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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致力開辦多元化課程助學生實現升學夢想

幼兒及基礎教育部
變革中推動幼教專業發展

幼兒及基礎教育部著力師資培訓，過去十年配合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協助
提升幼稚園教師及校長資歷，多年來為社會培育出不少優秀的幼教工作者，
為職前的及在職的提供專業訓練，並為幼教機構提供校本培訓課程。學部又
負責營運本港首間附屬於大學的幼稚園——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以作
教研平台。

SCE副院長（課程拓展）暨幼兒及基礎教育

總監李南玉博士表示，面對21世紀的快速變

遷，學部致力從多方面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過去曾推出不少既創新又照顧業界需要的師

訓課程 ── 1999年推出全港首個專為在職

幼師而設的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2008年開辦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並與浸大

教育學系合辦教育碩士（幼兒教育專修）課

程。為配合新高中學制，學部亦於2012年開

辦四年全日制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榮譽）

學位課程，供中學文憑試畢業生報讀。

與不同機構合辦交流活動
除了提供各式各樣的師訓課程，學部還與

不同的機構合辦多項交流活動，譬如2017年

因應幼稚園課程指引增設「 大自然與生活 」

單元，學部就與漁農自然護理署、濕地公園

和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合辦活動，製作教材

以輔助幼師教學。同年，學部更協助香港教

育局與世界幼兒教育聯會，聯同香港五所大

學攜手舉辦「 世界幼兒教育聯會亞太區研討

會 」，邀請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逾千名專家

和學者，就不同幼教議題分享心得。今年12

月，學部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

資助局撥款，舉辦以推廣大自然為主題的

「 思考、探索：共襄自然為本之幼兒教育研

討會」。

為教師家長提供支援
李博士又透露，學部正計劃跟社工、言語

治療師、心理學家及職業治療師合作，為前

線幼稚園教師和家長提供支援，以助其及早

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也為教師制訂

教學策略以應對和照顧這些孩子；希望透過

家校合作，幫助學童融入幼稚園的學習生

活，推動共融。展望未來，學部將貫徹關愛

與創新並行的原則，緊貼教育界的最新發

展，關顧業內的需要，不斷創新求變，提供

更多切合社會需求的培訓及支援服務。

何鳳貞
‧兼讀制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及

幼稚園校長證書課程（中文授課）畢業生

‧現職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校長

「 SCE是少數有系統地提供在職幼師培訓

的院校，由高級文憑到學位以至校長證書課

程，全面照顧幼師在不同事業發展階段的進

修需要。 」何鳳貞期望學院未來繼續為幼教

行業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創辦本港首間附屬於大學的幼稚
園——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國際學院位於沙田、面積達30,000
平方米的浸大石門校園落成啟用。

‧開辦浸大首個護理
學學士（榮譽）學
位課程，浸大獲刊
憲為註冊護士訓練
學校。

‧開展「『 賽馬會多元出路計劃 』
鼓掌——創新教育歷程」

身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知識不
斷更新，惟有持續進修，終身學習，才
能迎接時代變革帶來的挑戰。香港浸會
大學持續教育學院（SCE）成立以來，
一直以推動高等及持續教育為目標，緊
貼社會發展，積極透過開辦多元化的課
程，滿足社會各界人士的學習需要，為
本港各行各業培育優秀人才。今年是
SCE成立45周年紀念，標誌學院邁向
另一里程。

香港浸會大學 持續教育學院 周年45

SCE成立45年來，發展一日千里，全日制學生人數約6,000人，全職員工
人數超過400人。學院目前共有四大學部，各有分工，專注營辦涵蓋不同類
別和程度的課程，以滿足各界人士的學習需要。SCE院長鍾志杰教授表示，
今年不但是SCE 45周年紀念，亦是轄下國際學院（CIE）和浸大附屬幼稚
園成立20周年誌慶，因此別具意義。作為浸大一分子，SCE一直秉承大學
的辦學理念，提倡全人教育與終身學習，不但關注學生的發展和需要，同時
敢於創新，因應社會需求推出嶄新課程與升學渠道。為宣揚這兩方面的特
質，院方特別以「We Care（關愛）‧We Create（創新）」作為45周年誌
慶主題。

關愛創新並行 機遇中開拓新里程

與社會同行
鍾院長稱，SCE一直致力將關愛和創新精

神體現於課程發展之中。以關愛為例，學院

期望同學追求學業成就之餘，亦要關心社

會，故此於不少全日制課程中注入服務學習

的元素，亦鼓勵同學積極參與不同種類的義

務工作，與社區同行。今年因應疫情影響，

院方更推出總額高達港幣 140 萬元的疫

「 晴 」伴行獎學金，供自資學士及副學位課

程的一年級新生申請，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並藉此鼓勵同學以正面的態度應對挑戰，在

逆境中自強學習。

高瞻遠矚創先河
創新方面，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學院預視

到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自90年

代已與澳洲西悉尼大學（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合作，率先在港開辦一系列與

醫療健康相關的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以及

專為護理人員而設的醫療輔導專業文憑課

程。隨著中醫治療愈見普及，SCE亦在97

年成立中醫藥專業教育中心，並開設本港首

間由大學（浸大）與醫院（香港浸信會醫

院）合辦的中醫藥診所，及至2000年更推

出兼讀制中醫藥學位課程，開本地中醫藥高

等教育的先河，亦為日後浸大中醫藥學院的

成立奠定基礎。

提升教研質素 豐富學習體驗
展望未來，鍾院長指SCE將繼續貫徹關愛

和創新的方針，致力按社會需要發展多元課

程；提供更多工作實習和海外交流機會，豐

富同學的學習體驗；推動學術研究，創造知

識；精簡行政程序，提升政策執行效率；並

充分發揮自資院校的優勢，更靈活及具彈性

地迅速回應社會的轉變。

同心攜手 再創高峰
鍾院長表示，SCE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各

持份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衷心感謝大學、

諮詢委員會、贊助人及業界合作夥伴多年來

對我們的支持，令學院持續進步，在教研和

人才培育等方面力臻完善。 」他讚揚教職員

用心教學，默默耕耘，為學生無私付出，並

寄語各同學與畢業生，努力發揮自己獨有的

才華，在所屬領域和專業發光發亮，凝聚彼

此力量，貢獻社會。

1980年 1997年

2012年2020年

‧開辦幼兒教育學教
育學士（榮譽）學
位課程

2006年

‧開辦高級
文憑課程

2014年

▲鍾志杰教授指SCE未來將繼續發揮關愛與創新
精神，為大眾提供更多元化、更優質的學習機會。

▲學部營運本港首間附屬於大學的幼稚園

▲學部為全日制的幼兒教育學員提供海外交流機
會，全方位培育幼教人才。

護理教育部
完善配套培育護理精英

護理教育部成立於2018年，專責提供護理培訓及進修課程。學部總監梁淑琴
博士指，雖然相對於其他學部，護理教育部成立的日子尚短，但學院早在90
年代初已跟澳洲西悉尼大學合辦護理學士及碩士課程，累積了豐富的護理教育
經驗。

香港人口老化，大

眾對醫療護理服務需

求日增，護理行業出

現人才短缺。有見及

此，SCE兩年前特別

成立護理教育部，並

於去年開辦浸大首個

五年全日制護理學學

士（ 榮譽 ）學位課

程，為有志投身護士

專業的年輕人提供升

學機會，同時為護理行業培育新血。該課程

獲香港護士管理局審批認證，亦得到業界的

鼎力支持，學員可在公私營醫院及社區醫療

機構實習，汲取在不同醫療環境中服務社群

的前線經驗。有見中醫在香港醫療體系中所

扮演的角色愈趨重要，課程亦加入中醫藥護

理的單元，讓學生自由選讀。這兩項設計均

是課程創新之處，亦比本港其他同類型護理

學課程較為優勝。配合課程，學部亦設立四

間護理實習室，設計參照私家醫院的規格，

配備先進模擬系統，助學員掌握臨床實踐操

作的技巧。

不同渠道助護理從業員進修
除了學位及碩士課程，學部亦將提供短期

專業證書和培訓課程，讓在職醫護人員修

讀，助其提升不同範疇的專業知識，如中醫

護理、臨護理技巧及護理教學等。課程學

習以外，學部亦定期舉辦專題講座，針對不

同的醫護議題，邀請相關範疇的專家分享心

得，助醫護從業員掌握最新知識。

梁博士表示，護理工作以人為本，護理人

員不但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還要有同理

心和關愛精神。學部未來會提供更多不同類

型的學習體驗，以加強學員同理心、靈性以

至關愛精神的培育，並會跟非牟利組織及團

體合作，舉辦一系列的服務學習活動，鼓勵

同學參與其中，以所學服務社會，關顧弱勢

社群。

黃樂彤
護理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學員

「 課程最特別之處是有機會到公私營醫院

實習，這是其他同類型課程未能比擬的，相

關經驗有助增強個人競爭力。 」黃樂彤期待

學成畢業後能一展抱負，以註冊護士身份到

醫院工作，並朝兒科方向發展。

▲護理教育部去年開辦浸大首個全日制護理學課程，為行業培育新血。

▲學生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同理心，增強社會責任
感。

國際學院
助年輕人實現大學夢想

SCE為響應政府普及專上教育的目標，於2000年成立全港首間開辦副學士
學位課程的自資學院 —— 國際學院。CIE成立以來，在課程種類、銜接升
學，以至校園設施及學習資源等方面，發展愈趨成熟和完備，在SCE的課程
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浸大國際學院總監吳志榮博士表示，CIE在

過去20年間發展迅速，由最初只有200多名

學生，擴展至今天學生人數接近4,000；副學

士課程亦發展到今天有29個專修科，涵蓋人

文及語言學、商學、傳理學、應用科學及社

會科學五大範疇。

課程及教學質素優良
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始終有限，CIE

透過開辦副學士課程，為有志繼續升讀大學

的年輕人提供多一條升學出路。CIE副學士其

中一項優點為優良的課程及教學質素，課程

在浸大政策及質素保證架構統轄下，畢業證

書均由浸大頒授，對日後升學及就業更具競

爭力。院方為迎合學生不同的興趣和需要，

不斷增辦新課程和開拓更多元化的銜接升學

渠道，如與浸大各學院合辦自資學士學位課

程，並推出「 2+2 」升學銜接模式。中學畢業

生可以四年時間，先在CIE完成兩年副學士課

程，及後銜接升讀學士學位課程，以兩年時

間取得由浸大頒發的學位。學生亦可選擇海

外升學，學院與多間海外夥伴大學簽訂了銜

接協議，為學生提供多元升學選擇。CIE副學

士畢業生升學率一直高企，去年更高達九成，

當中接近四成升讀政府資助學士學位課程。

CIE貫徹浸大全人教育的理念，以學生為

本，助他們發展多元技能。吳博士稱，導師

不但教學用心，亦非常關顧學生在學習和個

人成長方面的需要，亦師亦友的融洽師生關

係，讓很多同學在畢業後多年仍與老師保持

聯繫。展望未來，吳博士指，CIE會繼續開辦

對應社會發展以及人力資源需求的課程，為

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機會。同時舉辦更多元

化的學生發展及課外活動，讓學生透過體驗

式學習，實踐所學，全方位發揮潛能。另

外，院方亦會投放資源，提升校園和教學設

施，為學生營造更優良的大學學習環境。

梁妙怡
‧國際學院校友

‧現職商業電台項目總監

「 老師與學生關係融洽，他們不但熱心教

學，更積極為同學尋找課堂以外的學習機

會。 」畢業多年，梁妙怡仍然心繫母校，去

年起更擔任CIE的兼任講師，期望以自身經

驗及所學啟學弟學妹。

▲學院透過開辦副學士課程，為高中畢業生提供
升學途徑。

▲學院舉辦多元化活動，為學生營造多姿多采的
校園生活。

持續及專業教育部
多元課程配合社會發展

持續及專業教育部提供的課程相當多元化，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以迎合社會
上不同人士的進修需要為最終目標。

持續及專業教育總監孫敏宜博士表示，學

部的服務對象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高

中學生和中學文憑試畢業生，所辦課程多為

日間修讀，包括應用學習課程、毅進文憑、

大專基礎教育文憑、高級文憑，以及與海外

大學合辦的銜接學位課程等，以鞏固學習基

礎、繼續升學與加強就業裝備為主要原則。

各項課程涵蓋不同程度，互相銜接，以便學

員拾級而上，逐步取得高等學歷。第二類服

務對象是各行各業的在職人士，所辦課程主

要為協助他們自我增值，透過持續進修提升

專業水平和競爭力，在所在領域尋求更高成

就或轉行發展。課程一般為晚間修讀，涵蓋

短期課程、證書、文憑及企業培訓。

課程受進修人士歡迎
歷年來，學部推出不少深受進修人士歡迎

的課程。以設計範疇為例，由於學院早在

1980年已成立寶石學中心，營辦寶石學課程

已累積了接近40年經驗，學部的珠寶首飾設

計及製作證書、珠寶首飾設計文憑與鑽石專

業證書可說是有口皆碑，而強調創意思維與

視覺文化的時尚商品展示設計專業文憑亦一

向多人報讀。至於有助考取專業資格的實用

課程如體適能導師證書、職業安全及健康專

業文憑等更是眾多進修人士的熱門之選。另

外，留意到社會上對樹藝、園境管理等人才

的需求正不斷增加，學部亦有意開辦相關課

程，供有興趣人士修讀。

致力提升課程水平
孫博士透露，學部未來會不斷提升現有課

程水平，並增辦更多不同類型和程度的課

程，供年輕人及在職人士選擇。針對高中

生，學部會積極推動職業專才教育，構建更

完整的升學階梯。在職人士方面，學部去年

推出一系列達資歷架構第五級的專業文憑課

程，未來會繼續增辦，讓有志進修的在職人

士選讀。

曾皓權
管理學高級文憑（運動與健康生活 ）學員

「 課程除教授運動理論、營養學知識以至

籌辦活動的技巧外，亦設有會計原理、市場

營銷等單元，既實用又全面。 」曾皓權期望

畢業後升讀運動科學學士課程，並以成為運

動教練或體育教師為事業目標。

▲在職人士透過持續進修提升專業水平

錢校長指，SCE以自資形式開辦課程，在課程設計和規劃方面

享有更大彈性和靈活度，可針對社會的需要，開辦大學本部未有

提供的課程。大學本部與SCE各有分工，相輔相成，令大學教育

體系覆蓋的範圍更廣、更全面。SCE的課程由大學的教務議會監

管，確保辦學質素；而SCE開辦的學士學位及副學位課程，相關

學歷更由浸大頒授，這正是SCE的獨特之處。

今年是SCE成立45周年，標誌學院發展邁向新里程。錢校長

期望學院承先啟後，繼續在課程發展方面發揮靈活自主的優勢，

並如浸大強調創意、關愛及國際化的願景一樣，不僅立足香港，

還須放眼世界，因應社會的轉變和進修人士的需求，在未來推出

更多元化和適切的課程，為推動香港以至區內的高等及持續教育

發展作更大貢獻。

成立SCE作育英才
推動社會發展

SCE成立於1975年，前身為大學的校外課程部，直
到1990年正式升格為學院，在浸大的發展過程中擔任
重要角色。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教授表示，上世
紀70年代，香港提供的專上教育機會非常有限，當時
浸會學院仍是私立院校，但已洞察人才對推動經濟發
展的重要，因此成立了SCE，透過開辦短期和兼讀制
課程，為社會人士提供進修機會。自此，SCE貫徹這
個原則，因應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與時並進，積極開
辦不同類型的課程，回應社會人士對進修的需求。

特約專輯

里程紀要里程紀要

▲學部營辦寶石學課程已接近40載，歷年來不少
學員均在公開比賽中獲獎。

◀錢大康教授
指，大學本部
與 SCE 各有
分工，相輔相
成，令大學教
育體系覆蓋的
範圍更廣、更
全面。

1999年

45周年網頁 45周年短片

‧位於浸會大學道
校園、樓高12層
的持續教育大樓
落成啟用。

▲（左起）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學務總監胡琬瑛女士、持續及專業教育總監孫敏宜博士、副院長（課程拓展）暨幼兒及基礎教育總監李南玉博士、
院長鍾志杰教授、副院長（資源拓展）暨行政總監曾瑞強博士、護理教育總監梁淑琴博士與國際學院總監吳志榮博士。

▶
◀

▶ ▶ ▶
◀◀◀◀◀

‧成立中醫藥專業
教育中心

‧開設本港首間由
大學（浸大）與
醫院（香港浸信
會醫院）合辦的
中醫藥診所

．成立寶石學中心

．成立校外課程籌
備委員會，並將
4月25日訂為創
院紀念日。

◀
1975年

‧成立國際學院，
提供浸大副學士
課程。

2000年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