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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三十周年特刊

香港公開大學 隨時代而蛻變

為社會培育人才
昂然迎接三十周年
香

港公開大學於1989年由政府
府
創立，提供遙距教育，並於
於

2001年起開辦全日制課程。時至
至
今天，公開大學已成為一所年輕、
、
充滿活力，並且發展全面的優質大
大
學，同時提供全日制和兼讀制課
程。2019年大學將踏入創校三十周
周
年，數十載以來歷經不少重大的轉
變，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憑領導層
的高瞻遠矚、熱忱與承擔，以及師
生們的努力不懈，戮力同心。

自1989年由政府成立以來，公開大學一直致力為本港提供優質
及靈活的高等教育。現時，大學提供約220個課程，當中包括逾80

以開放及遙距教育為本的大學。1996年4月遷往何文田永久校舍，

的同學好，但黃校長提出，考試成績不及並非代表能力不及。「我

配備完善的教學設施，為學生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

們積極鼓勵學生發展所長，鍛鍊自己的本領、掌握自己的命運，將

1997年5月學院獲正名為香港公開大學，標誌著政府及外界對

來在社會中有所貢獻。公開大學提供很多應用及專業課程，對學生

其學術上的成就及貢獻的認同。大學於2001年起開辦全日制面授課

的職業、人生發展大有幫助。不少同學在修讀大學時找到自己的興

程，首先推出副學士課程，兩年後開始增辦榮譽學士課程，為年青

趣，更重拾自信。最佳例子是我們『動畫及視覺特效』課程的畢業

學子提供升學機會；至2007年，大學首次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

生，憑畢業作品勇奪2017年台灣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獎。畢竟

公開大學的前身為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在1989年參考英國公開

法」，招收中學畢業生入讀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隨着全日制課程

教育不應只講考試成績，讓學生發揮所長更為重要。」

大學的辦學模式創立，是香港唯一一間由政府創辦、財政獨立，並

的迅速發展，迄今大學提供超過50個本科生及逾20個研究生全日制

個學士及近40個深造課程，修讀全日制課程的學生逾10,000名，兼
讀制課程學生亦有約9,000名。

蓬勃發展 三十載創新蛻變

經驗累積 製作獨有教材

課程。
時至2009年，大學完成第二期校舍的擴建，為

為配合不同的學習模式，公開大學投放大量人力和資源製作教

與日俱增的遙距及全日制學生提供更佳的學習環境及

材及發展教育科技。副

活動空間；而新建於何文田忠孝街的賽馬會校園於

校長(行政及發展)唐創

2014年正式啟用，提供文化創意、檢測認證及護理

時教授表示，大學在課

全日制課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重點發展六大產業的

程發展上累積了多年經

其中三項，為香港未來的持續發展培育專業人才。至

驗，亦會參考香港以

2017年，大學得到政府的支持，於何文田常盛街動

至海外的教授、學者編

土興建「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預計於

寫的教材，從而製作成

2020年落成後大力發展護理學及健康相關的課程。

公開大學的教科書，當

校長：自負盈虧 克服困難

中亦包括向書商購買教
材的版權，然後修改部

踏入創校三十周年，校長黃玉山教授表示：「作

分內容以切合香港的實

為一所法定公立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饒富特色，亦是

況，令其成為公開大學

獨一無二。過往我們以遙距教育為主，為當時社會的

獨有的教材。「現時，

需要而作出貢獻；後來因應社會的轉變及需求，發展

大學已將教材全面電子

成一所具規模的綜合性大學，同時招收兼讀制及全日

化，去年更推出由大學

提到以往的歷史，黃玉山校長指香港公開大學實為一間富有特色的大學，多年來經歷了數回演
黃玉山校長指香港公開大學實為 間富有特色的大學 多年來經歷了數回演
▲提到以往的歷史

制學生。多年來我們經歷了數回演變，克服過不少困

自行研發的移動應用程

變，雖然由政府創辦，但大學自負盈虧，在沒有政府資助下培養很多香港學生。

難而取得成功。雖然大學由政府創辦，但卻是自負

式iBookCase，讓同學

盈虧的，在沒有政府資助下，我們堅守崗位，為香港培養人才。

隨時隨地學習，並可在

現時本校全日制本科課程學生佔全港七分之一，我們實在以此為

程式上互相溝通、回

傲。」

應。」

學生發揮所長 突破自我
因應市場趨勢及社會發展，公開大學三十年來一直開辦適切
的課程，以回應本港對人才的需求。黃校長指：「在創校初期，
全港只有約2%的人可以報讀學士學位，社會上有大量人未能升
讀大學，公開進修學院正好提供一個良好機會予學生繼續進修，
讓他們在當時資源不足的社會中也能增值自己，一圓大學夢。時
至現在，不少畢業生的職業發展亦是相當良好，令我們感到自
豪。」
但黃校長強調：「我們由當初只有遙距教育，到後來開辦全
▲ 2017年「動畫及視覺特效」課程畢業生，勇奪當年台灣金馬獎「最佳動畫短
片」獎。

日制課程，雖然模式有所轉變，但初心仍在，培育人才的宗旨始
終如一。」入讀公開大學的同學也許成績未及就讀政府資助學位

▲▼香港公開大學副校長（行政及發展）唐創時
教授表示，大學已將教材全面電子化，去
年更推出由大學自行研發的移動應用程式
iBookCase，讓同學隨時隨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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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創校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香港公開大學校監

2009

香港公開大學創校三十年，謹此衷心祝
賀。多年來，公開大學悉心培育年青人成材，
配合本港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成績斐然。

（1989 - 2019）

30

2013

香港公開大學前身為公開進修學院，於
一九八九年成立，早年以開辦遙距課程為主，

1989

是本港開放教育的先鋒，繼於一九九七年升格
為大學，至今，畢業生超過十二萬名。公開大
學現時開辦二百二十多項課程，全日制學生人
數超過一萬人，兼讀制學生亦逾九千人。
香港公開大學對促進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擔當重要角色。三十年
來，公開大學與時並進，提供專業課程，配合業界需要，課程涵蓋檢
測和認證、幼兒教育、企業管治、款待管理等不同範疇。今天，公開
大學每年的健康護理相關課程畢業生人數，更是各院校之冠，而興建
▲耗資二億三千萬元的第二期校舍揭幕啟用

中的賽馬會護理學院，亦預計於二零二零年啟用，力求配合本港社會
對健康護理服務與日俱增的需求。
短短三十年，香港公開大學茁壯成長，為香港未來發展，培育各

2014

▲葵興教學中心開幕啟用

方面人才，角色關鍵，我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大學同人多年來的努力耕
耘。欣逢公開大學創校三十年，在此祝願大學、大學管理層、各學院
和同學在未來三十年更上層樓，續創佳績。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經立法正式成立，首批
4,237名學生入學修讀八個學位科目

2015
■學院實行自負盈虧

1996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倡學三秩
鑄才功深

1997
▲賽馬會校園落成啟用

2016

▲位於何文田的新校舍開幕
■政府授予學院自我評審資格

▲學院獲正名為「香港公開大學」
▲學院獲正名為「香港公開大學」

1999

2000
香港公開大學的成立有其獨特的角色及
使命。它開創了本地遙距教育的先河，突破
時間、空間、地域及階級的界限，廣開知識
大門，為本港勞動人口和社會大眾提供多元

資源質素之餘，幫助本港成為知識型社會。

▲香港公開大學「創新科技與持續發展研究所」、「田
家炳中華文化中心」、「數碼文化與人文學科研究所」
相繼成立。

▲公開大學獲英聯邦進修組織及國際遠距離教
育聯會分別頒發「遙距教育學府卓越成就
獎」及「優異機構大獎」

作為一所靈活創新的高等教育學府，公
開大學一直與時並進，洞悉社會發展的需
要。有見早年資助學士學位數量非常有限，公開大學作出適時的配
合，增辦全日制面授課程。經過十多年的耕耘，公開大學全日制課程

▲持續及社區教育中心正式易名為「李嘉誠專
業進修學院」

2017

三十年來，公開大學走過的路並非全是平坦順暢，唯我們本着堅
定不移、追求卓越的精神，將面對的挑戰與困難一一克服。知識的傳

2001

承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社會的未來與教育工作息息相關，香港公開大
學定當竭盡所能，為香港社會培育棟樑，為未來開拓無限可能。

■大學開辦首個全日制面授副學士課程。
▲大學電子圖書館計劃在國際科技比賽中獲得
「斯德哥爾摩科技挑戰獎」
▲香港公開大學「開放及創新教育研究所」 「雙語教
▲香港公開大學「開放及創新教育研究所」、「雙語教
學研究所」、「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先後成立。

香港公開大學由1989年創校至今，一直
在香港高等教育歷史上擔當重要及獨特的角

▲香港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動工興建。

色。公大初期以「有教無類」為使命提供遙
距教育，隨着社會環境的轉變，大學迅速開

2020

2003
■首次開辦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供副學
士學位持有人修讀

辦貼近社會需求的課程。近年，為回應政府

2004

希望增加中學畢業生的升學機會，公開大學
更投放資源發展全日制課程，為社會各行各
業培育人才。今天，公大已茁壯成長為一所

2007

全面多元的大學，過去三十年為超過120,000名不同學歷及背景的人士
圓大學夢。

回應新時代的需要，大學不斷在課程設計、資訊
科技、課外活動及學習支援等多方面提升及優化。副
校長（學術）關清平教授表示：「就以護理學、創
意藝術課程為例，大學較其他院校率先引入嶄新的科
技設備、儀器以輔助教與學。課程亦講求應用性，不
少學科設有實習安排，讓同學接觸真實工作環境，日
後在職場上可更有效善用學到的知識。上學年，大學
▲由今學年起，商學院規定所有全日制課程新生必須參與「海外沉浸學習」，
就有超過2,600名學生透過不同的實習計劃，在本港
前赴英、美、澳洲及日本等地大學修讀兩周。
和境外企業與機構工作。」
大學亦提供很多海外交流的機會，以商科為
例，兩年前「環球商業及市場學」課程開始規定學
生必須前往外國交流，在四年課程中首兩年先打好
相關知識基礎，建立初步文化認知，至三年級便前
往已選擇的國家作數星期的交流。由今學年起，商
學院更規定所有全日制課程新生必須參與「海外沉
浸學習」，前赴英、美、澳洲及日本等地大學修讀
兩周。又例如語文課程，大學與海外大學合作，讓
學生在暑假期間前往修讀，部分課程更可學分互
認，同學就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的文化及沉浸在當
▲ 護理學學生可通過先進的「數碼虛擬解剖系統」進行無限次及多層面的解
地外語環境中。而檢測和認證課程則與業界合作，
剖，深入了解人體構造。
讓學生在二、三年級在機構實習。
「同時，大學亦鼓勵同學參加校外比賽，擴闊眼界。例如在電子工程、會計比賽中，大學隊伍可以得知自己的解難
能力，亦可與其他院校互相較量，從中學習，汲取經驗，建立自信心。」

公開大學已成功蛻變為一所多元、全面的大學，黃校長表示關鍵因素在於「拋棄保守思想，跳出框架」。他解釋：
「首先，社會是時有變革的，一不合時宜就可能會被淘汰，因此必須有創新的思維；其次是需要應變快，公開大學不少
成功的課程皆為近年才開辦，緊貼社會的最新需要；第三
是領導才能，不論上至大學的最高管理層，或下至每系、
每科的統籌，也十分需要良好的領導；第四是精打細算，
大學並無任何政府資助，發展預算有限，在落實一個計劃
前必須先多番衡量，避免資金流失；最後是同事間的緊密
合作，再加上各持分者的鼎力協助，才可取得成功。」
黃校長強調三十年來，質素一直是公開大學發展的重要一
環。

策略發展計劃 訂定五年發展方向

的發展已甚具規模，成績有目共睹。

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主席黃奕鑑

公開大學的獨特性，在於其配合市場需求和轉
變而發展課程。近年開辦並大受歡迎的課程包括創
意藝術、環境學、護理學、檢測和認證，以及各類
商業管理課程（如大數據、康體管理、物流、酒店
及款待）等。
黃校長舉例說：「公開大學一直致力推陳出
新，以回應社會瞬息萬變的需求。早前推出的『運
動管理學士』課程，正正因應香港越來越多體育、
運動相關的盛事而設計。又例如檢測和認證，現時
各大院校較少提供相關課程，而我們的學生在畢業
後不少都從事檢測食品和生活用品等工作，可見社
會對這行業是十分有需求的。而護理學更是我們的
重點課程，每年培育的學生人數為全港之冠，服務
多間香港公、私營醫院及護理機構。整體來說，我
們所受的限制較政府資助課程少，因此與其他大學
相比，較能靈活轉身，更快回應市場所需。」

蛻變關鍵因素 在於創新求變

香港公開大學副校監李業廣

化的專上、持續和專業教育，提升本港人力

配合需求 開拓創新課程

優化學生學習體驗

▲舉行首屆畢業禮，共161名畢業生獲頒學位

香港公開大學三十周年校慶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1993

年

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為本地高等教育界帶來不少挑
戰，公開大學於2019年推出全新的「策略發展計劃」，為
未來五年的發展制定指標、方針。
副校長(學術)關清平教授表示，提升學與教質素、增強
學生支援，是「策略發展計劃」的重點。「計劃的其中一
▲香港公開大學副校長(學術)關清平教授提到，未來五年策略計劃有五
項是提高同學的語文能力，尤其是英語。我相信學生的語 大方向，分別是學校的學與教、學生的良好學習經歷、學術研究發展、
文能力有所進步，對學習任何事物亦會有幫助，大學會繼 設施上的改善以及行政服務上的管理。
續舉辦例如英語角等活動。」此外，大學亦會不斷發展創新的課程設計，包括跨學系的課程，而除了專科知識外，通識
課程也會加強。
關教授續稱：「另一項是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未來數年我們希望進一步發展導師計劃，讓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輔
助和指導；課外活動亦會增加，並與課程共同發展。對外方面，我們會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到外國交流、考察和實習，
亦鼓勵他們多參加比賽。」
第三項是發展學術研究。2019年大學將開展更多學術活動，邀請海內外的學者、專家彼此切磋交流，並藉此提升教
學人員的研究實力。「最近一名四年級護理學學生前往新加坡參與學術會議，取得『最佳論文獎』，可見同學們亦具備
學術研究的潛力。」大學亦會為舊研究室改裝，務求為研究工作創造更佳條件；同時亦會開辦更多研究生課程，孕育優
秀的研究人才。
第四項為設施上的改善。副校長(行政及發展)唐創時教授表示：「硬件方面，必須要提到『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
學院』。大樓的興建工程於2017年12月開始，預計2020年完成，啟用後大學將進一步推動護理學發展，以及開辦其他與
健康、護理相關的課程，以配合香港日趨老齡化的需求。新校舍亦會為同學提供更寬廣適意的校園環境，大樓並加入了
環保元素，響應綠色生活。」
最後一項是優化行政、財務及人事管理，同事之間的溝通亦會加強，從而提升服務質素。

展望將來 充分準備

■大學首批共46名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畢業。

雖然全港應考文憑試的學生人數因為人口結構改變而下
跌，但黃校長透露公開大學的報讀人數並沒有隨之而下降，原
因在於大學提供培育本港所需人才的課程，吸引同學報讀。黃
校長希望來年大學可以取錄更多優秀的學生，包括本地及非本
地生，以期在人口下降的情況下，減少對收生的影響，大學亦
會作出充分的準備，不論在教學、服務或行政上都會進一步提
升。「在迎接創校三十周年之際，公開大學將一如既往，堅持
提供優質的大學教育，讓畢業生將來在社會中有所作為，貢獻
香港。」

孔子曰：「三十而立。」人生三十歲正是風華正茂之年，亦是確立
自己人生目標和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對公開大學而言，三十周年是
一個重要里程碑，見證大學的蛻變與成長，記錄每一位公大人的拼搏
與努力，為未來發展奠下穩健根基；三十周年亦是邁向另一個嶄新階
段的開端。展望未來，在大學同人的群策群力下，我有信心公開大學
將繼續力求創新，致力提升學術水平及教學質素，為學生開拓更廣闊
的發展空間，在未來歲月再上層樓。

▲學術研究是大學未年五年的其中一項發展重點。

▲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落成。

▲大學首次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招收學
生入讀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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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校舍 增繕設施 提供更佳學習環境
第二期校舍擴建工程完工

遷入何文田永久校舍

1996

葵興教學中心揭幕

2013

2009

賽馬會校園落成啟用

2014

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興建工程竣工

2020

香港公開大學概覽
研究所

學院

•國際商業及管
治研究所
•創新科技與持
續發展研究所
•開放及創新教
育研究所
•雙語教學研究
所
•數碼文化與人
文學科研究所
•田家炳中華文
化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院
學院
•李兆基商業管理
•教育及語文學院
•護理及健康學院
•科技學院

學術課程
學
術課程
•學士學位課程：86
•碩士學位課程：35
•博士學位課程：3
•JUPAS# 課程：34
•SSSDP*課程：12
(2018/19學額：1,040
2019/20學額：1,150)

畢業生人數
逾120,000

學生人數

交流及實習

獎學金

•學生總數：19,415
•全日制學生人數：10,392
•兼讀制學生人數： 9,013

•公開大學獎學金：$5,267,000
•政府自資專上獎學金計劃：
$13,220,000

#
全名為「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全名為「指定專業/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參與學生人數
：逾1,700
•到訪城市：逾
96
•本地及內地實
習機會：
逾2,600

橫跨全年活動 慶祝三十周年
3月

1月

5月

2月

•香港公開大學三十周年校慶啟
動儀式暨員工團年聯歡聚餐
•「MOVIE11 X 公開大學」
學生電影及動畫放映

4月

•親子小型教育嘉年華

6月

•強積金投資講座

•新春暖笠笠：Full-time校
友盆菜宴

•《公大講堂》講座系列

•「MOVIE11 X 公開大
學」學生電影及動畫放
映

•「MOVIE11 X 公開大學」
學生電影及動畫放映

•粵劇晚會 - 戲說紅樓夢

•《公大講堂》講座系列

•國際語言研究協會2019會議

•田家炳體育精神盃@大專三
人籃球賽

•香港數學教育會議 2019

•香港公開大學香港宣明會
饑饉30

•創意藝術畢業展
•ACMHK大學生程式設計競賽 2019

8月

9月

7月
•《公大講堂》講座系列
•《公大講堂》講座系列
•2019 開放及創新教育國際會議
•「製作機械人」親子工作坊(校
友活動)

•公大開放日
•Alumni Café @公大開放日
•圖書館開放參觀
•圖書展覽 – 三十年來
公大人的寶藏
•開．創．禮：公大學生展創意

香 港公開大學

w w w . o u h k. e d u . h k

i nfo @ o uhk . e du. hk

10月
•中醫護理座談會

11月

12月

•三十周年教職員開心之旅

•創新護理教學科技座談會

•有機農場體驗遊 (校友活動)

•《公大講堂》講座系列
•第十五屆亞洲資訊檢索國際
會議

•校慶晚宴
•國際商業及管治研究所年度交流
會議︰國際商業、創新管治專題
研討會
•教職禮讚

網址：www.30anniversary.o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