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lyU HKCC
30多項副學位課程 助中六生循非聯招升大學

剛於今年9月接任PolyU HKCC院長一職的陸偉強博士表示，

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DSE考生人數下降等影響，學院在收生

及畢業生升學率方面的成績仍然理想，今年畢業生升學率高達

90.1%。 展望未來，學院將繼續秉承「 全人發展，啟發潛能 」的

理念，在課程質素、學生發展活動、教學設施及學院關愛文化

方面，精益求精。陸院長相信，「 在學院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HKCC定能繼往開來，成為本地數一數二的自資社區學院。」

緊貼市場發展趨勢 增設兩項新課程
疫情推動社會趨向數碼化，為培育更多不同人才，學院計劃在

2023/24學年開辦有關「語文及數碼傳意」的副學士課程。課程內容

迎合市場趨勢，糅合了語文及數碼傳意兩大元素，着重訓練學生

如何將語文及傳意的專業知識和技巧，應用於現今商業及數碼環境中。

為幫助學生銜接升學，PolyU SPEED計劃於2023/24學年開設有關

「 語文及專業傳意（數碼媒體）」、「 語言研究兼信息分析 」的

學士學位銜接課程，PolyU HKCC學生可優先獲「 有條件取錄 」，

循「 2+2 」途徑升讀。

另一項計劃開辦的副學士課程為「 測量及建築環境學 」，內容

涵蓋建築工程、測量、物業管理三大選修範疇，讓學生透過課堂

學習及小組習作，掌握相關的跨學科知識及協作技巧。另外，

學院擬與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及理大工業中心等部門

商討協作，提供更多教學支援。陸院長認為：「近年政府積極推動

一帶一路及北部都會區等政策，將為建築及測量行業帶來龐大

機遇及就業機會。這項課程將有助培育更多相關專業人才，滿足

業界以至香港整體發展需求。 」

兼顧進修人士所需 擴增獎學金名額
為鼓勵在職人士重返校園，進修增值，學院近年設立「重返校園

獎學金」，頒發予成績優異的學生，以示嘉許。陸院長提及，過去

3年共為58名學生提供獎學金，大部分人畢業後順利升讀學士

學位課程。今年獲取獎學金的20名學生均考獲佳績，部分人

更取得GPA 4.0。學院更於今年增設18個優異獎名額，以鼓勵

更多學生投入學習。

陸院長寄語應屆畢業生總結過往兩年學習過程中的失敗或成功

經驗，從中汲取成長養分。另外，也要抱持終身學習的態度，

持續提升個人能力。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PolyU HKCC）於2001年成立，致力為中學畢業生提供優質專上教育。
學院開辦30多項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涵蓋不同專業，近年更增設不少嶄新課程，迎合社會最新
需求。學院亦設有「重返校園獎學金」，鼓勵在職人士進修增值。

▲陸博士首次以院長身分出席聯合畢業典禮，見證學生學成畢業。

PolyU HKCC畢業生分享

香港專上學院．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轄下

特約專輯第第2020屆屆聯合畢業典禮聯合畢業典禮

CPCE院長阮博文教授表示，本地自資專上教育界別近年發展

日趨成熟，但同時面對適齡學生人口減少的挑戰，以2022年

為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考生人數跌至4萬多的新低點，

受移民潮的影響，預料未來「低處未算低」。因此，自資專上院校在

收生方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特別是四年制自資學位課程出現

收生不足的問題。他舉例說：「 2022年DSE約有1.7萬人考獲

33222成績，符合升讀本地大學基本要求，而政府資助大學學額

約1.8萬個。換言之，學額較合資格入讀的學生人數為多，選擇報讀

自資學位課程人數自然減少。 」

相對而言，自資副學位課程受影響的情況較輕微。阮教授解釋：

「2022年有1萬多名學生考獲22222成績，未能直接升讀本地大學，

需要另覓其他升學出路，如報讀副學位課程。CPCE提供的30多個

副學位課程，報名踴躍，很多課程更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反映

副學位課程至今仍廣受學生歡迎。」在收生寒冬中仍能一枝獨秀，

阮教授深信跟學院的定位和教育質素有關：「 CPCE一直提倡

『 2+2 』升學機制，讓學生可先修讀兩年制副學位課程，再銜接

兩年制學士學位課程；事實上，近年PolyU HKCC的副學位畢業生，

大約9成都能順利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另外，院方積極投放資源，

優化課程、校園設施和教學模式，給予學生更佳的學習體驗。

學生滿意度調查成績持續進步
學院自2015年起參與由國際著名獨立研究機構i-graduate進行

的學生指標調查，以此作基準，檢視教育質素。根據2021年調查

結果，CPCE 的本地學生整體滿意度達 85.8%，高於去年的

83.6%，並與國際基準和亞洲基準相若。在36項教學相關指標中，

以「網上課堂」的滿意度最高，達94.6%；而「網上學習素材 」、

「網上導修」、「課堂質素」、「課程內容」及「講師英語水平 」等

方面的滿意度亦達90%或以上。阮教授指，受疫情影響，學院

過去兩年採用「 混合模式 」授課，學生可選擇出席面授課堂或

參與網上課堂。由9月新學期開始，學院全面恢復面授課，讓師生

有更多面對面交流及互動機會。有見不少學生喜歡「混合模式 」，

院方正研究將各個科目其中3成的教學內容，以網上形式授課；

其餘7成以面授為主。

提升教學設施 發展跨學科課程
為配合不同課程的需要，CPCE近年增撥資源提升教學設施，如

成立三維打印室、STEM實驗室和大數據實驗室，分別供修讀

工程學、統計及數據科學課程的學生使用。阮教授透露，院方有意

開設藝術科技實驗室，並引入簡稱NFT的 Non-Fungible Tokens

（非同質化代幣）及元宇宙等最新元素，為學生提供更實用、更

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在課程發展方面，有感於科技在不同行業的應用愈來愈廣泛，

學院近年嘗試將不同學科結合科技，發展跨學科課程。以PolyU

SPEED正在籌辦有關「語言及專業傳意（數碼媒體）」的課程為例，

糅合了專業傳意和數碼媒體科技兩大元素。另外，針對近年人工

智能和創科的熱潮，學院又特別增設「 人工智能及數據分析 」及

「 創新及創業 」等科目，有助學生提升競爭力，為日後投身社會

作好準備。

與專業團體合作 共創雙贏
阮教授表示，學院近年亦銳意跟不同的專業團體及組織簽署

合作備忘錄，結成合作夥伴，例如與香港綜合腫瘤中心（HKIOC）

合作，為商業（榮譽）文學士（醫務行政管理）學生提供獎學金

及為期1年的「 多元育苗計劃 」，又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創科教育中心一起探討如何推進本地創科教育，

為業界培育更多創科人才。他期望通過合作，一方面引入校外

資源，讓學生受惠，另一方面協助推動不同專業界別的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PolyU
CPCE）成立於2002年，是本港其中一所最具規模、
提供專上教育的自資院校，其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
（PolyU HKCC） 和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PolyU
SPEED）致力為有志升學的年輕人提供優質的
專上教育課程，至今幫助數以萬計的學生達成升學
夢想。學院於10月 15及 16日舉行第20屆聯合
畢業典禮，本年度有4,500多名PolyU HKCC和
PolyU SPEED畢業生學有所成，分別獲頒授副學位
及學位，開展人生新里程。

▲阮教授寄語應屆畢業生繼續努力學習

4,518名畢業生獲理大頒授副學位或學位
奠定發展基礎

欣逢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轄下香港專上學院（HKCC）及專業進修

學院（SPEED）舉行第20屆聯合畢業典禮，

我謹在此祝賀逾4,500名畢業生鵬程萬里。

HKCC和SPEED除了致力幫助莘莘學子

取得所需的學歷外，更培養其專業才能，

使他們未來能在各行各業，乃至社會上發揮

所長，為促進香港的繁榮進步貢獻力量。

自2001年成立以來，HKCC持續開辦優質的副學士及高級

文憑課程。學院一直秉持「 全人教育 啟發潛能 」的教學理念，

為中學畢業生繼續升學或就業建立鞏固的基礎。HKCC迄今已

幫助3萬多名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既實現了育才的抱負，

也秉承了興學的使命。

1999年成立的SPEED，為HKCC及其他院校的副學士及高級

文憑課程畢業生提供了專業導向的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以

取得理大審批的學位。此外，為了讓專業人士及終身學習者能

汲取最新的知識，SPEED也設有持續教育處，與業界緊密合作，

開辦多個範疇的持續進修課程，以滿足相關修讀人士的需求。

我期望本屆畢業生在踏入人生新一階段後，無論是升學深造

還是投身社會，仍能篤志好學，勤奮精進，在貢獻社會的過程中

成就自己的人生夢想；更期望他們成為擁有全球視野、家國情懷

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棟樑之才。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轄下香港專上學院

（HKCC）及專業進修學院（SPEED）第20屆聯合畢業典禮於

10月15及16日舉行，我謹向各位畢業生致以誠摯的祝賀。

縱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但在學院同仁的努力下，本屆畢業

典禮得以傳統形式在理大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好讓大家能夠

親身見證及慶祝畢業生完成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HKCC開辦30多項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涵蓋文、理、

社、商範疇，也有設計及健康學專科，為中學畢業生提供聯招以外的優質升學

途徑。本屆HKCC有逾3,400名畢業生獲頒副學位。根據最新的HKCC畢業生

調查結果，90.1%的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當中68.7%升讀政府資助學士

學位課程，足證HKCC能夠協助畢業生奠定穩固基礎，實現升學夢想。

SPEED開辦約30項理大專業進修學院學銜的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

（其中10項同時提供兼讀制模式），涵蓋應用及媒體藝術、應用科學、商業、工程及

測量、市場營銷、人文及社會科學、以及款待及旅遊業管理等範疇，為HKCC及

其他院校的副學位畢業生提供優質的升學銜接機會，並為業界及社會培育所需的

人才。此外，SPEED亦為在職人士提供持續進修課程。本屆SPEED有逾1,100名

畢業生獲頒學士學位。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學生事務處與SPEED及HKCC合作無間，提供形形色色的

學生活動及服務，包括比賽、才能訓練、社區服務及實習計劃等，並設立多項

獎學金和培育基金，鼓勵同學在學業上追求卓越之餘，同時發掘各方面的興趣和

潛能，為日後升學及事業發展做好準備。

我謹在此勉勵各位畢業生時刻抱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

的態度，力爭上游，並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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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興趣確立升學路向
鄧靖藍
翻譯及傳譯副學士畢業生

升讀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翻譯文學士學位課程
靖藍自言中學時找不到學習方向，早在文憑試放榜前已對成績

不存厚望，在眾多科目中唯獨對語文感興趣，於是報讀PolyU

HKCC翻譯及傳譯副學士課程。她說：「 PolyU HKCC提供優良的

學習環境，講師充滿教學熱誠，

課程設計着重互動，趣味十足，

而且十分實用。」學院也積極舉辦

各項課外活動，擴闊學生的眼界，

她曾參加專為翻譯課程學生而設

的「港珠的二三事」珍珠導賞團 ，

令他們既認識到香港珍珠的歷史，

也學習到如何將翻譯的知識和技巧

應用在貿易上。

本來對翻譯認識不深的靖藍，

在PolyU HKCC找到目標，成功

入讀心儀的中大翻譯系，繼續向

理想進發。

參加校外比賽實踐所學
陳誦敏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畢業生

升讀 ▶香港理工大學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學位課程

誦敏（圖右）的志願是在機場控制塔

工作，並對理大的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

課程深感興趣。她得知PolyU HKCC

畢業生升讀大學的比率很高，故報讀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課程，盼藉此途徑銜接理大相關課程。

「 在學期間，我最難忘的是參加業界

人士的講座，了解很多鮮為人知

的物流業知識，如空運遺體的情況

和安排，令我大眼眼界。」

誦敏善用課餘時間參加活動，如組隊

參加視覺傳意比賽，把課堂所學的環保

概念寫入建議書，協助物流公司減少碳排放及污染。此外，她覺得

學院的課程設計有助學生循序漸進汲取學科知識，如掌握物流學基礎

知識後，才研習倉庫和採購管理等課題。她更在講師提名下，

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頒發獎學金。

從服務中學習接觸不同階層
李灝瑩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社會政策及行政）畢業生

升讀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業（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家樂（圖右一）熱衷於義工服務，

立志將來從事救急扶危的護理工作。

他早已心儀理大的護理課程，可惜

文憑試成績未如理想，故決定先報讀

PolyU HKCC的健康學副學士課程。

「在學期間，我曾在私家醫院門診部

和外科手術病房實習，不但可實踐

所學的實務技巧，還有機會處理不同

病人的情況。」

身為學生代表，家樂是師生之間

的橋樑，他亦從中學會溝通及解難技巧，以及準確傳達雙方意見的

重點。他也明白領袖必須抱着服務別人的心，協助解決困難。家樂

最終償願升讀理大。他認為，PolyU HKCC的課程教授病理學

和藥劑學，令他掌握基本概念，打好學術基礎。「因我修讀的副學士

與學士課程內容設計相近，故可轉移約20個學分，涵蓋大學一、

二年級的內容，使我唸三年級時沒那麼吃力。」

2022年畢業生升學情況

香港城巿大學346名（13.3%）

香港中文大學134名（5.1%）

香港科技大學119名（4.6%）

香港樹仁大學68名（2.6%）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81名（10.8%）

往外地升學30名（1.1%）

在香港修讀海外大學課程4名（0.1%）

其他本地院校44名（1.7%）
香港恒生大學
230名（8.8%）

香港大學73名（2.8%）

香港教育大學81名（3.1%）

嶺南大學84名（3.2%）

香港浸會大學185名（7.1%）

香港理工大學790名（30.3%）

香港都會大學142名（5.4%）

畢業生人數

回覆畢業生調查人數

回覆率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人數

整體升學率

其中政府資助課程佔

其中本地八大院校頒授
學位課程佔

3,410

2,899

85%

2,611

90.1%

68.7%

80.2%

PolyU HKCC 以畢業生升學率高著稱，根據2022年畢業生升學調查

顯示，共有2,611名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升學率達90.1%，當中

1,793 人（68.7%）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PolyU HKCC升學率90.1%

資料來源：2022年HKCC畢業生調查（截至2022年10月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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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牀實習汲取經驗打穩基礎增添信心
張家樂
健康學副學士畢業生

升讀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課程
灝瑩中學時代經常參與義工活動，希望將來在這方面發展，於是

報讀PolyU HKCC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社會政策及行政）課程。

在學期間，她曾在區議員辦事處實習，擔任議員助理，協助居民

申請各種政府服務及福利，令她對社會政策有所反思，同時學會與

不同階層人士溝通，經驗相當寶貴。此外，她又曾協助推廣疫苗注射

活動，派發福袋，籌辦健康檢查日等。「我做服務時，應用了從課堂上

所學的溝通技巧，並學會如何策劃和分配人手。」

談及讀書心得，灝瑩指出，因

她找到志同道合的戰友，大家對

研究房屋及醫療政策均感興趣，

故她於學習和做小組習作時，較易

投入。灝瑩更憑藉優異成績，名列

CPCE學術成就院長嘉許狀得獎

名錄、HKCC院長嘉許狀得獎

名錄，以及獲頒理大香港專上

學院傑出學生獎（銅獎）。

努力學習創佳績獲9個大學課程取錄
丘杰豐
工商業副學士（市場學）畢業生

升讀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杰豐因對市場學感興趣，在中學班主任的建議下，報讀PolyU

HKCC工商業副學士（市場學）課程。他喜歡市場學是因為這門

學科可以讓他發揮創意，但因他在中學沒有修讀商科，只好多看

商科書籍，以追上進度。「 有講師鼓勵我說，人生有許多東西都是

從未遇過的，卻總可應付。我深受啟發，相信只要努力便可進步。

正如我來自Band 3學校，踏入PolyU HKCC後，亦可跟其他同學

一樣，以升上大學為目標。」

在學期間，杰豐亦曾參加比賽，為企業設計

廣告，推廣環境、社會和管治（ESG）概念，

從中明白到構思廣告宣傳計劃需要一絲不苟，

即使簡單如設計一張海報也要注意各項細節。

杰豐憑着優異成績，名列CPCE學術成就院長

嘉許狀得獎名錄和HKCC院長嘉許狀得獎

名錄，並獲頒理大香港專上學院傑出學生獎

（銅獎），他更獲9個學士學位課程取錄，

最後選擇了科大。

互動教學啟發興趣講師提供升學建議
譚熙樺
統計及數據科學副學士畢業生

升讀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自然科學理學士學位課程
熙樺希望在大學修讀數據

科學，認為這門結合數學與

電腦的學科最適合自己，無奈

文憑試成績未能讓她如願，

於是報讀PolyU HKCC統計

及數據科學副學士課程，

期望畢業後銜接大學。

熙樺坦言，入學初期對銜接

大學的信心不大，幸好學院

十分關心學生的升學情況。

「 學院設有學業指導老師（Academic Advisor）跟進學生的升學

事宜，在選科時提供意見，又定期邀請舊生分享升學選科心得。 」

熙樺憑着優異成績，加上選科策略得宜，獲5個學士學位課程

取錄，最終選讀中大。升上大學後，她發現PolyU HKCC的課程

內容與大學相近，例如一些重要的統計學程式，她早已有所接觸，

令她更容易適應學士課程。

江卓文
PolyU HKCC
設計學副學士（視覺傳意）畢業生

升讀 ▶ PolyU SPEED
媒體及傳意設計（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循「2+2」途徑
升讀PolyU SPEED的
理大頒授學士學位課程

卓文唸高中時選修視覺藝術科，對平面設計尤感

興趣。即使他於DSE考得19分，也毅然放棄不感

興趣的大學課程，選擇入讀PolyU HKCC。

卓文讚揚講師十分關心學生的升學前途：「講師

知道我喜歡平面設計，於是建議我循『2+2』升學

途徑，銜接PolyU SPEED媒體及傳意設計（榮譽）

文學士課程，因該課程有平面設計科目，切合我的

需要。」此外，該課程的學位由理大頒授，認受性

極高。卓文又指，PolyU HKCC副學位課程與

PolyU SPEED 學士學位課程內容緊密銜接：

「 唸副學士期間，我學會平面設計和短片製作等

知識與技能，打穩基礎，升讀學位課程修讀相關

進階學科時，較易掌握。」

另外，部分PolyU HKCC講師同時任教PolyU

SPEED課程，他們了解學生的需要，因材施教，

使學生更易適應學位課程的教學模式，使用設計

工作室等學習設施時亦更得心應手。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主席
香港理工大學轄下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



▲CESO積極為學生物色不同類型的工作實習機會

PolyU SPEED
開辦學位銜接課程 為各界別培育優秀人才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PolyU SPEED）於1999年成立，開辦約30項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其中
10項同時提供兼讀制模式），以及持續進修課程，致力為副學位畢業生和在職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升學
及進修渠道，提升實力。學院至今培育了近17,000名畢業生，在不同行業發揮所長，作出貢獻。

PolyU SPEED院長羅文強博士表示，學院

一直緊貼香港優勢產業的發展和人力市場的

需求，除不斷改進現有課程外，更適時開辦

新課程。2023 /24學年，學院計劃推出兩項

有關「 語文及專業傳意（數碼媒體） 」和

「 語言研究兼信息分析 」的跨學科課程。

前者教導學生語文傳意，如在各種數碼媒體

平台撰寫文案，有效地傳遞信息；後者以

資訊科技輔助語言研究，着重培訓同學成為

高效語料分析員，全面掌握、理解及分析

所有訊息。

爭取本地及國際專業認可
為加強課程的專業認受性，提升畢業生的

競爭能力，學院近年積極爭取專業團體

認可。羅院長指，以工程學課程為例，已

得到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的認可，畢業生

可參與該會Scheme“ A ”畢業生培訓計劃，

取得註冊工程師資格。另外，學院近年亦

致力爭取成為國際著名學術組織的會員，

例如加入國際高等商學院協會（AACSB），

成為商業教育聯盟會員，此舉有助學院日後

跟同屬該會的國際商學院交流和合作，為

學生提供優質培訓。

成立專責部門 發展短期課程
PolyU SPEED 在致力發展學士學位銜接

課程的同時，近年亦留意到在職人士對短期

專業進修課程的需求，因而成立持續教育處

（Continuing Education Office， 簡 稱

CEO），專責統籌及營辦這類課程。羅院長

指，CEO在過去兩年多提供了80多個課程供

在職人士報讀，種類涵蓋稅務及財務、物業

管理、商業管理、企業培訓、數碼營銷、基層

醫療、健康護理、資訊科技、語文教育，以及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等。部分課程更是與校外

機構及企業攜手合辦，例如與 AXA 安盛

合作，為該公司的理財顧問和保險從業員

提供一系列醫療健康管理及退休策劃等培訓

課程。CEO亦獲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委任為

「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課程（第 1級）/

（第 2級）」的承辦院校之一。學院未來會

繼續開辦更多不同類型的短期專業進修

課程，配合各行各業在職人士的進修需要。

羅院長最後以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

（Steve Jobs）的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永不滿足，無懼失敗）勉勵應屆

畢業生，學海無涯，即使畢業後仍要終身

學習，積極求進，把握機會自我增值。

▲羅文強博士喜見畢業生學有所成，並勉勵他們日後不忘進修，
汲取新知識。

CPCE學生事務處推全新課外活動
令校園生活更添姿采

CPCE學生事務處（CSAO）每年均為PolyU HKCC和PolyU SPEED學生
舉辦形形色色的活動。隨着新學期全面恢復面授課，處方特別推出一系列新活動
及計劃，協助學生發展興趣和潛能，體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CSAO學生事務總監蘇志豪博士指，處方舉辦的活動涵蓋輔導

服務、海外交流、義工服務，以及升學和就業輔導等多個範疇，

迎合學生的不同需要。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服務，CSAO於去年

推出關愛領袖計劃，培訓學生成為關愛領袖，主動關懷及支援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推廣共融。最近，CSAO開發名為

「V.Net 」的手機應用程式，方便有志參與義工服務的學生尋找

各個非牟利機構的義工活動資訊，並可於網上提交申請。程式

更附設歷程檔案，記錄學生曾參與的義工服務及活動。

開發兩項手機應用程式
除了「 V.Net 」外，CSAO又開發名為「 MeTime 」的手機

應用程式。蘇博士指，程式是專為提醒學生關注精神健康

而設，他們隨時可登入網上系統，瀏覽各類心理健康資訊，

包括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日常減壓的方法，以及醫生

專題分享等，包羅萬有。

夥拍微軟舉辦短期課程
另外，CPCE與微軟合作，推出「 未來職能計劃 」。蘇博士

稱，該計劃透過一系列短期培訓班，幫助學生掌握機器學習、

人工智能和Microsoft Azure服務的基礎知識。院方不但給予

學生資助，更提升電腦室成為考試中心，讓同學可在校內考取

國際認證，提升他們的科技技能。

◀▲學生可利用「MeTime 」手機
應用程式收聽醫生或專家的分享，
「 MeTime 」還備有不同主題的
文章供學生隨時閱讀。

▲蘇志豪博士期望通過多項新計劃，加強學生支援，同時讓學生體驗更多姿多采
的校園生活。

◀學生可通過「 V.Net 」
手機應用程式，報名參與
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

學術研究為推動學院發展重要的一環，CPCE多年來追求創新，積極開展不同範疇的研究
項目。最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RGC）公布2022/23年度「 本地自資學位
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撥款結果，CPCE轄下的PolyU SPEED獲批18個研究目，資助
總額高達1,420萬港元，創下歷年新高，反映學院的研究實力不斷提升。

CPCE副院長（研究）及CPCE研究事務處研究事務

總監梁振華教授表示，在學院同仁努力下，今年PolyU

SPEED在研究資助局撥款計劃中，取得歷年來最佳

成績，資助總額與2021/22年度相比，增幅逾74%，

令人振奮。梁教授指，資助將為學院日後的研究進程

注入新動力，鼓勵學院同仁繼續力爭上游。另一方面，

學術研究亦有助豐富知識和提升教學質素。

校外資助項目達63個 研究範疇廣泛
學院擁有穩固的研究基礎，近年設立多個研究中心及

實驗室，為教研人員提供充足的支援。目前學院正在

進行的校外資助項目多達63個，涵蓋電子商務、綠色能源、

綠色商業、老齡化、交通等研究領域，與生活息息相關。

梁教授特別指出，PolyU SPEED成為本年度唯一一所獲得

「 院校發展計劃研究基礎設施撥款 」的院校，得到約

300萬港元的資助，用來建立綠色商業研究中心。他指，

該研究中心將融合綠色能源、運輸及房屋等項目，旨在

為香港創造更理想的居住及營商環境。

梁教授認為，學院在科研方面獲得政府的肯定及

支持，盼望日後繼續與研究人員群策群力，共同推動

更多具影響力的跨學科研究項目，為教育及社會發展

作出更大的貢獻。
▲梁振華教授（中）與四位學部主任（左起）陳振光教授、黃舜敏博士、唐嘉雯博士及陸偉強博士
喜見學院獲研究資助撥款額屢創新高。

推動跨學科研究項目
為教育及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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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U SPEED畢業生分享
PolyU SPEED開辦一系列涵蓋不同專業範疇的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配合有志進修人士的專業及事業發展。學院同時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以下6位應屆畢業生各有發展，有人投身職場，亦有人選擇繼續深造，朝不同方向繼續邁進。

融合工作經驗打穩學術根基
謝凱俊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畢業生

現職能源管理公司項目經理

凱俊在職場工作多年，

以往須到不同國家公幹，

雖然早已萌生進修的念頭，

卻無暇實行。然而，疫情

迫使他留在香港，加上僱主

亦鼓勵他於公餘進修，故

決 定 報 讀 PolyU SPEED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

理學士課程。他笑言入學時

已33歲，但慶幸仍能認識

到不少年輕同學，更招募了

其中兩位加入他的公司成為

兼職項目助理。

他表示，從課程中學到

許多測量學相關知識，懂得

從宏觀角度審視工程項目，

對日常工作有極大幫助。另外，課程涵蓋不少工程合約知識，讓他

對於合約的字眼、格式及細則有更透徹的了解。他期望考取測量師

專業資格後，事業能夠更上一層樓。

學懂與年輕人溝通與時並進增值自己
王澤茵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碩士（輔導學）課程

澤茵從事婚禮統籌工作逾13年，

一向對心理學具有濃厚興趣，

故決定入讀PolyU SPEED心理學

（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育有

3名子女的她，毅然重返校園與

年輕人一起上課，直言學習到不少

新事物，包括與他們的溝通方式和

文化等。她舉例，因受疫情影響，

平日主要以電話或手機通訊程式

聯絡年輕組員，一起準備簡報，

這種模式與她從前唸書時截然不同。

但正因如此，她學懂現今的溝通及

合作文化，獲益良多。

此外，澤茵學會許多實用的心理學

知識和研究方法，講師亦十分支持

學生，即使她畢業後面對進修、求職

或計劃前路等疑難，他們都會耐心解答，提供豐富的資訊。

她正修讀輔導學碩士課程，盼望未來轉換跑道，從事與心理學或

輔導學相關的工作。

備戰專業考試知識大派用場
黎妙軒
會計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畢業生

現正備戰會計專業試

妙軒以PolyU HKCC畢業生的身分

升讀PolyU SPEED會計學（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課程。她表示，課程獲

多個專業團體如香港會計師公會認可，

畢業生可獲豁免部分專業資格考試

（QP），為日後入行作好準備。

她形容，課程內容實用且全面，

涵蓋管理會計、中級會計、高級財務

會計、香港稅務架構、審計、商業

金融、企業融資、公司法及企業社會

責任等，令她獲益良多。「 課程並非

紙上談兵，講師會利用真實商業案例

講解如何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有助

日後在職場應對類似情況。」她坦言，

疫情下難免減少了實體學習活動，但學院仍經常邀請專業人士

在網上分享，講解會計專業試模式、取得會計師專業資格所需注意

的事項等，學生大有裨益。

妙軒現正積極備戰QP考試，並笑言不少考試內容都在課堂上

學過，所以信心十足，更對未來的事業發展充滿憧憬。

活用機電知識職場實踐所學
冼嘉詠
機械工程學（榮譽）工學士課程（兼讀制）畢業生

現職主題樂園設施工程師，並就讀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

理學碩士課程

嘉 詠 修 讀 PolyU SPEED

機械工程學（榮譽）工學士課程

（兼讀制）前，一直在主題樂園

擔任設施工程師，希望日後在

這行業作專業發展，故決定

進修。他表示，講師教學非常

用心，即使在周末也會解答

學生的疑難，另外對功課質素

的要求也嚴謹。

他指，由於主題樂園設施

眾多，課堂上學習到的力學、

流體學、熱力學等知識，全都

可應用到工作中，例如供水設備

和製冷裝置的操控等。他表示，最深刻的是課程要求學生完成一個

工場訓練單元，需要使用不同的手動或電動工具及大型設備，從中

學習到不少平日工作接觸不到的技術。

他提到畢業習作須與組員合力設計一套全自動水耕種植裝置，當中

包括種植設備、供水設施、電力裝置及自動化系統等。他笑言，雖然

經歷無數次失敗，但最終都成功種出許多蔬菜，很有成功感。

課程理論實踐並重鞏固知識基礎
叢瑩溢
應用科學（榮譽）理學士（健康學）畢業生

現就讀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公共衞生理學碩士課程

瑩溢在PolyU HKCC完成健康學

副 學 士 課 程 後 ， 升 讀 PolyU

SPEED應用科學（榮譽）理學士

（健康學）課程。她表示，課程

加深了她對醫療及公共衞生系統

的 認 識 。 例 如「End of Life

Issues」一科令她了解香港的紓緩

治療及善終服務發展、「Essential

of Infection Control」則學到何謂

有效的感染控制及傳染病知識，

為她將來投身公共衞生行業奠下

鞏固基礎。此外，她在就讀期間

學到籌備活動及寫論文的技巧，

直言對日後升學大有幫助。

她特別提到，在學期間曾每周

到訪長者中心，以遊戲形式講解

公共衞生議題，例如防疫知識及

長者精神健康問題等，不但讓她有機會與長者溝通，更可學會如何

向大眾推廣公共衞生知識。

傳承教學理念矢志作育英才
莫美龍
中國語文及文化（榮譽）文學士畢業生

現職中學教學助理

美龍在 PolyU HKCC畢業

後，升讀PolyU SPEED中國

語文及文化（榮譽）文學士

課程。他形容課程獲理大

審批，教學質素有保證。

在學期間，他曾擔任組長，

負責簡報製作，有關技巧可

活用於現職工作之上，特別

在設計教材方面。另外，從

課堂學會的各種中文科知識，

例如寫作技巧、符號學及

語言學等，都讓他在教學上

更得心應手。

美龍的夢想是當中文科

教師，現時希望累積教學

經驗，然後修讀教育文憑，將來轉職為正式教師。「善教者，使人

繼其志 」，他認為PolyU SPEED的教學理念是以人為本，除傳授

知識外，更培養學生的品格及價值觀，令他矢志成為教師，

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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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E就業服務處招聘就業一條龍
成就學生創業夢

▲iG-Lab支援學生創業

▲王美芝博士指，CESO藉不同措施加強
對學生的就業支援。

特約專輯聯合畢業典禮聯合畢業典禮

▲學生參與創業工作坊

CESO就業服務總監王美芝博士表示，學院一向重視

學生的就業及未來發展，致力提供多元化實習及工作機會。

過去一年，CESO積極與酒店、會計、工程等不同行業

僱主合作，去年更與香港綜合腫瘤中心（HKIOC）簽訂

合作備忘錄，為有志投身醫療行業的學生提供學習機會。

她指，不少行業求才若渴，學生應多參與校外實習，汲取

實踐經驗，以提升專業技能。此外，CESO亦定期提供

招聘資訊，以及舉辦行業分享講座、企業參觀等活動，

給予學生全面就業支援。

此外，CESO協助學生實踐創業夢想，於去年成立

創意實驗室（iG-Lab）指導他們撰寫商業計劃書、

鍛鍊溝通技巧、構思商業方案等，並帶領學生參加創業

比賽，從中汲取實踐經驗。iG-Lab至今已支援多間

初創公司營運，當中更有初創成功獲基金支持，包括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理大學生創業概念驗證基金及

微軟初創支援計劃基金。為進一步鼓勵學生創業，

王博士表示，CESO 正與 PolyU HKCC 和 PolyU

SPEED 合作，共同籌辦營商創業比賽（CPCE

VentureTHON），預計明年4月舉行。

近期CESO更成功獲得教育局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資助，計劃在10月份開展元創實驗室（Meta Lab）

新項目。王博士稱，該項目將邀請不同業界人士作

分享，並圍繞人工智能、元宇宙應用等熱門議題，

舉辦大型研討會，為學生提供嶄新的行業資訊。

她透露，CESO將在明年推出虛擬學習平台，讓學生

突破時間及場地限制，利用網上平台建立個人作品集

及體驗虛擬實習工作等。

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學生好應未雨綢繆，在畢業前
積極裝備個人技能，從而提升職場競爭力。CPCE
就業服務處（CESO）提供一站式就業服務支援，
與不同行業合作，為學生提供豐富實習體驗。
另外，更為有志創業的學生提供培訓及支援，
協助他們實踐創業夢想。



▲CESO積極為學生物色不同類型的工作實習機會

PolyU SPEED
開辦學位銜接課程 為各界別培育優秀人才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PolyU SPEED）於1999年成立，開辦約30項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其中
10項同時提供兼讀制模式），以及持續進修課程，致力為副學位畢業生和在職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升學
及進修渠道，提升實力。學院至今培育了近17,000名畢業生，在不同行業發揮所長，作出貢獻。

PolyU SPEED院長羅文強博士表示，學院

一直緊貼香港優勢產業的發展和人力市場的

需求，除不斷改進現有課程外，更適時開辦

新課程。2023 /24學年，學院計劃推出兩項

有關「 語文及專業傳意（數碼媒體） 」和

「 語言研究兼信息分析 」的跨學科課程。

前者教導學生語文傳意，如在各種數碼媒體

平台撰寫文案，有效地傳遞信息；後者以

資訊科技輔助語言研究，着重培訓同學成為

高效語料分析員，全面掌握、理解及分析

所有訊息。

爭取本地及國際專業認可
為加強課程的專業認受性，提升畢業生的

競爭能力，學院近年積極爭取專業團體

認可。羅院長指，以工程學課程為例，已

得到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的認可，畢業生

可參與該會Scheme“ A ”畢業生培訓計劃，

取得註冊工程師資格。另外，學院近年亦

致力爭取成為國際著名學術組織的會員，

例如加入國際高等商學院協會（AACSB），

成為商業教育聯盟會員，此舉有助學院日後

跟同屬該會的國際商學院交流和合作，為

學生提供優質培訓。

成立專責部門 發展短期課程
PolyU SPEED 在致力發展學士學位銜接

課程的同時，近年亦留意到在職人士對短期

專業進修課程的需求，因而成立持續教育處

（Continuing Education Office， 簡 稱

CEO），專責統籌及營辦這類課程。羅院長

指，CEO在過去兩年多提供了80多個課程供

在職人士報讀，種類涵蓋稅務及財務、物業

管理、商業管理、企業培訓、數碼營銷、基層

醫療、健康護理、資訊科技、語文教育，以及

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等。部分課程更是與校外

機構及企業攜手合辦，例如與 AXA 安盛

合作，為該公司的理財顧問和保險從業員

提供一系列醫療健康管理及退休策劃等培訓

課程。CEO亦獲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委任為

「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課程（第 1級）/

（第 2級）」的承辦院校之一。學院未來會

繼續開辦更多不同類型的短期專業進修

課程，配合各行各業在職人士的進修需要。

羅院長最後以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

（Steve Jobs）的名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永不滿足，無懼失敗）勉勵應屆

畢業生，學海無涯，即使畢業後仍要終身

學習，積極求進，把握機會自我增值。

▲羅文強博士喜見畢業生學有所成，並勉勵他們日後不忘進修，
汲取新知識。

CPCE學生事務處推全新課外活動
令校園生活更添姿采

CPCE學生事務處（CSAO）每年均為PolyU HKCC和PolyU SPEED學生
舉辦形形色色的活動。隨着新學期全面恢復面授課，處方特別推出一系列新活動
及計劃，協助學生發展興趣和潛能，體驗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CSAO學生事務總監蘇志豪博士指，處方舉辦的活動涵蓋輔導

服務、海外交流、義工服務，以及升學和就業輔導等多個範疇，

迎合學生的不同需要。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服務，CSAO於去年

推出關愛領袖計劃，培訓學生成為關愛領袖，主動關懷及支援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推廣共融。最近，CSAO開發名為

「V.Net 」的手機應用程式，方便有志參與義工服務的學生尋找

各個非牟利機構的義工活動資訊，並可於網上提交申請。程式

更附設歷程檔案，記錄學生曾參與的義工服務及活動。

開發兩項手機應用程式
除了「 V.Net 」外，CSAO又開發名為「 MeTime 」的手機

應用程式。蘇博士指，程式是專為提醒學生關注精神健康

而設，他們隨時可登入網上系統，瀏覽各類心理健康資訊，

包括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日常減壓的方法，以及醫生

專題分享等，包羅萬有。

夥拍微軟舉辦短期課程
另外，CPCE與微軟合作，推出「 未來職能計劃 」。蘇博士

稱，該計劃透過一系列短期培訓班，幫助學生掌握機器學習、

人工智能和Microsoft Azure服務的基礎知識。院方不但給予

學生資助，更提升電腦室成為考試中心，讓同學可在校內考取

國際認證，提升他們的科技技能。

◀▲學生可利用「MeTime 」手機
應用程式收聽醫生或專家的分享，
「 MeTime 」還備有不同主題的
文章供學生隨時閱讀。

▲蘇志豪博士期望通過多項新計劃，加強學生支援，同時讓學生體驗更多姿多采
的校園生活。

◀學生可通過「 V.Net 」
手機應用程式，報名參與
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

學術研究為推動學院發展重要的一環，CPCE多年來追求創新，積極開展不同範疇的研究
項目。最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RGC）公布2022/23年度「 本地自資學位
界別競逐研究資助計劃」撥款結果，CPCE轄下的PolyU SPEED獲批18個研究目，資助
總額高達1,420萬港元，創下歷年新高，反映學院的研究實力不斷提升。

CPCE副院長（研究）及CPCE研究事務處研究事務

總監梁振華教授表示，在學院同仁努力下，今年PolyU

SPEED在研究資助局撥款計劃中，取得歷年來最佳

成績，資助總額與2021/22年度相比，增幅逾74%，

令人振奮。梁教授指，資助將為學院日後的研究進程

注入新動力，鼓勵學院同仁繼續力爭上游。另一方面，

學術研究亦有助豐富知識和提升教學質素。

校外資助項目達63個 研究範疇廣泛
學院擁有穩固的研究基礎，近年設立多個研究中心及

實驗室，為教研人員提供充足的支援。目前學院正在

進行的校外資助項目多達63個，涵蓋電子商務、綠色能源、

綠色商業、老齡化、交通等研究領域，與生活息息相關。

梁教授特別指出，PolyU SPEED成為本年度唯一一所獲得

「 院校發展計劃研究基礎設施撥款 」的院校，得到約

300萬港元的資助，用來建立綠色商業研究中心。他指，

該研究中心將融合綠色能源、運輸及房屋等項目，旨在

為香港創造更理想的居住及營商環境。

梁教授認為，學院在科研方面獲得政府的肯定及

支持，盼望日後繼續與研究人員群策群力，共同推動

更多具影響力的跨學科研究項目，為教育及社會發展

作出更大的貢獻。
▲梁振華教授（中）與四位學部主任（左起）陳振光教授、黃舜敏博士、唐嘉雯博士及陸偉強博士
喜見學院獲研究資助撥款額屢創新高。

推動跨學科研究項目
為教育及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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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U SPEED畢業生分享
PolyU SPEED開辦一系列涵蓋不同專業範疇的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配合有志進修人士的專業及事業發展。學院同時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以下6位應屆畢業生各有發展，有人投身職場，亦有人選擇繼續深造，朝不同方向繼續邁進。

融合工作經驗打穩學術根基
謝凱俊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理學士畢業生

現職能源管理公司項目經理

凱俊在職場工作多年，

以往須到不同國家公幹，

雖然早已萌生進修的念頭，

卻無暇實行。然而，疫情

迫使他留在香港，加上僱主

亦鼓勵他於公餘進修，故

決 定 報 讀 PolyU SPEED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榮譽）

理學士課程。他笑言入學時

已33歲，但慶幸仍能認識

到不少年輕同學，更招募了

其中兩位加入他的公司成為

兼職項目助理。

他表示，從課程中學到

許多測量學相關知識，懂得

從宏觀角度審視工程項目，

對日常工作有極大幫助。另外，課程涵蓋不少工程合約知識，讓他

對於合約的字眼、格式及細則有更透徹的了解。他期望考取測量師

專業資格後，事業能夠更上一層樓。

學懂與年輕人溝通與時並進增值自己
王澤茵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碩士（輔導學）課程

澤茵從事婚禮統籌工作逾13年，

一向對心理學具有濃厚興趣，

故決定入讀PolyU SPEED心理學

（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育有

3名子女的她，毅然重返校園與

年輕人一起上課，直言學習到不少

新事物，包括與他們的溝通方式和

文化等。她舉例，因受疫情影響，

平日主要以電話或手機通訊程式

聯絡年輕組員，一起準備簡報，

這種模式與她從前唸書時截然不同。

但正因如此，她學懂現今的溝通及

合作文化，獲益良多。

此外，澤茵學會許多實用的心理學

知識和研究方法，講師亦十分支持

學生，即使她畢業後面對進修、求職

或計劃前路等疑難，他們都會耐心解答，提供豐富的資訊。

她正修讀輔導學碩士課程，盼望未來轉換跑道，從事與心理學或

輔導學相關的工作。

備戰專業考試知識大派用場
黎妙軒
會計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士畢業生

現正備戰會計專業試

妙軒以PolyU HKCC畢業生的身分

升讀PolyU SPEED會計學（榮譽）

工商管理學士課程。她表示，課程獲

多個專業團體如香港會計師公會認可，

畢業生可獲豁免部分專業資格考試

（QP），為日後入行作好準備。

她形容，課程內容實用且全面，

涵蓋管理會計、中級會計、高級財務

會計、香港稅務架構、審計、商業

金融、企業融資、公司法及企業社會

責任等，令她獲益良多。「 課程並非

紙上談兵，講師會利用真實商業案例

講解如何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有助

日後在職場應對類似情況。」她坦言，

疫情下難免減少了實體學習活動，但學院仍經常邀請專業人士

在網上分享，講解會計專業試模式、取得會計師專業資格所需注意

的事項等，學生大有裨益。

妙軒現正積極備戰QP考試，並笑言不少考試內容都在課堂上

學過，所以信心十足，更對未來的事業發展充滿憧憬。

活用機電知識職場實踐所學
冼嘉詠
機械工程學（榮譽）工學士課程（兼讀制）畢業生

現職主題樂園設施工程師，並就讀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

理學碩士課程

嘉 詠 修 讀 PolyU SPEED

機械工程學（榮譽）工學士課程

（兼讀制）前，一直在主題樂園

擔任設施工程師，希望日後在

這行業作專業發展，故決定

進修。他表示，講師教學非常

用心，即使在周末也會解答

學生的疑難，另外對功課質素

的要求也嚴謹。

他指，由於主題樂園設施

眾多，課堂上學習到的力學、

流體學、熱力學等知識，全都

可應用到工作中，例如供水設備

和製冷裝置的操控等。他表示，最深刻的是課程要求學生完成一個

工場訓練單元，需要使用不同的手動或電動工具及大型設備，從中

學習到不少平日工作接觸不到的技術。

他提到畢業習作須與組員合力設計一套全自動水耕種植裝置，當中

包括種植設備、供水設施、電力裝置及自動化系統等。他笑言，雖然

經歷無數次失敗，但最終都成功種出許多蔬菜，很有成功感。

課程理論實踐並重鞏固知識基礎
叢瑩溢
應用科學（榮譽）理學士（健康學）畢業生

現就讀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公共衞生理學碩士課程

瑩溢在PolyU HKCC完成健康學

副 學 士 課 程 後 ， 升 讀 PolyU

SPEED應用科學（榮譽）理學士

（健康學）課程。她表示，課程

加深了她對醫療及公共衞生系統

的 認 識 。 例 如「End of Life

Issues」一科令她了解香港的紓緩

治療及善終服務發展、「Essential

of Infection Control」則學到何謂

有效的感染控制及傳染病知識，

為她將來投身公共衞生行業奠下

鞏固基礎。此外，她在就讀期間

學到籌備活動及寫論文的技巧，

直言對日後升學大有幫助。

她特別提到，在學期間曾每周

到訪長者中心，以遊戲形式講解

公共衞生議題，例如防疫知識及

長者精神健康問題等，不但讓她有機會與長者溝通，更可學會如何

向大眾推廣公共衞生知識。

傳承教學理念矢志作育英才
莫美龍
中國語文及文化（榮譽）文學士畢業生

現職中學教學助理

美龍在 PolyU HKCC畢業

後，升讀PolyU SPEED中國

語文及文化（榮譽）文學士

課程。他形容課程獲理大

審批，教學質素有保證。

在學期間，他曾擔任組長，

負責簡報製作，有關技巧可

活用於現職工作之上，特別

在設計教材方面。另外，從

課堂學會的各種中文科知識，

例如寫作技巧、符號學及

語言學等，都讓他在教學上

更得心應手。

美龍的夢想是當中文科

教師，現時希望累積教學

經驗，然後修讀教育文憑，將來轉職為正式教師。「善教者，使人

繼其志 」，他認為PolyU SPEED的教學理念是以人為本，除傳授

知識外，更培養學生的品格及價值觀，令他矢志成為教師，

春風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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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E就業服務處招聘就業一條龍
成就學生創業夢

▲iG-Lab支援學生創業

▲王美芝博士指，CESO藉不同措施加強
對學生的就業支援。

特約專輯聯合畢業典禮聯合畢業典禮

▲學生參與創業工作坊

CESO就業服務總監王美芝博士表示，學院一向重視

學生的就業及未來發展，致力提供多元化實習及工作機會。

過去一年，CESO積極與酒店、會計、工程等不同行業

僱主合作，去年更與香港綜合腫瘤中心（HKIOC）簽訂

合作備忘錄，為有志投身醫療行業的學生提供學習機會。

她指，不少行業求才若渴，學生應多參與校外實習，汲取

實踐經驗，以提升專業技能。此外，CESO亦定期提供

招聘資訊，以及舉辦行業分享講座、企業參觀等活動，

給予學生全面就業支援。

此外，CESO協助學生實踐創業夢想，於去年成立

創意實驗室（iG-Lab）指導他們撰寫商業計劃書、

鍛鍊溝通技巧、構思商業方案等，並帶領學生參加創業

比賽，從中汲取實踐經驗。iG-Lab至今已支援多間

初創公司營運，當中更有初創成功獲基金支持，包括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理大學生創業概念驗證基金及

微軟初創支援計劃基金。為進一步鼓勵學生創業，

王博士表示，CESO 正與 PolyU HKCC 和 PolyU

SPEED 合作，共同籌辦營商創業比賽（CPCE

VentureTHON），預計明年4月舉行。

近期CESO更成功獲得教育局質素提升支援計劃

資助，計劃在10月份開展元創實驗室（Meta Lab）

新項目。王博士稱，該項目將邀請不同業界人士作

分享，並圍繞人工智能、元宇宙應用等熱門議題，

舉辦大型研討會，為學生提供嶄新的行業資訊。

她透露，CESO將在明年推出虛擬學習平台，讓學生

突破時間及場地限制，利用網上平台建立個人作品集

及體驗虛擬實習工作等。

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學生好應未雨綢繆，在畢業前
積極裝備個人技能，從而提升職場競爭力。CPCE
就業服務處（CESO）提供一站式就業服務支援，
與不同行業合作，為學生提供豐富實習體驗。
另外，更為有志創業的學生提供培訓及支援，
協助他們實踐創業夢想。



PolyU HKCC
30多項副學位課程 助中六生循非聯招升大學

剛於今年9月接任PolyU HKCC院長一職的陸偉強博士表示，

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DSE考生人數下降等影響，學院在收生

及畢業生升學率方面的成績仍然理想，今年畢業生升學率高達

90.1%。 展望未來，學院將繼續秉承「 全人發展，啟發潛能 」的

理念，在課程質素、學生發展活動、教學設施及學院關愛文化

方面，精益求精。陸院長相信，「 在學院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HKCC定能繼往開來，成為本地數一數二的自資社區學院。」

緊貼市場發展趨勢 增設兩項新課程
疫情推動社會趨向數碼化，為培育更多不同人才，學院計劃在

2023/24學年開辦有關「語文及數碼傳意」的副學士課程。課程內容

迎合市場趨勢，糅合了語文及數碼傳意兩大元素，着重訓練學生

如何將語文及傳意的專業知識和技巧，應用於現今商業及數碼環境中。

為幫助學生銜接升學，PolyU SPEED計劃於2023/24學年開設有關

「 語文及專業傳意（數碼媒體）」、「 語言研究兼信息分析 」的

學士學位銜接課程，PolyU HKCC學生可優先獲「 有條件取錄 」，

循「 2+2 」途徑升讀。

另一項計劃開辦的副學士課程為「 測量及建築環境學 」，內容

涵蓋建築工程、測量、物業管理三大選修範疇，讓學生透過課堂

學習及小組習作，掌握相關的跨學科知識及協作技巧。另外，

學院擬與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及理大工業中心等部門

商討協作，提供更多教學支援。陸院長認為：「近年政府積極推動

一帶一路及北部都會區等政策，將為建築及測量行業帶來龐大

機遇及就業機會。這項課程將有助培育更多相關專業人才，滿足

業界以至香港整體發展需求。 」

兼顧進修人士所需 擴增獎學金名額
為鼓勵在職人士重返校園，進修增值，學院近年設立「重返校園

獎學金」，頒發予成績優異的學生，以示嘉許。陸院長提及，過去

3年共為58名學生提供獎學金，大部分人畢業後順利升讀學士

學位課程。今年獲取獎學金的20名學生均考獲佳績，部分人

更取得GPA 4.0。學院更於今年增設18個優異獎名額，以鼓勵

更多學生投入學習。

陸院長寄語應屆畢業生總結過往兩年學習過程中的失敗或成功

經驗，從中汲取成長養分。另外，也要抱持終身學習的態度，

持續提升個人能力。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PolyU HKCC）於2001年成立，致力為中學畢業生提供優質專上教育。
學院開辦30多項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涵蓋不同專業，近年更增設不少嶄新課程，迎合社會最新
需求。學院亦設有「重返校園獎學金」，鼓勵在職人士進修增值。

▲陸博士首次以院長身分出席聯合畢業典禮，見證學生學成畢業。

PolyU HKCC畢業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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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E院長阮博文教授表示，本地自資專上教育界別近年發展

日趨成熟，但同時面對適齡學生人口減少的挑戰，以2022年

為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考生人數跌至4萬多的新低點，

受移民潮的影響，預料未來「低處未算低」。因此，自資專上院校在

收生方面的競爭將更加激烈，特別是四年制自資學位課程出現

收生不足的問題。他舉例說：「 2022年DSE約有1.7萬人考獲

33222成績，符合升讀本地大學基本要求，而政府資助大學學額

約1.8萬個。換言之，學額較合資格入讀的學生人數為多，選擇報讀

自資學位課程人數自然減少。 」

相對而言，自資副學位課程受影響的情況較輕微。阮教授解釋：

「2022年有1萬多名學生考獲22222成績，未能直接升讀本地大學，

需要另覓其他升學出路，如報讀副學位課程。CPCE提供的30多個

副學位課程，報名踴躍，很多課程更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反映

副學位課程至今仍廣受學生歡迎。」在收生寒冬中仍能一枝獨秀，

阮教授深信跟學院的定位和教育質素有關：「 CPCE一直提倡

『 2+2 』升學機制，讓學生可先修讀兩年制副學位課程，再銜接

兩年制學士學位課程；事實上，近年PolyU HKCC的副學位畢業生，

大約9成都能順利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另外，院方積極投放資源，

優化課程、校園設施和教學模式，給予學生更佳的學習體驗。

學生滿意度調查成績持續進步
學院自2015年起參與由國際著名獨立研究機構i-graduate進行

的學生指標調查，以此作基準，檢視教育質素。根據2021年調查

結果，CPCE 的本地學生整體滿意度達 85.8%，高於去年的

83.6%，並與國際基準和亞洲基準相若。在36項教學相關指標中，

以「網上課堂」的滿意度最高，達94.6%；而「網上學習素材 」、

「網上導修」、「課堂質素」、「課程內容」及「講師英語水平 」等

方面的滿意度亦達90%或以上。阮教授指，受疫情影響，學院

過去兩年採用「 混合模式 」授課，學生可選擇出席面授課堂或

參與網上課堂。由9月新學期開始，學院全面恢復面授課，讓師生

有更多面對面交流及互動機會。有見不少學生喜歡「混合模式 」，

院方正研究將各個科目其中3成的教學內容，以網上形式授課；

其餘7成以面授為主。

提升教學設施 發展跨學科課程
為配合不同課程的需要，CPCE近年增撥資源提升教學設施，如

成立三維打印室、STEM實驗室和大數據實驗室，分別供修讀

工程學、統計及數據科學課程的學生使用。阮教授透露，院方有意

開設藝術科技實驗室，並引入簡稱NFT的 Non-Fungible Tokens

（非同質化代幣）及元宇宙等最新元素，為學生提供更實用、更

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在課程發展方面，有感於科技在不同行業的應用愈來愈廣泛，

學院近年嘗試將不同學科結合科技，發展跨學科課程。以PolyU

SPEED正在籌辦有關「語言及專業傳意（數碼媒體）」的課程為例，

糅合了專業傳意和數碼媒體科技兩大元素。另外，針對近年人工

智能和創科的熱潮，學院又特別增設「 人工智能及數據分析 」及

「 創新及創業 」等科目，有助學生提升競爭力，為日後投身社會

作好準備。

與專業團體合作 共創雙贏
阮教授表示，學院近年亦銳意跟不同的專業團體及組織簽署

合作備忘錄，結成合作夥伴，例如與香港綜合腫瘤中心（HKIOC）

合作，為商業（榮譽）文學士（醫務行政管理）學生提供獎學金

及為期1年的「 多元育苗計劃 」，又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創科教育中心一起探討如何推進本地創科教育，

為業界培育更多創科人才。他期望通過合作，一方面引入校外

資源，讓學生受惠，另一方面協助推動不同專業界別的發展。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PolyU
CPCE）成立於2002年，是本港其中一所最具規模、
提供專上教育的自資院校，其轄下的香港專上學院
（PolyU HKCC） 和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PolyU
SPEED）致力為有志升學的年輕人提供優質的
專上教育課程，至今幫助數以萬計的學生達成升學
夢想。學院於10月 15及 16日舉行第20屆聯合
畢業典禮，本年度有4,500多名PolyU HKCC和
PolyU SPEED畢業生學有所成，分別獲頒授副學位
及學位，開展人生新里程。

▲阮教授寄語應屆畢業生繼續努力學習

4,518名畢業生獲理大頒授副學位或學位
奠定發展基礎

欣逢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轄下香港專上學院（HKCC）及專業進修

學院（SPEED）舉行第20屆聯合畢業典禮，

我謹在此祝賀逾4,500名畢業生鵬程萬里。

HKCC和SPEED除了致力幫助莘莘學子

取得所需的學歷外，更培養其專業才能，

使他們未來能在各行各業，乃至社會上發揮

所長，為促進香港的繁榮進步貢獻力量。

自2001年成立以來，HKCC持續開辦優質的副學士及高級

文憑課程。學院一直秉持「 全人教育 啟發潛能 」的教學理念，

為中學畢業生繼續升學或就業建立鞏固的基礎。HKCC迄今已

幫助3萬多名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既實現了育才的抱負，

也秉承了興學的使命。

1999年成立的SPEED，為HKCC及其他院校的副學士及高級

文憑課程畢業生提供了專業導向的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以

取得理大審批的學位。此外，為了讓專業人士及終身學習者能

汲取最新的知識，SPEED也設有持續教育處，與業界緊密合作，

開辦多個範疇的持續進修課程，以滿足相關修讀人士的需求。

我期望本屆畢業生在踏入人生新一階段後，無論是升學深造

還是投身社會，仍能篤志好學，勤奮精進，在貢獻社會的過程中

成就自己的人生夢想；更期望他們成為擁有全球視野、家國情懷

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棟樑之才。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轄下香港專上學院

（HKCC）及專業進修學院（SPEED）第20屆聯合畢業典禮於

10月15及16日舉行，我謹向各位畢業生致以誠摯的祝賀。

縱然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但在學院同仁的努力下，本屆畢業

典禮得以傳統形式在理大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好讓大家能夠

親身見證及慶祝畢業生完成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HKCC開辦30多項副學士和高級文憑課程，涵蓋文、理、

社、商範疇，也有設計及健康學專科，為中學畢業生提供聯招以外的優質升學

途徑。本屆HKCC有逾3,400名畢業生獲頒副學位。根據最新的HKCC畢業生

調查結果，90.1%的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當中68.7%升讀政府資助學士

學位課程，足證HKCC能夠協助畢業生奠定穩固基礎，實現升學夢想。

SPEED開辦約30項理大專業進修學院學銜的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銜接課程

（其中10項同時提供兼讀制模式），涵蓋應用及媒體藝術、應用科學、商業、工程及

測量、市場營銷、人文及社會科學、以及款待及旅遊業管理等範疇，為HKCC及

其他院校的副學位畢業生提供優質的升學銜接機會，並為業界及社會培育所需的

人才。此外，SPEED亦為在職人士提供持續進修課程。本屆SPEED有逾1,100名

畢業生獲頒學士學位。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學生事務處與SPEED及HKCC合作無間，提供形形色色的

學生活動及服務，包括比賽、才能訓練、社區服務及實習計劃等，並設立多項

獎學金和培育基金，鼓勵同學在學業上追求卓越之餘，同時發掘各方面的興趣和

潛能，為日後升學及事業發展做好準備。

我謹在此勉勵各位畢業生時刻抱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

的態度，力爭上游，並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賀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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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興趣確立升學路向
鄧靖藍
翻譯及傳譯副學士畢業生

升讀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翻譯文學士學位課程
靖藍自言中學時找不到學習方向，早在文憑試放榜前已對成績

不存厚望，在眾多科目中唯獨對語文感興趣，於是報讀PolyU

HKCC翻譯及傳譯副學士課程。她說：「 PolyU HKCC提供優良的

學習環境，講師充滿教學熱誠，

課程設計着重互動，趣味十足，

而且十分實用。」學院也積極舉辦

各項課外活動，擴闊學生的眼界，

她曾參加專為翻譯課程學生而設

的「港珠的二三事」珍珠導賞團 ，

令他們既認識到香港珍珠的歷史，

也學習到如何將翻譯的知識和技巧

應用在貿易上。

本來對翻譯認識不深的靖藍，

在PolyU HKCC找到目標，成功

入讀心儀的中大翻譯系，繼續向

理想進發。

參加校外比賽實踐所學
陳誦敏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畢業生

升讀 ▶香港理工大學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學位課程

誦敏（圖右）的志願是在機場控制塔

工作，並對理大的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

課程深感興趣。她得知PolyU HKCC

畢業生升讀大學的比率很高，故報讀

工商業副學士（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課程，盼藉此途徑銜接理大相關課程。

「 在學期間，我最難忘的是參加業界

人士的講座，了解很多鮮為人知

的物流業知識，如空運遺體的情況

和安排，令我大眼眼界。」

誦敏善用課餘時間參加活動，如組隊

參加視覺傳意比賽，把課堂所學的環保

概念寫入建議書，協助物流公司減少碳排放及污染。此外，她覺得

學院的課程設計有助學生循序漸進汲取學科知識，如掌握物流學基礎

知識後，才研習倉庫和採購管理等課題。她更在講師提名下，

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頒發獎學金。

從服務中學習接觸不同階層
李灝瑩
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社會政策及行政）畢業生

升讀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業（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家樂（圖右一）熱衷於義工服務，

立志將來從事救急扶危的護理工作。

他早已心儀理大的護理課程，可惜

文憑試成績未如理想，故決定先報讀

PolyU HKCC的健康學副學士課程。

「在學期間，我曾在私家醫院門診部

和外科手術病房實習，不但可實踐

所學的實務技巧，還有機會處理不同

病人的情況。」

身為學生代表，家樂是師生之間

的橋樑，他亦從中學會溝通及解難技巧，以及準確傳達雙方意見的

重點。他也明白領袖必須抱着服務別人的心，協助解決困難。家樂

最終償願升讀理大。他認為，PolyU HKCC的課程教授病理學

和藥劑學，令他掌握基本概念，打好學術基礎。「因我修讀的副學士

與學士課程內容設計相近，故可轉移約20個學分，涵蓋大學一、

二年級的內容，使我唸三年級時沒那麼吃力。」

2022年畢業生升學情況

香港城巿大學346名（13.3%）

香港中文大學134名（5.1%）

香港科技大學119名（4.6%）

香港樹仁大學68名（2.6%）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281名（10.8%）

往外地升學30名（1.1%）

在香港修讀海外大學課程4名（0.1%）

其他本地院校44名（1.7%）
香港恒生大學
230名（8.8%）

香港大學73名（2.8%）

香港教育大學81名（3.1%）

嶺南大學84名（3.2%）

香港浸會大學185名（7.1%）

香港理工大學790名（30.3%）

香港都會大學142名（5.4%）

畢業生人數

回覆畢業生調查人數

回覆率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人數

整體升學率

其中政府資助課程佔

其中本地八大院校頒授
學位課程佔

3,410

2,899

85%

2,611

90.1%

68.7%

80.2%

PolyU HKCC 以畢業生升學率高著稱，根據2022年畢業生升學調查

顯示，共有2,611名畢業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升學率達90.1%，當中

1,793 人（68.7%）入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PolyU HKCC升學率90.1%

資料來源：2022年HKCC畢業生調查（截至2022年10月的數字）

香港專上學院．專業進修學院
香港理工大學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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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牀實習汲取經驗打穩基礎增添信心
張家樂
健康學副學士畢業生

升讀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榮譽）理學士學位課程
灝瑩中學時代經常參與義工活動，希望將來在這方面發展，於是

報讀PolyU HKCC應用社會科學副學士（社會政策及行政）課程。

在學期間，她曾在區議員辦事處實習，擔任議員助理，協助居民

申請各種政府服務及福利，令她對社會政策有所反思，同時學會與

不同階層人士溝通，經驗相當寶貴。此外，她又曾協助推廣疫苗注射

活動，派發福袋，籌辦健康檢查日等。「我做服務時，應用了從課堂上

所學的溝通技巧，並學會如何策劃和分配人手。」

談及讀書心得，灝瑩指出，因

她找到志同道合的戰友，大家對

研究房屋及醫療政策均感興趣，

故她於學習和做小組習作時，較易

投入。灝瑩更憑藉優異成績，名列

CPCE學術成就院長嘉許狀得獎

名錄、HKCC院長嘉許狀得獎

名錄，以及獲頒理大香港專上

學院傑出學生獎（銅獎）。

努力學習創佳績獲9個大學課程取錄
丘杰豐
工商業副學士（市場學）畢業生

升讀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杰豐因對市場學感興趣，在中學班主任的建議下，報讀PolyU

HKCC工商業副學士（市場學）課程。他喜歡市場學是因為這門

學科可以讓他發揮創意，但因他在中學沒有修讀商科，只好多看

商科書籍，以追上進度。「 有講師鼓勵我說，人生有許多東西都是

從未遇過的，卻總可應付。我深受啟發，相信只要努力便可進步。

正如我來自Band 3學校，踏入PolyU HKCC後，亦可跟其他同學

一樣，以升上大學為目標。」

在學期間，杰豐亦曾參加比賽，為企業設計

廣告，推廣環境、社會和管治（ESG）概念，

從中明白到構思廣告宣傳計劃需要一絲不苟，

即使簡單如設計一張海報也要注意各項細節。

杰豐憑着優異成績，名列CPCE學術成就院長

嘉許狀得獎名錄和HKCC院長嘉許狀得獎

名錄，並獲頒理大香港專上學院傑出學生獎

（銅獎），他更獲9個學士學位課程取錄，

最後選擇了科大。

互動教學啟發興趣講師提供升學建議
譚熙樺
統計及數據科學副學士畢業生

升讀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自然科學理學士學位課程
熙樺希望在大學修讀數據

科學，認為這門結合數學與

電腦的學科最適合自己，無奈

文憑試成績未能讓她如願，

於是報讀PolyU HKCC統計

及數據科學副學士課程，

期望畢業後銜接大學。

熙樺坦言，入學初期對銜接

大學的信心不大，幸好學院

十分關心學生的升學情況。

「 學院設有學業指導老師（Academic Advisor）跟進學生的升學

事宜，在選科時提供意見，又定期邀請舊生分享升學選科心得。 」

熙樺憑着優異成績，加上選科策略得宜，獲5個學士學位課程

取錄，最終選讀中大。升上大學後，她發現PolyU HKCC的課程

內容與大學相近，例如一些重要的統計學程式，她早已有所接觸，

令她更容易適應學士課程。

江卓文
PolyU HKCC
設計學副學士（視覺傳意）畢業生

升讀 ▶ PolyU SPEED
媒體及傳意設計（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循「2+2」途徑
升讀PolyU SPEED的
理大頒授學士學位課程

卓文唸高中時選修視覺藝術科，對平面設計尤感

興趣。即使他於DSE考得19分，也毅然放棄不感

興趣的大學課程，選擇入讀PolyU HKCC。

卓文讚揚講師十分關心學生的升學前途：「講師

知道我喜歡平面設計，於是建議我循『2+2』升學

途徑，銜接PolyU SPEED媒體及傳意設計（榮譽）

文學士課程，因該課程有平面設計科目，切合我的

需要。」此外，該課程的學位由理大頒授，認受性

極高。卓文又指，PolyU HKCC副學位課程與

PolyU SPEED 學士學位課程內容緊密銜接：

「 唸副學士期間，我學會平面設計和短片製作等

知識與技能，打穩基礎，升讀學位課程修讀相關

進階學科時，較易掌握。」

另外，部分PolyU HKCC講師同時任教PolyU

SPEED課程，他們了解學生的需要，因材施教，

使學生更易適應學位課程的教學模式，使用設計

工作室等學習設施時亦更得心應手。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主席
香港理工大學轄下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