝一頁。

已完全發展。現時荃灣約有五十萬
人，當十年建屋計劃在一九八三年完
成後，人口將增加至八十萬。沙田及
屯門已展開緊密的填海工程。沙田新
城市佔地共三千八百六十畝地，其中
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是填海地。目前
第一階段的工程幾乎已完成，已開始
建屋的基層工作。新市填亦將設有綠
林地帶。
第二個馬場的工程將在明年初進
行，預料在一九七八年完成。
沙田現有的人口約二萬五千人，至
一九八三年會增至四十八萬二千人。
元朗、大埔、石湖墟、粉嶺等地亦
隨之發展。現時此等市鎮人口平均約
二萬五千人，至一九八三年，預料會
增至六萬七千人。
發展荃灣的主要工作是建築公路網

道報程課濟經增新部程課外校大港登刊《報日僑華》日三十月九年二七九一

經濟學概念與香港經濟（復刻版）
主講人：陳坤耀教授
時間：二○一七年九月九日起每星期六上午十時半至中午十二時正（共三講）
講授語言：粵語，輔以英語（適合對經濟學有少許或沒有認識之人士報讀）
學費：六十元（復刻一九七二年學費）
查詢電話：二八六七 八四七七 或 二八六七 八三三二
學位有限，報名從速。

﹂

學院報讀課程人次達一百萬

二

一

港大附屬學院
成為全港首間
提供優質副學
位課程的學院

二

營養學治療及
教研中心開幕

（片圖料資報明）

﹁

﹂

一九五三年石
硤尾寮屋區大
火，翌年多幢徙
置大廈於同區落
成，安置災民。
加上大批內地移
民抵港，使政府
著力興建公共房
屋，推行廉租屋
計劃，以解決迫
切的住屋問題。
隨着市區人口漸變稠密，政府銳意
在新界區逐步發展衞星城市（後稱
新市鎮），希望可改善本地的居住
環境。後來，還推出居者有其屋計
劃，鼓勵市民置業，遷出公屋，讓
輪候公屋人士入住。
港大校外課程部（即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前身）預視房屋發展的
趨勢將帶動業界對房屋管理人才的
渴求，故於一九六三年，與政府合
辦兩年制房屋管理訓練課程，為房
屋事務助理傳授專業知識。一九六
九年，發展為第一個本土三年兼讀
制房屋管理證書課程，整個課程非
常嚴謹，對學員要求嚴格，所以課
程認受性十分高，開辦不久即獲認
可等同於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開
辦的房屋管理文憑資歷。一九七二
年，港督麥理浩爵士頒布十年建屋
計劃，政府發出指引，凡房屋經理
以上職級，必須具備專業資格。各
助理級人員為了晉升，均報讀房管
課程，課程學額亦由第一屆三十多
名激增至一九七五年的一百六十名。
從九十年代末起，學院配合公營房
屋政策的轉變，招生對象改以私人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明報
專訊︼一項耗資超過三十億元
六千四百萬元的發展新界衛星
城市的龐大工程，現已全面開
始進行。估計建築在新界衛星
城市的港府公共樓宇可容納一
百八十二萬人居住。根據工務
局三名高級官員表示，發展計劃中的
填海及建築工程按照計劃進行。三個
快速發展中的衛星城市是沙田，荃灣
（包括葵涌，葵盛，葵芳及青衣島）
及屯門（即以前的青山）。該三個衛
星城市的發展是配合政府十年的建屋
計劃而定。
港府將花費三十億元進行全部工
程，包括填海，建築廉租屋，馬路及
排水道等。
荃灣除需要建更多廉租屋外，幾乎



機光時學濟經駛駕授教耀坤陳
來未越穿去過到回你領

﹁

﹂

﹁

﹂

﹁

﹂

展發速急屋房共公應對才專育培

耗資共逾卅億六千萬元

（片圖料資報明）

﹁

〇
〇
〇

〇
〇

特約專輯

發展新界衛星市鎮計劃全面開始進行

介簡生招的程課憑文學理管制年三為圖

﹂

里千日一展發的灣荃日昔

驅先程課理管屋房
道報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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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月十五日明報專訊】現時
中學畢業生要繼續升學可謂不愁出路，香港
大學的專業進修學院將新成立 附屬學
院 ，開辦三年全日制的副學士學位課程
（ Assoicate Degree Programme
）。完成修讀
者有機會升讀本地或外國大學，進一步取得
學位或以上資歷，惟銜接情況尚待磋商。

一、基礎課程，如中英數；
二、選修科目，如文科及人文學科、社會科
學；
三、專業學科範疇，如會計、資訊科技。
學生除可升讀本地或海外專業進修課程外，還
可申請入讀北美、本地或英國制大學。三個階段
學費合共十萬八千元，學生可向政府申請貸款。

首階段會開辦先修證書及高級證書課程，學額合
共六百四十個。
附屬學院畢業生如選擇升讀本地大學，須循非
聯招途徑申請，惟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楊健明
承認，現時附屬學院的學歷未獲本地及大學認可
學歷，不過他計劃在數月內與其他院校商討銜接
問題。雖然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負責人指副學

士學位課程能銜接本地或外國大學的課程，但是港
大校長鄭耀宗表示，要港大各學院認可附屬學院的
副學士學位資歷，讓該課程的畢業生循非聯招途徑
申請入學，雙方仍 有排傾 。鄭校長解釋，大學
各學院均有自主權，將來完成副學士學位課程的學
生，亦不一定能升讀港大，他們需要與其他非聯招
申請人一同競爭學位。至於外國大學是否承認該課
程，鄭校長說，外國大學較易
接受副學位，因社區學院已在
外國推行多年。不過，附屬學
院現時仍未開學，要他們在現
時承認副學位，相信有一定困
難。
梁錦松對社區學院的功能有三大要求：
．應幫助學生銜接大學課程；
．應具職業訓練功能；
．應讓失學學生有持續進修的機會。
教統會持續教育小組主席黃傑雄補充，為向中五
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升學機會，會方正研究是否讓
非大學開辦副學士學位課程或相等課程。

港大附屬學院辦副學士課程
為中學生提供升學新途徑

教統會主席梁錦松昨日表示，
歡迎港大設立社區學院（港大
稱之為附屬學院），盼可藉此
鼓勵其他大學效法。他說，將
盡快建立有關社區學院學分互
通機制。教統會成員張文光表
示，學術評審局應扮演監管角色，以確保社區學院
的課程質素，否則將來學分互通便會失去學術基
礎。
香港大學的專業進修學院一向獨立運作，營運費
用屬自負盈虧，新成立的附屬學院所開辦的副學士
學位課程分成三個階段，學生每階段須修畢三十六
個學分。課程分為三部分：





中醫藥引進醫院指引諮詢

當年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成立附屬學院，開
辦三年全日制的副學士學位課程。
（明報資料圖片）

二

三

國際學
院（前稱
國際學
位課程中
心 ）成
立，與英
澳知名大
學合辦多
個全日制
學 位 課
程。

二

四

六

成立校友會以加強會員之間及會員
與學院的聯繫

二

七

與保良局合辦香港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二

確立學院制，轄下學院包括：
．港大附屬學院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
何鴻燊社區書院
．國際學院
．金融商業學院
．人文及法律學院
．生命科學及科技學院（管轄中
醫藥學學部）

八

報讀學院課程人次達到二百萬

二

幕開校分西龍九

﹂



〇
〇

〇
〇

﹁

多年前，他於醫管局工作
時，一口氣報讀了六個港
大專業進修學院的中醫證
書課程，在一年半的修業
期內，每星期三次的課
堂，從未缺席。課堂知識
對他日後推動香港中醫藥
發展，有著關鍵作用。

〇
〇

﹁

〇
〇

﹁

礎，繼續未來的升學路。每位畢業生均按港
大體制，經港大專業進修學院獲頒授廣為社
會各界認可的副學位學歷。香港大學附屬學
院自二○○○年成立以來為不少畢業生完成
大學夢，已有近一萬名學生及畢業生升讀本
地大學教資會資助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當
中超過三千四百名學生入讀香港大學，學院
開辦以來超過二萬人成功入讀學位課程，成
績驕人。不少畢業生學有所成，他們投身社
會後，在不同專業界別發揮所長，學以致
用，貢獻社會。傑出校友包括郭恩成、馮錦
強、劉建樂、劉智仁及羅曉騰等。

。 堂一首聚賓嘉 ， 宴晚念紀年周十立成會友校

﹂

〇
〇

政府深明社會整體人口的教育水平不斷提
升，才可迎合知識型經濟的發展趨勢。在大
專學額長期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於二○○○
年施政報告提出，計劃在十年內，提高本港
高等教育普及率。報告亦接納教育統籌委員
會因應未來大學教育發展而提出的建議，如
縮減中學階段至六年；改革大學收生要求；
延長一般學位課程至四年等。及後，首屆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在二○一二年舉行，同年，
本地大學轉為四年制，不少課程首年特別加
強學生的通識訓練及全人發展。
在展望本地教育未來發展的施政報告公布
的同一年，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鑑
於不少中學畢業生實際的升學需要，
積極成立港大附屬學院，讓莘莘學子
可於學院修讀相等於大學本科首兩年
學士學位課程的兩年全日制高級文憑
或副學士課程，隨後，根據成績銜接
大學高年級課程，以完成大學夢。發
展至今，學院的學生約近五千五百
人，開辦的高級文憑及副學士課程約
三十項，內容涵蓋多個不同範疇。高
級文憑課程較強調訓練學員的專業知
識及技能，目標是培育專業人才。副
學士課程則較注重學術鍛煉，教授各
種學科知識，讓學員可奠下穩固基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成立以來，培育不少優秀
的畢業生，為團結校友，
促進彼此聯繫，學院於二
○○四年成立校友會。過
去十多年間，校友會規模
不斷擴充，會員由最初數
十人增至目前二十三萬
人。校友會
於二○一四
年舉行成立
十周年紀念
晚宴，超過
二百五十名
校友到場慶
賀，食物及
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
擔任榮譽嘉
賓，勞工及
福利局常任
秘書長譚贛
蘭及香港大
學校長馬斐
森教授亦有
出席支持。
高永文局長
為校友會創
會委員，親
眼見證校友
會於陸佑堂
的 成 立 典
禮，十年後
又在同一地
點出席十周
年慶典，他
表示感到與
有榮焉。他
更憶述二十

人為以學
會友校院學修進業專學大港香

﹂

港大附屬學院培育學生全方位發展



這份指引是參考國際的病人權益和道德
倫理準則後撰寫，重點包括：
．研究項目的成效，應高過現存療法。
．用隨機抽樣方法挑選足夠數目的病人
參加研究。
．病人應具知情權，醫生應解釋給病人
知道。
高醫生說，中藥有三百多種，不可能化
驗所有藥物，而西醫的驗證方法也不能全
套用在中醫學的施行和治療方法上。指引
在於將中醫藥臨牀研究，納作有系統的管
理以減低風險，但指引仍尊重中醫藥的辯
證、施行和治療方法。他續說，市民使用
中醫藥的習慣由來已久，不少末期癌症患
者會採用中醫藥治療。

醫全科學士，為推動中醫藥教
育學位化作出貢獻。學院更於
金鐘開設中醫臨教研中心，
為學員提供臨實習。踏入二
千年，學院更進一步開辦針灸
碩士學位課程。
過去二十餘年以來，港大專
業進修學院培育數以千計中醫
學證書、文憑及學位課程畢業
生，為中醫藥界提供大量優秀
人才。根據中醫藥籌辦委員會
網頁的資料，香港目前註冊中
醫超過七千名，當中不乏港大
專業進修學院的校友，吳建
葦、高永文、郭綺妮和黃雅各
等。

展發人全子學莘莘助

【二○○○年十二月九日明報專
訊】隨著中醫藥逐步引進公營醫療
機構，愈來愈多市民要求在公共醫
院內同時加入中醫藥治療。醫管局
草擬好的《中醫藥臨研究指引》
草稿，要求醫護人員作中醫藥臨
研究時，應先評估該治療方法的效
果：包括是否較西醫慣用的療法更
超卓、病人接受治療時是否安全，及研究
方法能否與國際標準看齊。
醫管局副執行總監高永文說，指引將在
諮詢各公營醫院後再作修訂。《中醫藥臨
研究指引》以保障病人安全為大前提，
當局要求醫護人員提出各種中醫藥臨研
究時，先參考指引作研究準則。

為回應社會對中
醫藥業界漸高的
質素要求，政府
在一九九五年成
立香港中醫藥發
展籌備委員會，
該會建議當局建
立中醫評審及規
管制度，透過機
制規管中藥，提
倡本港舉辦全日
制中醫藥學位課
程。一九九八
年，行政長官於
施政報告設定目
標，推動本地發
展中醫藥。一九
九九年，香港中
醫藥管理委員會
開始專責實施各
種中醫藥規管，
如處理中醫註冊
事宜。到了二○
一三年，中醫中
藥發展委員會專
職研究中醫中藥未來發展。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是開辦中
醫藥課程的先行者，早在洞悉
市場對相關培訓課程的需求。
學院於一九九一年推出基礎醫
學證書，翌年更開辦中醫學進
修課程，供中醫師修課正規中
醫學，反應熱烈程度遠超預
期，取錄一百零一名學生。後
來，學院又相繼推出針灸學證
書課程和骨傷科學進修文憑課
程，供對中醫學有興趣人士修
讀，課程學員有執業西醫、物
理治療師，甚至牙醫。一九九
八年，港大專業進修學院聯同
港大成立的中醫藥學院推出中

及普育教等高

道報年當
年十在劃計 ， 出提告報政施年○○○二於府政
。 率及普育教等高港本高提 ， 內
（片圖料資報明）

程課藥醫中習學院學於曾生醫文永高友校

道報年當

力潛展發具藥醫中 本為人以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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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文學課程，包括

一九六六年的

微積分入門

。

榮譽成績畢業，翌年即在港大校外課程部教授

李國寶

數學課程

隨呂壽琨老師學

繪畫藝術的課

課程部教授多個

年代在港大校外

畫，亦曾於七十

太在一九六九年至七一年間在港大校外課程部

香港四大才

課程部任教 廣

八年在港大校外

七七年及一九七

子 之一。一九

著名舞台劇演

鍾景輝

外課程部任教 校園及拓展輔導之心理學 。

修讀人事管理文憑，並於一九七四年在港大校



名師坐鎮
《簡易天文學講
座》、一九六九
東亞銀行董事
程，如一九七二

員和導演、戲劇

藝術探

年的

教育家和電視製

課程。

告業務與傳播技

巧

劉天賜

及香港藝術發展

影、電視及電台

人，曾於多間電

香港著名傳媒

局戲劇藝術顧問。鍾景輝於一九七四年港大校

中國當代戲劇，憑著自身所學及教學經驗，傳

授戲劇文化及精神予新一代。

黃霑

寫不同題材的書

。

籍。劉天賜曾在港大校外課程部任教多年 電

視編劇文憑課程

（名師眾多，恕未能盡錄）



面，更於一九九五年與澳洲墨爾本維多利亞大學合
辦康樂管理碩士學位，是香港第一間提供康體研究
生課程的教育機構。後來，鑑於政府推動大型及國
際體育項目與康樂活動的政策，學院開設體育節目

為普及營養學教育，學院亦開設了一系列兼讀證書

成為註冊營養師，擁有在英聯邦國家執業的資格。

畫、中國藝術史、藝術探索及繪畫藝術研討等。七

始已開辦的學科。早期課程包括中國繪畫、基本繪

美術、設計及語言是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創校伊

圖為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一九五九至
六○年度課程手冊封面。封面採用了
畫 作 —《 維 多 利 亞 女 王 與 阿 爾 伯 特 親
王的波爾卡舞》，畫作配合手冊中講
授 維 多 利 亞 時 期 文 學 的
The
Victorian Age課程。這幅畫作於一八
四○年代由約翰布蘭特繪製，一九○
二年被英國國家藝廊購藏。

圖為一九八九年學費收據

。 化文亞南東驗體 ， 學遊坡隆吉赴前會機有已員學 ， 年三六九一

有辦舉常經年當院學修進業專學大港香
座講的題議會社或疇範業行同不關

學遊本日往前員學領帶昌恬賴由間年四六至三六九一



黃霑是香港資深填詞人和作曲家，並獲譽為

監製工作，並撰

公司進行編劇和

﹁

外課程部教授 中國新文學導論 ，主要講授

港戲劇協會會長

作人，現擔任香

索 、 基本繪畫 、一九七三年的 繪畫藝
術研討 和一九七七年的 中西美術導編 。

﹁

饒宗頤
年的《天文觀測
裁，現為香港大

著名國學大師，香
九七○年的《天
學副校監，曾任

局主席兼行政總

文攝影術要訣》、一九七一年的《火星的研
行政會議成員及

方法入門》、一

宗頤曾於香港大學校
究》、一九七八年的《天文愛好者與望遠鏡》

﹁

港大學修讀社會科學碩士（主修心理學）。范

﹂ ﹁

﹂

港大學桂冠學人。饒

外課程部教授超過十
等。

前香港立法會

范徐麗泰

○年，李國寶在港大校外課程部教授一門管理

主席，現任港區

理模式，令管理學變得更全面和靈活。

﹂

一九六七年畢業於香港大學理學院，其後在香

委員。范徐麗泰

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國人大代表及

學課程 管理資訊 ，提倡糅合中國和西方管

界代表議員。李國寶於劍橋大學畢業。一九七

香港立法會金融

個課程，其中包括一

前香港立法會

曾鈺成
主席，亦是民主

王無邪
本地著名水墨畫大師，香港詩壇 三劍客

之一，曾任香港美術館助理館長。王無邪曾師

（片圖料資報明）

﹂
（片圖料資報明）

﹂

（片圖料資報明）

書證業畢日昔為圖

二

一

〇

一四

一六

一七

多年來，我們很榮幸可跟香港同步
成長。學院課程的報讀人次由首年三
百三十，增至近年超過二百六十二萬。
沒有來自港大、社會各界、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及教職員的支持，
我們不會獲得如此空前的成功。在此
衷心感謝各位。

教授賀辭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陳坤耀

學院六十周年誌慶

二

報讀學院課程人次超越二百六十二萬

二

設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榮
譽院士 銜

二

中國商業學院成立

〇

〇

九五九年的《詞

學》、一九六○年的《古文字學》、一九六二

研究》、一九六七年的《宋代文學》。課程題

年的《說文解字研究》、一九四六年的《金文

材大多與詩詞文學有關，吸引不少文人墨客跟

學數學系以一級

六八年於香港大

席。曾鈺成一九

建港聯盟創黨主

營養學
二○○○年前，香港營養師都是由海外學成歸來

的，本地學生只有少數由政府設立獎學金保送負笈

英國完成課程後回港執業。有見及此，香港大學專

及康樂管理高等文憑，涵蓋活動宣傳推動、節目編
排和管理及世界各地體育運動的發展。

及文憑課程。按香港營養師協會資料顯示，目前香

十至八十年代的西方美術課程，不僅提供繪畫、素

﹁

港大校外課程部於一九九二年易名為香港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除名字及架構上的轉變外，更反映學院在大
學及社會的角色轉變。易名後，確立了學院在香港大
學體制中的 學院 地位，學院有更大的空間去進行
學術發展。
﹂

港大校外課程部於一九九二年易名為香港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在報章刊登啟事。

﹁

業進修學院自一九九五年起開通營養學進修之門，

與英國阿爾斯特大學合辦營養學深造文憑，是東南

港註冊營養師數目估計不足三百人，當中約有三分

描、攝影、美術史及西洋畫欣賞等興趣班，更增設

美術、設計與語言課程

之一是學院的校友，可見學院是孕育營養師的重要

兩個兼讀證書課程，吸引大量美術愛好者報讀。除

亞唯一受英國衞生專業組織認可的課程，畢業生可

基地。

了中西純藝術課程外，開辦的設計課程也數一數二，

俄語等歐洲語言，以至日本

班牙語、德語、意大利語及

年起，語言課程更是百花齊放，由英語、葡語、西

及文化課程更是三大最受歡迎課程之一。第二個學

校第一個學年的英語及葡語班，當年的葡萄牙語言

學士。至於語言課程，最早可追溯至校外課程部創

與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
合辦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包括室內建築及設計榮譽文學士及平面設計榮譽文

設計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二○○六年，國際學院

千禧年，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成立，正式開設美術及

內容涵蓋室內設計、視像傳意及時裝設計等範疇。

醫事技術證書課程
七十年代，政府檢討化驗實驗室人員的當值時間

表，改為二十四小時輪值服務，須招聘額外人手填

補新增的醫務化驗師空缺，服務於公營醫院化驗所

的初級技術員為爭取升任至醫務化驗師空缺，積極

進修。而學部開辦的醫事化驗科學高級證書，是唯

一提供在職培訓的教育機構，所以不論公營醫院或

私營化驗所的從業員，凡有意進修者皆以校外課程

部為首選。完成高級證書課程的人士，有機會繼續

進修生物科學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或生物醫學科學碩士學位課程，

語、普通話甚至廣東話等東
方語言都包羅其中。

精英輩出
綜合上述多項先驅課程，
可見學院為香港各領域，培
育不少精英人才，例如修讀
會計的吳安儀，修讀語言、
繪畫、舞蹈及觀鳥的林超
英，修讀語言的梁永祥，修
讀反貪的陳淑莊，修讀人力
資源的楊家聲，修讀體育的

﹂

﹂﹁

﹂ ﹁ ﹁

（片圖料資報明）

（片圖料資報明）

﹁

隨他學習，藉此機會欣賞詩詞之美。

廖慶齊

廖慶齊曾於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教授各種天

﹁

﹂

﹁

﹁

羅曉峰及修讀書法的蘇樹輝

恭賀港大專業進修學院成立六十年。
六十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是成熟及
具貢獻的象徵，以及對六十年前一眾
創辦者，包括港大前校長賴廉士爵士，
送上的敬意。我也感激前人，他們是
先驅，為學院的六十年發展貢獻良多。
我期待迎接學院下個六十年。

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教授賀辭

節錄自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
局主席陳坤耀教授於二○一七年五月
二十二日的講話

﹂

﹂

﹂

﹂

金流月歲

〇

〇

﹁

﹁

（片圖料資報明）

﹂

﹂

（片圖料資報明）
（片圖料資報明）

等。

節錄自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教授於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講話

﹂

開拓更廣闊的專業前途。

運動及康樂管理課程
香港自八十年代起大力推動康

樂及體育發展，對於有經驗的管
理人才，需求不斷增加。學院亦
配合時代脈搏，早在九十年代初
開辦體育管理文憑，為香港培訓
專業人才。後來私人屋苑的住客
會所興起，私營健身中心亦如雨
後春筍。學院洞悉這些康樂及消
閒場地將需要許多有經驗人士擔
任管理，便將課程調整為體育及
康樂管理文憑，擴闊學習的層

路之業專拓開員學助程課元多院學修進業專大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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