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畢物理治療
如何回港執業？

自上期專欄刊登後，
不少讀者向我們查詢有
關前往海外修讀物理治
療學的資訊，當中最常

見的問題是：於海外修畢物理治療學課程後，該如何在港
執業？

符合資格 即可申請
其實，如果學生能成功於外國大學修畢物理治療學課

程，完成相關的臨床實習，並成功取得當地的物理治療師
執業資格，要回港執業一般不會有太大問題。不過，要注
意持有非本港專業學位人士(如物理治療師)，於香港向輔
助醫療業管理局申請註冊時，需持有海外物理治療監管機
構認可的大專學院所頒授物理治療學學位，而且該學位為
最少3年的全日制物理治療學本科課程或最少2年的全日制
物理治療學研究生課程，當中亦需包括最少800小時在督
導下執行物理治療的臨床實習課。

如有需要 考試評估
於香港向輔助醫療業管理局申請註冊時，同學須遞交所

有海外專業學歷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然後再由本港的物
理治療管理委員會作審查及議決是否直接承認該項資格。
如有需要，物理治療管理委員有權要求申請人士應考其專
業註冊考試(包括筆試及臨床評估，考生必須於筆試及格後
才會獲邀應考臨床評估)。有關詳情可瀏覽香港物理治療師
管理委員會的網站：
http://www.smp-council.org.hk/pt/chinese/index.htm

赴英修讀 選認可校
除澳洲外，英國亦是熱門修讀物理治療學課程的國家。

如考慮前往英國修讀，並計劃成為英國特許物理治療師學
會(Chartered Society of Physiotherapy-CSP)的會員及取得當地
註冊物理治療師資格，可報讀英國特許物理治療師學會認
可的物理治療學學位課程。英國現時共有35個物理治療學
學位課程獲該會認可，有關詳情可瀏覽英國物理治療特許
學會的網站：http://www.csp.org.uk

新高中制 未列要求
以英國其中一所提供認可物理治療學學位課程的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為例，其物理治療學榮譽學士學位
課程為期3年，最低入學要求約為高級程度會考AL達ABB
成績(註：大學暫未詳列新中六HKDSE的收生要求)，當中
必須包括生物學、人類生物學或體育等相關學科，以及
IELTS達7分，學費為每年13,700英鎊(2011-2012年度)。學生
需修讀的科目範疇包括人文科學、物理治療實踐、實習教
學和專業發展等，所有學生均需進行臨床實習。在大學一
年級，學生將需完成2個各為期2周及4周的臨床實習；到
了第二及第三年級，學生將進行2個各為期6周及8周的臨
床實習。 ■尚學堂（Ada Tam）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周五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

2007年會考考獲9優1良的14歲神
童何凱琳，同年獲中大錄取修讀
理科、通識及語文等課程，翌年
正式入讀她一直心儀的中大醫學
院，成為該校醫學院最年輕學
生。不過，原來何凱琳已經「變
心」，今年本來應該升讀醫科四年
級的她，已於上月起轉讀中大心
理學系一年級，在另一門專業上
重新開始。

三年級實習覓「真愛」
何凱琳在醫學院三年級時，在

學校安排下到威爾斯親王醫院進
行內外科實習，期間凱琳才發覺
本身的真正志趣並不在醫科，反
而對心理學產生了濃厚興趣。為
此，她更起了轉系的念頭。

中大發言人表示，在作出有關
決定前，凱琳在醫學院及心理學
系的老師，以及其所屬書院都有
不斷給予她建議、指導和鼓勵。
大學知悉她已適應心理學系的學
習，並會繼續為她提供所需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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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英國《金融時報》昨公

布2011年全球EMBA課程排名，香港科技大學與美國西北大

學Kellogg學院合辦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再奪第

一位，創下3連冠的佳績。科大EMBA的另一驕人成績，是

其畢業生平均年薪高達約327萬元（港元，下同），拋離排

名第二三位的同類課程。去年首次打入十大的香港中文大

學，今年名次稍跌4名至全球第十四位。

《金融時報》以各院校EMBA課
程2008年畢業生的表現作為評分標
準，並跟進他們畢業後3年的事業
發展。昨日公布的2011年全球
EMBA課程排名中，Kellogg/科大
EMBA連續3年排名榜首，其「畢業
生年薪」分項亦列第一，學員畢業
3年後的平均年薪約327萬元，遠遠
拋離排第二名（巴黎HEC商學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紐約大學Stern
商學院）的平均年薪240萬元，其
薪金比修讀前上升63%，但有關升
幅較去年下跌6個百分點。此外，
科大EMBA於「畢生達致攻讀
EMBA的目標」及「工作經驗」的
分項亦分別列第二和第三。

來年加學費15%至111萬元
隨 排名高企，科大的課程學費

亦水漲船高，明年學費將由97萬元
增加15%至111萬元，學費的昂貴程
度成本港之冠，但比起其他海外
EMBA課程則較便宜。Kellogg/科大
EMBA課程始創主任戴啟思解釋，
學費上升主要因為學校正興建新設
施，以及教學人員工資上漲。雖然

學費持續上升，但申請報讀的人數
仍然維持以往水平。即使收生要求
嚴格，每年60個學額依然爆滿。

新商學院大樓料明夏竣工
戴啟思指，課程的一大特點，就

是學生和教授都非常多元，以今年
的學生來說，只有一半學生於香港
居住，其他學生分別來自內地、台
灣、新加坡及伊拉克等地，新一年
的EMBA課程，更收到來自印度和
俄羅斯的申請。

為保持課程的競爭力，戴啟思表
示，將來會從外地著名的商學院聘
請資深教授任教。另外，科大商學
院大樓將於明年夏季竣工，學生將
可享用新大樓的設施。建設宿舍方
面，則最快於明年啟動。

中大排名稍降至全球十四
去年首次打入全球十大的香港中

文大學，其EMBA今年排名下降4名
至 全 球 第 十 四 位 ， 學 費 約 是
Kellogg/科大EMBA的一半，學員畢
業3年後的平均年薪高達約215萬
元，列分項全球第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港城市大學剛落
成的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將於本周五正式開幕，現
時已有4個院系進駐大樓。

其中，為配合創意媒體學院的教學，中心設有全
港院校首個可即場進行剪接及配樂的3D「未來電影
工作室」，又有全港最大型的動作捕捉系統實驗室，
內置24個紅外線鏡頭，最多可記錄5,000個反光點，
供學生製作如《魔戒》和《阿凡達》等荷里活3D大
型製作。

造價5.7億 佔地7600平方米
坐落於歌和老街的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造價達

5.7億港元，外形「三尖八角」，充滿時代感，白色外
牆的大樓樓高9層，佔地7,600平方米，實用面積
13,500平方米，最多可容納2,500名師生。現時已有4
個院系進駐中心，包括創意媒體學院、電腦科學
系、英文系及媒體與傳播系。

中心內的顏色則以黑、白及棗紅色為主調，除2樓
外，所有樓層均由一條幾何形狀的樓梯貫穿，各個
課室及設施的形狀和大小均是獨一無二，且設有不
少開放地方，包括展覽及餐飲場地。

全港大學首個後期製作3D影院
創意媒體學院院長邵志飛表示，為打造中心成為

藝術文化集中地，創意媒體學院創立全港大學首個
可供學生即場進行後期製作的3D影院—「未來電影
工作室」。場內可容納148人的工作室，設有3D大銀
幕及杜比14.1環迴立體聲播放系統，學生可即時進行
聲音剪接及配樂的混音器。

動作捕捉系統實驗室全港最大
另外，全港最大型的動作捕捉系統實驗室是該中

心的另一賣點，在黑漆漆的實驗室內，置有24個紅

外線鏡頭，配合貼在人體上的反光點，可以捕捉演
出者的每個動態，以製作成3D電影。據悉，對比現
時有相近儀器的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只有10多
個紅外線鏡頭，該實驗室的儀器更多、更新，系統
現時已可同時進行4個人體動作測試及最多可承受
5,000個反光點。

邵志飛指，不少荷里活3D大製作均出自這套系
統，「《魔戒》、《金剛》及《阿凡達》的前期動作
測試均由這系統進行」。

畢業生年薪327萬 拋離次名近百萬元

再蟬聯全球第一
Kellogg科大EMB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修
讀EMBA課程的「學生」，大多是公司
高層，故一般都很有主見，習慣在公司
指點江山，下屬很多時也是一呼百應。
不過，當這些高層聚首一堂上課時，要
他們放下身段，合作做功課實非易事。
畢業生之一的楊焜善笑言，做小組習作
時，同學均要放低「老闆性格」，學習
團隊精神，雖然時有「交戰」，但最終
均贏得深厚友誼，有時同學更會私下為
大家在職場上遇到的困難出謀獻策。

事業隨進修「升呢」
2008年Kellogg/科大EMBA課程畢業生

楊焜善笑言，一直以來都有注意EMBA
課程的排名，眼見Kellogg/科大EMBA
課程排名節節上升，於是便報讀課程。
結果，其事業亦隨 進修快速發展，報
讀前還是瑞信的資深副總裁，到畢業後
已連升2級，成為行政董事。

楊焜善指修讀課程最深刻的，是與同
學商討功課的時候，由於大家都是公司
高層，同學間有時要花盡九牛二虎之力
說服對方，但透過這些交流及辯論，大
家的認識更深，彼此既是同學，亦成為
朋友。楊焜善指：「有時我會問舊同學
一些關於業務的意見，他們都會坦白回
應。」

校友遍世界各地
另一名畢業生、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顏金施同樣認為自己獲
益良多，修讀EMBA讓她比一般人預早
知道金融海嘯的來臨，「當時我到美國

交流，修讀了有關華爾街課程，當時就知道接下來
會有大事發生，結果幾個月後就有金融海嘯」。除了
學習，顏金施認識了五湖四海的校友，「現在即使
去不同城市出差也不會擔心，因為無論到哪裡，我
相信自己也能在當地找到相熟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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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2011全球EMBA排名榜
2011 2010 院校 所屬 畢業生
排名 排名 國家 年薪*

1 1 Kellogg/香港科大商學院 中國 327萬

2 3 巴黎HEC商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法國/英國/美國 240萬

/紐約大學Stern商學院

3 2 哥倫比亞商學院/倫敦商學院 美國/英國 203萬

4 4 Insead商學院 法國/新加坡/阿聯酋 171萬

5 5 芝加哥大學Booth商學院 美國/英國/新加坡 171萬

6 9 Duke大學Fuqua學院 美國 199萬

7 8 賓夕法尼亞大學Wharton商學院 美國 172萬

8 7 IE商學院 西班牙 138萬

9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新加坡國立大學 美國/新加坡 182萬

10 6 倫敦商學院 英國/阿聯酋 141萬

11 18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中國 208萬

14 10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 215萬

15 18 華盛頓大學Olin商學院 美國/中國 186萬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19 27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 新加坡 171萬

20 28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Carey商學院 中國(與上海國家 187萬

會計學院合辦)

*為畢業後3年平均薪酬，以港元計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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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ogg/科大
EMBA課程除了
再度摘冠外，在
畢業生平均年薪
一 項 亦 排 名 第
一，高達327萬
港元。

資料圖片

■課程始創主任戴啟思（中）與其他人舉行祝酒
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邵志飛示範使用3D影院內的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中心內有全港最大型的動作捕捉系統實驗室，在黑漆漆的實
驗室內置有24個紅外線鏡頭，配合貼在人體上的反光點，以
捕捉人類的每個動態製作3D電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雅麗從北京來香港讀書
近一個月。有一天，陳樂
班長看到她悶悶不樂，低

頭，似乎很憂愁，便上
前問道：「你還好吧？」
雅麗看到是陳樂，就哭

了，說：「同學都不喜歡我，除了你⋯⋯」「怎麼說？」
「是這樣的，有一次上課的鐘聲響了，我還在飯堂，有
好幾個同學居然跟我說：『快回班房吧！上堂了！』
我又沒犯事，他們卻這樣說。為了拉近跟他們的關
係，我特意做了些巧克力帶回來給他們吃，哪知道，
他們吃完竟說：『你這樣做讓我們都很窩心啊！』我
究竟做錯了甚麼？」陳樂聽了，哈哈大笑說：「你誤
會了！」

班房上堂 可涉刑案
原來，普通話裡有些詞與粵語是同形異義的，要是

沒弄清楚這些詞的意思，可能會產生誤會。比如「班
房b n f ng」，在普通話裡指監獄或拘留所，不是指

「教室」；「上堂sh ng t ng」除了指上課外，還指訴
訟當事人到公堂上去；「窩心w x n」指因受到委屈
或侮辱後不能表白或發洩而心中苦悶，跟粵語的用法

很不一樣。
陳樂跟雅麗解釋過後，她也就破涕為笑了。「其實

不止你誤會了他們，他們之前也曾經誤會過你呢！還
記得上次學校旅行嗎？他們說當時大夥兒途經一家賣
豆腐腦兒的店，很多人正排隊去買。你跟他們提議
說：『我們去打尖吧！』他們假裝沒聽到。到了射擊
場附近，你說：『我看曉明會打靶的！』又說：『你
們想看我PK曉明嗎？』大夥兒聽了大吃一驚，想不到
漂亮的你居然會說出這樣粗俗的話，便又假裝沒聽
到。要是我那天沒生病，在現場一定笑翻了！」

打靶PK  並非髒話
「打尖d ji n」在普通話裡其實指「旅途中休息

下來吃點東西」，要表示「插隊」，可以說「加塞兒ji
s ir」；「打靶d b 」指按一定規則對設置的目標進
行射擊，不指「槍斃」；「PK」在粵語中或是髒話，
可在普通話口語中，指「拼 p n kei」，有「對戰」之
意，如：北大PK清華、巨星PK賽。陳樂對笑彎了腰的
雅麗說：「要是大家坦白點，並且學好普通話，就不
會鬧笑話了。」 ■梁麗詩 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同一用詞 粵普異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