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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感謝質素保證局（質保局）對理大教與學質素的核證。理大一向致

力為學生提供優質專業教育，對於評審小組認同我校有關質素保證的長期傳統及根深柢固

的文化，並認為程序穩固健全，極感欣慰。令我們尤其欣喜的是評審小組確認理大的專業

認可課程 “質素優良，有利於畢業生升學就業”。 

我們相信核證的真正價值，在於使我們有機會對質素保證工作進行嚴格的檢討，從而可以

不斷作出改善。評審小組的專家評語及有益建議，使我們能夠從全新的角度檢討理大現行

的政策、程序和做法，並探討進一步提高學生學習質素的方法，對此我們深表感謝。理大

十分重視核證的結果，為嚴格跟進評審小組的贊同項目與改善建議，制定了工作計劃。我

們很高興在此報告，就評審小組在核證報告中所關注的各個項目，理大已取得重大的進

展。

本進度報告分為以下四部分：

• 跟進質保局建議及贊同項目的進度摘要

• 跟進質保局建議項目的詳細報告

• 跟進質保局贊同項目的詳細報告

• 補充資料

跟進質保局建議及贊同項目的進度摘要 

我們玆將理大在過去十八個月以來，就質保局核證提出的改善建議及贊同項目所取得的進

展，分别在表 1 和表 2 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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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跟進質保局建議項目的進度摘要 

 

 建議 跟進措施 

1 檢討大學本部的教務委

員會和質素委員會與專

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教

務委員會和質素委員會

的角色和關係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修訂了管治和質素保證架構，2011
年 12 月獲大學教務委員會審批通過；全面的實施安排

在 2012 年 6 月獲大學教務委員會批准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教務委員會改稱為專業及持續教

育學院院務委員會，並成為大學教務委員會轄下委員會

之一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教務策劃及質素委員會廢止，其

職責由新成立的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務委員會以及學

院教學委員會承擔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教務策劃以及質素保證將由大學

的教務策劃委員會及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監管 

2 培養並深化嚴格的自我

檢視風氣 
• 各學系須繼續在年度運作計劃書中對其表現作嚴格的自

我檢視，並為每六年進行一次的學系檢視提供一份自我

檢視報告作為檢視的依據 

• 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於 2012 年 11 月審批通過以年

度運作計劃制度代替現有的年度工作計劃書及年度質素

保證報告 

• 修訂質素保證手冊，要求各學系在對學系檢視報告的回

應中，必須包括計劃如何落實檢視小組提出的改善建

議；計劃進度由所屬學院的院長監察 

3 釐清專業及持續教育學

院 校 董 會 的 角 色 及 職

責，以及與理大校董會

的關係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學院院務委員會成為大學教務委

員會轄下委員會之一，令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直接受到

大學校董會及大學教務委員會的監管 

• 大學校董會部分成員兼任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的

校外成員，以加強聯絡和監察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事務將納入校長向大學校董會呈

交的報告之內，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討論 

4 制定全校適用的策略，

確保該校的主要運作範

疇與審慎挑選的課程及

院校進行基準比較 

• 通過加強在學系檢視時對基準比較的要求來鞏固學系及

課程現有的策略，並更清楚列明委任學系學術顧問及挑

選對象和同類課程作基準比較的準則 

• 成立新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及學院顧問委員會，為理大及

學系提供額外的基準比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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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理大的教職員委任和擢升制度，規定必須包括來自

海外知名院校的校外諮詢人的意見，作為對教職員的質

素的基準比較

• 通過在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設立學術顧問制度，對學院

的課程及其內容質素作更有系統的基準比較

• 在評審教學支援部門的過程中包括校外專家，加強對此

等部門的基準比較要求

5 檢討現時採用的表現指

標

• 教學委員會於 2012 年 3 月審批通過在 2012/13 至

2014/15 之三學年期間推行新的大學學習成果評核計劃

• 成立專責小組以檢討及修訂現行的學系表現指標供質素

委員會（教學部門）討論；修訂指標將與教員年度表現

獎勵計劃掛鉤

• 為非教學部門設立新的年度報告及工作計劃書制度

• 所有非教學部門須制定一套與理大的使命一致、並反映

該部門的工作成效是否符合大學預期的主要表現指標

6 制定和推行全面的綜合

方法，協助學生培養畢

業生應有特質，並評估

他們是否具備這些特質

• 教學委員會於 2012 年 3 月審批通過了一套綜合計劃，

以協助學生培養畢業生應有的特質，並已指示各學系和

教學支援部門執行

• 教學委員會審批通過在 2012/13 至 2014/15 之三學年期

間推行新的大學學習成果評核計劃；實施安排已取得顯

著進展

7 所有課程均須在籌劃和

審批過程中邀請校外人

士提供意見

• 理大本部學系的所有課程的籌劃及審批過程已有邀請校

外專家提供意見

• 新規定課程評審委員會須包括一名校外專家

• 在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設立學院顧問委員會及學術顧問

制度，加強校外專家在學院的課程發展和審批過程中的

參與

8 採用可靠一致的監察措

施，確保所有課程達到

相同的學術水平

• 理大已設有質素保證系統及程序，確保並監察所有學系

的課程（包括本地和境外課程）達到相同的學術水平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質素保證制度盡量依循理大本部

的制度，以確保政策及程序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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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問卷調查外，還應研

究其他策略收集學生意

見 

• 調查理大現時收集學生意見的做法，並參考國際經驗 

• 於 2012 年 5 月舉辦論壇，邀請學系和教職員就此議題

討論和交流經驗 

• 要求所有本科課程設立學生─教職員諮詢小組 

• 教學委員會在 2012 年 10 月通過如何收集和使用學生意

見的指引，並已指示學系及教職員依循 

 

表 2：跟進質保局贊同項目的進度摘要 

 贊同 跟進措施 

1 推行新管理架構 • 新管理架構已如計劃推行 

• 2010 年 6 月成立工作小組以檢討大學教務委員會以及

校長轄下各委員會及諮詢小組的架構；2011 年 6 月教

務委員會通過修訂建議 

2 把學生取得課程學習成

效的數據納入年度課程

檢討內，加強檢討的效

用 

• 各學系已推行課程學習成果評核計劃，並將評核結果

納入年度課程檢討報告內 

• 鑒於大學正於 2011 年檢討及簡化質素保證程序，各學

系該年無須在年度質素保證報告中呈交年度課程檢討

報告 

• 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在 2012 年 11 月通過年度運作

計劃制度 

3 在制定課程時注意學科

和專業的新趨勢及區內

獨特情況，幫助學生和

畢業生做好準備，在香

港境外從事專業工作 

• 在大學層面新設立國際顧問委員會 

• 設立學院顧問委員會 

• 在理大新一輪的策略發展計劃中制定具體的策略，以

協助學生為在香港境外從事專業工作做好準備 

• 成立就業服務處 

4 致力制訂切合課程目標

及預期學習成效的評核

程序 

• 通過學院院長、系主任，以及各學院和學系教學委員

會，致力推動及督促學系及教員實施與預期學習成效

一致的評核方法 

• 教學發展中心就評核的各個方面為教員舉辦工作坊，

並提供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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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質保局建議項目的詳細報告 

R1 建議 1 

質保局建議理大檢討大學本部的教務委員會和質素委員會與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

教務委員會和質素委員會的角色和關係，確保該學院開辦可獲理大頒授學位的課程

水平等同理大本部課程的水平，並且妥為監察這些課程。 

R1.1 理大完全接納質保局評審小組此一建議，並已參考理大本部學系的管治及質素保證

架構和系統，對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進行了相應的檢討，建議改善其管治及質素保

證架構。建議獲校長行政委員會同意，並在 2010 年 12 月 15 日舉行之第 73 次大學

教務委員會會議上批准 [補充資料 1]。由於此等修改，大學教務委員會轄下某些委

員會以及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務委員會的組成和職權範圍也作出了相應的檢討。

全面的實施安排亦獲大學教務委員會在 2012 年 6 月 7 日召開的第 75 次會議上批准 
[補充資料 2]，並於 2012 年 9 月起執行。 

R1.2 在新架構下，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教務委員會改稱為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務委員

會，並成為大學教務委員會轄下委員會之一。新的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務委員會

與理大其他學院的院務委員會有相同的角色和責任，負責監管學院內部所有與學術

相關之事務，包括質素保證和課程規劃及評審。 

R1.3 為與理大本部其他學院的質素保證架構和程序保持一致，並避免與大學的質素委員

會混淆，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舊有的教務策劃和質素委員會已被取消，其職責將由

新成立的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院務委員會及學院教學委員會承擔。至於專業及持續

教育學院的教務策劃和質素保證，則由理大的教務策劃委員會及質素委員會（教學

部門）監管。 

   

R2 建議 2 

質保局建議理大培養並深化嚴格的自我檢視風氣，確保全校各部門都精益求精，不

斷改進。 

R2.1 通過嚴格的自我檢視來不斷改進是理大質素保證架構的基本精神。一如過往，理大

會繼續要求各教學和支援部門在每年的工作／運作計劃書中，對過去一年的表現作

嚴格的自我評估，並依期為每六年進行一次的學系檢視（教學部門）或部門評審

（非教學部門）提交一份自我檢視報告，作為檢視或評審的依據。 

R2.2 在質保局核證後，理大檢討了過去要求教學部門遞交年度工作計劃書、年度質素保

證報告、學系人事計劃書等制度，以便精簡質素保證程序，加強自我檢視的風氣。

檢討結果建議過往的年度工作計劃書及年度質素保證報告改由年度運作計劃制度取

代，並已獲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在 2012 年 11 月召開的第 24 次會議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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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制度下，各學系仍須對過去一年的表現作嚴格的自我檢視，並以之為基礎來規

劃未來一年的工作和人力需求。 

R2.3 此外，我們亦對已完成一半的第一輪學系檢視作出了中期檢討。為加強不斷改善的

風氣，理大要求各學系在對學系檢視報告的回應中，必須包括計劃如何落實檢視小

組提出的改善建議。各學系制定的改善計劃由所屬學院的院長監察，並在下一次檢

視中跟進。為協助推行這一程序，理大制定了一個標準報告格式 [補充資料 3] 以方

便各學院向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提交轄下學系的檢視報告。該標準報告格式已

獲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通過，並由 2012/13 學年起使用。 

   

R3 建議 3 

質保局建議理大釐清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的角色及職責，以及與理大校董會

的關係，並研究兩者的關係對該學院的整體學術管治有何影響。 

R3.1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是理大全資擁有、自負盈虧的附屬機構，其成立旨在提供專上

程度的專業及持續教育。如上述我們對改善建議 1 的回應，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

管治和質素保證架構經修改後，其院務委員會自 2012 年 9 月起已成為大學教務委

員會轄下委員會之一，令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直接受到大學校董會及大學教務委員

會的監管。 

R3.2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的職權範圍、組成和成員可見於 [補充資料 4]。為加強

大學校董會對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工作的聯繫和監察，大學校董會其中兩名成員會

由校長同時委任為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的校外成員。此外，部分理大高層管

理人員也是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的成員，其中三位亦同時是大學校董會成

員。 

R3.3 另外，新的管治及質素保證架構實施後，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相關事務亦會納入

校長定期向大學校董會呈交的報告之內，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討論。 

   

R4 建議 4 

質保局建議理大制定全校適用的策略，確保該校的主要運作範疇，包括所有學術課

程和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開辦的課程，與審慎挑選的同類型本地和國際課程及院校

進行基準比較。 

R4.1 理大過去已有策略，透過下列的質素保證機制和程序，為各教學部門和課程提供基

準比較： 

• 學系學術顧問制度 

• 學系檢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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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籌劃、評審、監管及檢討程序 

此外，理大多個課程亦已獲得相關的法定及/或專業團體認可。 

R4.2 透過這些程序，理大已有系統地向任教於聲譽良好的本地及海外高等院校的知名學

者，以及工商業和專業機構的代表收集意見和反饋，以確保理大課程和畢業生的質

素和水平，與本地及國際院校同類課程相若。理大將繼續努力推行這方面的工作。

R4.3 惟理大亦贊同質保局關於審慎挑選課程、學系和/或院校作基準比較的建議。質素

委員會(教學部門）於 2012 年 9 月 13 日的會議決定在學系檢視時要多作基準比

較。具體議決如下： 

• 挑選基準比較對象時，應以同類課程、學系或院校的整體國際排名，被挑選學

系的學術及/或研究實力，以及其他特殊因素等為原則。選作基準比較的課程和

院校一般都應具有較高的學術和專業地位。 

• 於同類型院校中至多可以選擇三項同類課程作基準比較。 

• 作基準比較的項目應包括學系規劃、組織架構、課程、學生質素、學生學習經

驗及成果、學生支援架構等等。 

就此，理大已在質素保證手冊內有關學系檢視制度的指引中作出相應修改 [補充資

料 5]，並已指示各學系依規定執行。 

R4.4 此外，理大亦以下列方法加強課程和教職員質素的基準比較機制： 

• 於大學層面設立新的國際顧問委員會，為理大的重點策略和發展方向提供國際

視野 [補充資料 6] 。 

• 設立新的學院顧問委員會，為學院的整體規劃和發展提供建議，並對學院的工

作進行基準比較 [補充資料 7] 。 

• 修訂理大的教職員聘任和擢升制度，規定在過程中必須包括從海外知名院校委

任校外諮詢人，通過徵詢他們的意見，對教職員的質素作基準比較。 

R4.5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的管治及質素保證架構經 2012 年 9 月修改後，凡獲頒理大專

業進修學院學術資格的課程，其籌劃、核准及檢討程序，必須與大學本部一致，並

有系統地諮詢校外意見，作為對課程及其內容質素的基準比較。此外，專業及持續

教育學院亦已如大學本部的學系一樣，設立學術顧問制度，委任其他知名大學的學

者在廣泛學科的基礎上，監察學院的課程和其他與學術相關的事務。學院轄下的兩

個教學單位 ─ 香港專上學院和專業進修學院 ─ 亦須每六年一次接受學系檢視。 

R4.6 理大亦確定要對教學支援部門的運作進行基準比較。質素委員會（非教學部門）已

於 2011 年 8 月修訂非教學部門的評審架構，授權負責監管該部門的高層管理人員

可視乎需要，在香港或海外委任一名或以上有相關經驗的校外人士加入評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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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7 另外，新修訂的教學支援部門的年度報告與工作計劃書制度（詳情見 R5.5 段）建

議此等部門參照現有的國際基準，以制訂各自的質素比較基準。目前，理大部份教

學支援部門，如資訊科技處及物業管理處，已採用多種不同的基準作比較，其中包

括 EDUCAUSE 核心數據1及學生滿意度調查、專上教育設施管理協會數據2等。 

   

R5 建議 5 

質保局建議理大檢視現時採用的表現指標，確保這些指標配合教與學計劃的預期成

效，並符合理大對各教學及支援部門的期望。 

R5.1 為評估學習成果是否達標，理大自 2009/10 學年起試點推行由兩個層面組成的大學

學習成果評核計劃，以收集學生學習成果的數據和例證，作為持續提升成效的依

據。 

R5.2 根據上述計劃，各學系和課程須同時實施課程學習成果評核計劃，並將收集到的數

據納入年度課程檢討報告之內。 

R5.3 根據上述試點計劃所取得的經驗，教學委員會及成果為本教育工作小組 在 2012 年

3 月 9 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上，為新實施的四年制本科學位課程制定學習成果評核計

劃，並通過於 2012/13 至 2014/15 之三學年期間推行 [補充資料 8]。計劃會因應理

大的《2012/13 – 2017/18 策略發展計劃》中新修訂的畢業生應有特質進行下列評估

活動，以衡量各方面學習成果。 

• 在四年制本科課程內的專業及大學一般要求科目內實施學習成果評估 (Course-
embedded Assessment) 

• 畢業生的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ELTS) 成績 

• 大學學習成果評量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 

• 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 

• 學生全人發展自我評估量表 (Students’ Self-Assessment of All-Rounded 
Development)  

• 校友調查 

• 新生調查 

• 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 

• 僱主調查（引用教育局的調查數據） 

理大會檢視各項評估所收集到的數據，以及各教學部門的表現指標，以衡量達至預

期學習成果的成效，並作為改善的指引。 

                                                            
1 EDUCAUSE 核心數據：EDUCAUSE Core Data，網址：http://www.educause.edu/research‐and‐publications/research/ 
core‐data‐service 
2專上教育設施管理協會數據：Tertiary Education Facilities Management Association Data，網址：http://www.tef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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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5.4 理大亦檢討了現時用來衡量教學部門表現的量化指標。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為

此成立專責小組，以修訂現行的指標，使更能反映畢業生應有特質和學習成果。小

組預期在 2012 年 12 月提交建議，供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討論及通過。新修訂

的表現指標通過後將與教職員年度表現獎勵計劃掛鉤。 

R5.5 理大也為非教學部門設立了新的年度報告及工作計劃書制度，以取代年度工作計劃

書及年度質素保證報告等制度。新制度要求所有非教學部門制定一套用來衡量其主

要績效的表現指標。指標須與理大的使命一致，並能夠反映該部門的工作成效是否

符合大學的預期。各非教學部門的主要表現指標已獲負責監管該部門的高層管理人

員接納，並於 2012 年 5 月起生效。（另見 R4.7 段） 

R5.6 所有非教學部門在年度報告和工作計劃書中，須依據其主要表現指標來嚴格檢討各

項工作和進度。這套指標亦會在每六年一次的部門評審中成為衡量表現的主要工

具。 

   

R6 建議 6 

質保局建議理大制定和推行全面的綜合方法，協助學生培養畢業生應有特質，並評

估他們是否具備這些特質。 

R6.1 因應質保局此一建議，我們依據修訂的理大使命及畢業生應有特質，並諮詢教學部

門及相關教學支援單位，為新實施的四年制本科課程制定了一套綜合計劃，以協助

學生培養畢業生應有的特質。計劃已獲教學委員會及成果為本教育工作小組在

2012 年 3 月 9 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上通過 [補充資料 9]。 

R6.2 綜合計劃簡要列明理大如何透過正規和非正規的課程，培養具批判性思維、能有效

溝通、對問題能提出有創意的解決方法、具終身學習精神及專業道德操守的領袖人

才。計劃已傳達各教學部門和教學支援單位，並已開始執行。依照計劃建議，各教

學部門須確保每一課程的課内外活動能恰當地幫助學生培養畢業生應有特質，而教

學支援部門則須在年度報告與工作計劃書中，說明為協助培養畢業生應有特質而籌

劃的活動。 

R6.3 如 R5.3 段所述，理大為 2012/13 至 2014/15 之三學年從新制定了大學學習成果評核

計劃，以評估學生是否具備畢業生應有的特質。理大已指示各教學及教學支援部門

依計劃執行，而實施安排亦已取得顯著進展如下： 

• 為配合大學新制定的學習成果目標，理大對沿用的校友調查問卷作出了修訂。

此外，為避免重複調查及減少對校友造成負擔，又整合了以往分大學及學系兩

個層面進行的校友調查。 經修訂的校友調查問卷及實施安排已獲教學委員會於

2012 年 8 月通過，並已於同年 11 月在本科課程開始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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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大已就推行大學學習成果評量制定實施方案，並正設立工作小組研究具體細

節。 

• 大學學習成果評核計劃將包括每年進行一次新生調查，用以研究新生在理大第

一年的學習經驗和投入學習的模式。教學委員會已於 2012 年 10 月通過新生調

查問卷和安排，並於 2012/13 學年試點實施。 

• 理大正在制定新推行的畢業生離校問卷調查。 

   

R7 建議 7 

質保局建議理大規定所有可獲理大頒授學術資格的課程，不論是否須經專業評審，

均須在籌劃和審批過程中邀請校外人士提供意見。 

R7.1 理大所有課程，不論是否須經專業或法定團體認可，在其籌劃、評審與批准過程中

均已有邀請校外人士提供專業意見。唯一例外是少數由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開設而

無須得到專業認可的課程。 

R7.2 為加強課程評審過程中校外人士的參與，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在 2012 年 9 月

13 日舉行的第 23 次會議中，規定所有課程評審委員會必須包括一名校外人士。課

程籌劃、評審和管理指引及規例已作相應修訂，並指示所有學系依規定執行。 

R7.3 如 R1.1 段所述，大學教務委員會於 2011 年 12 月通過修訂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之

管治和素質保證架構，規定所有頒授理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資格的本科課程的籌

劃、評審與檢討過程，均須依循大學本部的制度。按此規定，課程的初步籌劃提議

書須得到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之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校外專家）的支持才能獲得

批准，而課程評審亦須包括校外學術顧問的參與。 

R7.4 大學教務委員會亦於 2011 年 12 月批准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引入一套以廣泛學科為

基礎的學術顧問制度。該制度旨在委任高水平的校外學術顧問就不同問題提供意

見，其中包括質素保證制度、人力和資源需求、學術課程、教與學及評核、學術研

究、顧問與社區服務，以及其他如學術水平、課程發展與評審等相關範疇。學術顧

問亦會協助學院與國際上的同類課程和同等院校進行基準比較。目前已有八名學者

獲委任為學院的學術顧問。 

   

R8 建議 8 

質保局建議理大採用可靠一致的監察措施，確保所有課程，包括在不同地點授課的

課程，達到相同的學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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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1 為確保所有頒授理大學術資格的課程有相同的學術水平，所有理大本部的學院/學
系開設的課程（包括境外課程）均須依循理大的質素保證架構和程序，其中包括設

立學系顧問委員會、委任學系學術顧問、尋求法定/專業團體認可，以及依循課程

籌劃、評審與批准的程序。 

R8.2 大學教務委員會在 2012 年 12 月 15 日舉行的 73 次會議中決定，所有頒授理大專業

進修學院學術資格的本科課程，其籌劃、評審及檢討程序，均須依循理大為本部學

院所訂定的制度。此外，大學教務委員會亦決定在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設立以廣泛

學科為基礎的學術顧問制度。理大相信這兩個機制能確保大學本部和專業及持續教

育學院的課程有一致的質素保證程序。 

R8.3 此外，為保證學系委任學術顧問時有一致的程序和準則，並確保他們在課程質素和

水平的基準比較中充分發揮作用，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在 2012 年 9 月 13 日舉

行的第 23 次會議中同意，學院院長應定期向質素委員會匯報學系委任學術顧問的

情況。同時，學系委任學術顧問的標準也作出了相應的修改，不僅加強了顧問在基

準比較這方面的職能，還加入了“顧問所在院校的同類學術課程之水平”一項，作

為衡量該顧問人選是否合適的因素之一。理大質素保證手冊已就此更新 [補充資料

10]。 

   

R9 建議 9 

質保局建議理大除以問卷調查收集學生意見外， 還應研究其他策略， 以及制訂可

靠和有系統的機制， 知會學生校方因應他們循各種途徑表達的意見而採取的改善

措施。 

R9.1 就此建議，教學委員會和成果為本教育工作小組在 2011 年 9 月舉行的聯席會議

上，決定採取以下的方法，探討如何更有效地收集學生意見以改善學習質素： 

• 以問卷形式調查各學系設立的學生 ─ 教職員諮詢小組的現況，以找出有效可取

的模式； 

• 借鏡國際上對收集學生意見的做法； 

• 於 2012 年 5 月舉辦公開論壇，邀請教職員討論如何更好地收集和使用學生意見

以改善學習，並交流經驗；以及 

• 根據上述活動所收集到的資料，草擬一套收集及使用學生意見的指引 [補充資料

11]。 

R9.2 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舉辦的第 24 次會議上，接受了教學

委員會的建議，要求所有學系為本科課程設立學生 ─ 教職員諮詢小組，作為學生

問卷調查以外另一個收集學生意見的正式途徑。課程籌劃、評審和管理指引及規例

已相應更新，並指示所有學系依規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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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質保局贊同項目的詳細報告 

A1 贊同 1 

質保局贊同理大推行新管理架構， 藉此釐清高層行政人員的角色及職責， 以及加

強制訂政策的能力。 

A1.1 2009 年唐偉章校長上任後，大學校董會通過了新的高層管理架構，並已按計劃逐

步推行。所有高層管理人員的職能及其負責監管的單位，均有明確界定。 

A1.2 由校長在 2010 年 6 月設立的工作小組對大學教務委員會以及校長轄下各委員會和

諮詢/顧問小組的架構進行了檢討。小組就教務委員會轄下各委員會之修訂建議，

已獲教務委員會在 2011 年 6 月 2 日舉行的第 71 次會議通過，並於同年 7 月 1 日起

生效。修訂的內容包括： 

• 恢復設立教務規章委員會； 

• 教學委員會有關訂定教務規章的職能，移交教務規章委員會負責； 

• 因應需要微調大學教務委員會轄下個別委員會的職能及組成；以及 

• 把校長轄下某些委員會及顧問小組的監管，改由有關高層管理人員按其職能範

圍負責。 

更新後的理大組織與管理架構可參閱下列網址： 
http://www.polyu.edu.hk/cpa/poly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

&Itemid=37&lang=en 

A1.3 每名高層管理人員亦會由校長因應其職能範圍，委任為大學教務委員會或校長轄

下之相關委員會或諮詢/顧問小組的主席或委員。各委員會之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已相應更新，並通過大學內聯網知會所有理大教職員，網址為： 
https://www2.polyu.edu.hk/Script/staff/committee/commit.htm 

   

A2 贊同 2 

質保局贊同理大採取措施， 把學生取得課程學習成效的數據納入年度課程檢討

內，加強檢討的效用。 

A2.1 如理大為核證而向質保局呈交的報告所述，各學系在 2009/10 學年須為所有本科課

程試行課程學習成果評核計劃，以收集學生是否已取得預期學習成果的數據，作

為課程檢討及改善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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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為使這方面的工作能持續不懈地進行，理大已在質素保證手冊以及課程籌劃、評

審和管理指引及規例中，規定學系必須把學習成果評核的結果納入年度質素保證

報告所包括之年度課程檢討報告內，供有關高層管理人員評核。 

A2.3 各學系已依計劃在所有本科課程推行學習成果評核計劃，並將結果納入有關的課

程年度檢討報告內。惟鑒於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在 2011 年正考慮精簡年度工

作計劃書、年度質素保證報告和學系人事計劃書等制度，各學系無須在該年的工

作計劃書及質素保證報告中呈交課程檢討報告。 

A2.4 如 R2.2 段所述，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已於 2012 年 11 月通過教學部門以年度

運作計劃書代替原來的年度工作計劃書和年度質素保證報告。因此，包括有課程

學習成果評核結果的年度課程檢討報告以後將透過年度運作計劃書，提交予有關

高層管理人員以作評核。 

   

A3 贊同 3 

質保局贊同理大在制訂課程時注意學科和專業的新趨勢及區內獨特情況，幫助學

生和畢業生做好準備，在香港境外從事專業工作。 

A3.1 理大現時已設有不少機制諮詢校外的意見。在課程籌劃及修訂方面，我們已有學

系顧問委員會、學系學術顧問制度以及在學系檢視小組內包括海外專家等機制來

獲得校外意見。在大學和學院層面，則有成員來自本地和非本地學界、工商界、

專業界及社會其他界別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和學院顧問委員會，分别為大學未來的

方向及學院的課程發展提供更廣闊的視野。此等措施有助理大在制訂課程時能配

合學科的新趨勢和區內的獨特情況。 

A3.2 為幫助學生為日後在香港境外的專業發展做好準備，理大在《2012/13 至 2017/18
策略發展計劃》中列出了具體策略，以協助學生取得香港境外的學習和/或工作經

驗。這些策略包括： 

• 與海外大學和中國內地大學建立關係、簽訂協議，增加外地學生來港及本校學

生到外地交流的機會（教與學主要目的 4，策略（a）） 

• 積極鼓勵及支持所有理大學生到香港以外地區作 少一個月的學習經歷（教與

學主要目的 4，策略（b）） 

• 加强課程的國際視野，提供更多國際交流與實習機會，培養學生成為國際公民

（國際化、品牌建立主要目的 1，策略（b）） 

• 發掘及提供在中國內地進行實習及研究的機會，提升學生的專業能力（參與國

家發展主要目的 1，策略（a）） 

• 發掘及提供在中國內地進行社會服務學習的機會，培養學生成為有學識的、熱

心服務社會的國際公民（參與國家發展主要目的 1，策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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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理大在中國內地的校友及工商界網絡，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及發展事業的

機會（參與國家發展主要目的 1，策略（e）） 

A3.3 理大已指派相關的高層管理人員，為有關策略制定具體計劃和目標，並監察實施

進度。 

A3.4 為幫助學生畢業後在香港或境外從事專業工作做好準備，理大於 2012 年 7 月設立

了就業服務處，負責協調校企協作教育，安排實習，以及為學生提供就業教育和

輔導服務。 

   

A4 贊同 4 

質保局贊同理大致力制訂切合課程目標及預期學習成效的評核程序。 

A4.1 理大一向着重和鼓勵教師採用切合大學預期學習成果的評核方式。理大因此要求

學院院長與學系主任通過下列機制在課程和科目兩個層面監察評核策略是否切合

預期學習成果： 

• 在課程層面 —（a）在課程學習成果評核計劃中闡明每項學習成果的評核方法；

（b）把評核結果納入學系年度運作計劃書所包括的年度課程檢討報告內。 

• 在科目層面 —（a）在供課程評審用的課程大綱中，教師須使用劃一的科目大綱

表格來列出科目的預期學習成果及詳細說明所採取的評核方法；（b）學院和學

系的教學委員會須仔細檢視科目大綱表格來衡量評核方法是否恰當。 

A4.2 為推廣和鼓勵有效的評核方法的實施，理大的教學發展中心不時就有關評核的各

個方面舉辦工作坊和提供專業支援，其中包括如何制定恰當的評核方法、如何正

確使用標準參照評核、適時給予學生回饋等。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間，

理大共舉辦了五十五場相關的工作坊／研討會 [補充資料 12]，其中部份工作坊更

納入《大學教學入門課程》和《教學助理培訓課程》之內，以幫助新入職的教師

瞭解和制定有效的評核策略和方法。 

結語 

上述進度報告顯示了理大持續優化質素保證工作和提升學生學習質素的努力和決心。理大

衷心感謝質保局評審小組提出的良言灼見，有助我們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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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只提供英文版） 

補充資料  1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之質素保證及管治架構 

補充資料  2 : 經修訂的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之管治及質素保證架構之實施安排 

補充資料  3 : 學院向質素委員會（教學部門）提交轄下學系檢視報告之標準報告格式 

補充資料  4 :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校董會之職權範圍、組成及成員 

補充資料  5 : 學系檢視制度指引（修訂） 

補充資料  6 : 國際顧問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及組成 

補充資料  7 : 學院顧問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及組成 

補充資料  8 : 大學學習成果評核計劃（2012–2015） 

補充資料  9 : 協助學生培養畢業生應有特質之綜合計劃（2012–2015） 

補充資料 10 : 學系學術顧問制度指引（修訂） 

補充資料 11 : 收集及使用學生意見指引 

補充資料 12 : 教學發展中心就有關評核而舉辦之工作坊（2011 年 9 月–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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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CPCE)  
 

College Council 
 
 
 
Terms of Reference 
 
1. To govern CPCE and to develop its mission and strategic directions;  
 
2. To establish and approve major policies for its mana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ssion and strategic directions of CPCE;  
 
3. To approve the business plans and annual budget of CPCE and its units;  

 
4. To approve other operating and capital investment budget, tuition fees and other 

income, lease and purchase of property; 
 

5. To approve staffing and compensation policy ; 
 

6. To appoint,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PolyU, Heads of the constituent 
school, college or other operating unit(s) of CPCE;  

 
7. To have the right to delegate part of its authority to its committees or the Dean (PCE); 

and 
 
8. To co-opt up to two members to serve on the Colleg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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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Membership List 
 

Chairperson   
 
President of PolyU 
 Professor Timothy Tong 
 
Vice-Chairperson 
 
A Senior PolyU staff member,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PolyU 
 Vacant 
 
Ex-officio members    
 
Deputy President & Provost 
 Professor Philip Ch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Mr. Nicholas Yang 
 
Dea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fessor Peter Yuen 
 
Director of School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Executive Development  
 Dr. Jack Lo 
 
Director of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Dr. Simon Leung 

  
Finance Officer of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 g Education 

Mr. Louis Heung, Director of Finance, is co -opted pending the appointment of this 
Finance Officer 

 
Appointed members 
 
Three Senate members of PolyU,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PolyU  

 
 Professor Louis Cheng, Professor,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Professor Kaye Chon, Chair Professor & Dean of School of Hotel and Touris m 
Management 

  
Professor Maurice Yap, Chair Professor of School of Optometry & Dean of Faculty of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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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externa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PolyU  
  

Ir Dr. Ng Tat Lun, Deputy Chairman of PolyU Council & Chairman of CPCE Advisory 
Committee 
 
Professor Kenneth Pang, PolyU Council Member 
 
Mr. Samuel Yung, Senior District Director,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mpany
  

 
Co-opted member  
 

Dr. Peter GP Walters, Associate Dean (QA)  
  
Secretary  
 
A senior member from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PolyU  
 
 Dr. YL So, Deputy Director,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Assistant Secretary 
 
  A senior member from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PolyU 
 

Ms. Cathy Ho, Head of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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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T:   “Introduction to University Teaching” course  
BTTR: “Basic Teaching Techniques for Research Staff and Research Students” course 
BETA:  “Becoming an Effective Teaching Assista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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