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經歷生死
護士熱誠更豐

新學年伊始，不少護理系
學生經歷首次病房實習，把
課堂所學應用於病房。

一班數個月前完成病房實
習的同學，回校跟「新丁」分享心得，筆者聽聞不
少讀者對護士實習經歷感興趣，故藉此機會與讀者
分享一位學生的實習故事。

為長者清潔 送最後一程
初次到病房實習，我們一行8人都十分緊張，首天

我就遇上在學校不會遇上的事。我打開床簾，發現
一位伯伯呼吸愈來愈弱，不論我們怎樣幫他，他也
沒有反應。我為他接上心臟監視屏幕，但當醫生來
到後，證實他已離開了。指導的護士 我們為他清
潔身體，帶他走完最後一程。

醫院如戰場 較上課有趣
在醫院工作，感覺像在戰場，與學校所學相比，

醫院要求我們手腳快，程序也講求簡潔有效率。對
我們而言，親手嘗試遠較上課有趣，亦更易「入
腦」。指導的護士及教師亦願意給機會學生，教我們
眼界大開。實習時間久了，病患者及家屬由最初有
點看不起我們，慢慢變得願意跟我們談天。

有次我要跟一位病人插胃喉，進行前先核對病人
資料。此時病人家屬忽然問道：「同學你何時畢業
呢？」「應該是下年吧！」「我其實一直覺得你很專
業，你的態度與語氣讓我們感覺很親切呢！」我不
禁呆了一呆，只懂說「謝謝」，就繼續工作。原來我
們的付出，不但有人看在眼內，還放在心內呢！

後來有家屬跟我們說，護士由於工作繁忙，較少
時間與病人聊天，所以病人及家屬都愛找實習生。
而且我們「有求必應」，紙巾或水隨傳隨到，所以變
得受歡迎了。

10周轉眼過 生手變成熟
10星期很快完結，我們懷 不捨的心情與病人、

家屬及護士說再見。由第一天的「生手」，一天比一
天進步，做得更快更好。從第一天家屬病人覺得我
們懵懂，到今天視我們為朋友，並為我們打氣。我
想，我們真的成長不少。我學習到每人都有尊嚴，
無論做甚麼都應尊重別人，並使我更有動力，為仍
然在世的人服務。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東華學院護理
及健康科學學系一級臨床導師 王詩慧

新舊制公開試達標人數對比
指標 達標人數

(舊制)會考19分或以上 11,456人

(舊制)3年制大學聯招獲派大學學位 12,289人

(新制)文憑試5科4級或以上 12,392人

(舊制)會考18分或以上 13,568人

(新制)4年制大學聯招獲派大學學位 14,848人

(舊制)高考獲入大學要求成績 18,212人

(舊制)會考16分或以上 19,077人

(新制)文憑試獲「3322」加1個選修科4級 19,933人

(舊制)會考14分或以上 26,241人

(新制)文憑試「3322」入大學要求 26,431人

(新制)文憑試5科2級(包括中英文) 47,831人

(舊制)會考獲升中六最低要求 56,451人

(包括中英文6科合格或5科8分)

註：舊制以2010年會考及2012年高考成績為依據，全
部均為日校考生數字

資料來源：考評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白鴿手勢展和平 知專生奪設計獎

八成外國生：漢語將成國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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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入大學門檻 僅達升讀預科水準
水平遜會考14分
「3322」升大呃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

研）「第14屆首爾國際青年電
影節」上月底圓滿結束，有港
生遠赴韓國參賽，在千多份作
品中獲垂青，入選24強。另有
兩名港生擔任評審，與外地參
賽者和導演交流，學習電影拍
攝和製作技巧。

翁祐3生千作品中突圍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3名

學生上月底參加「第14屆首爾
國際青年電影節」，中四生葉
澤峰首次參加該比賽，短片

《不一樣的未來》即在13歲至
18歲組別入圍，成為24份入圍
作品之一。

短片敘述關於好人幫助窮人
的故事。一個富翁經過一條
村，遇見一名窮孩子，決心把
農耕技術傳授給他。當孩子長
大後變得富有，飲水思源，決
心把愛傳揚開去，幫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雖然作品最後未能
獲獎，但他認為「學到不同的
技術，如鏡頭和角度運用，有
很大得 。希望未來可繼續在
大學攻讀相關課程，日後成為
一 名 動 畫 師 或 後 期 製 作 人
員。」

該校3D電腦動畫課程主任
陳嘉俊表示，在為期一周的電
影節宿營中，尚有2位學生獲
邀擔任國際青年評審。

他們選出名為「SIYFF EYE
OF YOUTH AWARD」的獎
項，與18位來自世界各地的
青年交流拍攝電影心得，又
參 與 工 作 坊 、 學 習 電 影 理
論，以及與導演交流，學生
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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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葉澤峰、黃偉才、陳嘉俊和尹偉

霖。 受訪者供圖

文憑試放榜「賣大包」，多達26,431名日校生於中、
英、數、通識4科考獲「3322」，較8大資助院校學

額多逾1.1萬。香港文匯報進一步比較文憑試、2010年
「末代會考」及今年高考成績數據，發現以考獲人數計
算，「3322」作為「大學門檻」明顯過低。「末代會考」
中，日校生獲14分或以上有26,241人，較今年文憑試獲

「3322」者少190人，即取得會考14分原來竟比獲文憑試
「3322」更難。「末代會考」14分只屬「確保能升讀預科」
水準，文憑試「3322」卻號稱「升大學要求」。

重讀生獲5*54僅獲派水泡科
「末代會考」失意的黃德曉當年轉制重讀，成為今年

應屆文憑試考生，於兩試均有應考經驗。他表示，得知
入大學門檻僅「3322」時，已覺得「很假」和「呃人」，

從沒有打算以此「門檻」作升大學參考，決心考取更佳
成績。最後他獲得多個科目「5*54」成績，卻只於大學
聯招勉強獲派到第十志願的「水泡」學位。

同樣轉制重讀、經歷新舊兩個公開試的黃淑文表示，
因沒有資料可參考，故升學選科只能「靠估」。她慨嘆
指，自己雖達「3322」指標，但原來獲此成績者俯拾皆
是，對與大學無緣感失望。

專家：不少人錯誤解讀
升學專家夏巴里認為，社會對「3322」水平有不同理

解，部分未有公開試經驗的學生的確以為易升大學，但
那卻只是「最低標準」，與實際能升大學成績相去甚遠，
不少人都出現錯誤解讀。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章稱，學生期望與現

實有很大落差。大學聯招（JUPAS）放榜前，不少人均
有錯覺，以為「3322」能升大學機會頗大，甚至毋須報
讀副學位課程「買保險」，最終大失預算。

學友社：參考價值甚低
他直言，若只有「3322」成績，升讀大學機會微乎其

微，參考價值甚低，稍後各大學公布各科目今年文憑試
收生具體成績後，才有望作更有效升學規劃。

家教會：求職政府認可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示，升讀本地大學

時，雖未必能以「3322」作參考，但那始終達一定水
平，起碼求職時能獲政府認可，亦可選擇其他出路，有
助照顧部分首次應試的中游考生。

■不少考生

成 績 「 有 4

有 5 」 遠 超

「 門 檻 」 要

求，仍被大

學聯招拒諸

門外。圖為

首屆文憑試

放榜，考生

一臉落寞。

資料圖片

■列豪章指，考取「3322」成

績的學生幾乎沒有機會升讀大

學。 資料圖片

■繆劍輝(右)對伍佩妍(左)與其隊友在國際設計比賽中取得佳績深感高

興。圖中為「Spread Your Wings」「白鴿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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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暑假完結，首屆文憑試學生出路塵埃落定。新制下當局把大學門

檻定為「3322」，但同時不少考生縱使「有4有5」遠超「門檻」要求，仍被大學聯招（JUPAS）

拒諸門外，令考生及家長怨聲載道。香港文匯報分析新舊學制不同公開試考生成績，發現考獲文

憑試「3322」的人數，竟然較舊制會考獲14分更多。對考生來說，意味 前者水平更低、更容易

考。學界中人稱「3322」能升大學只是一種錯覺，參考價值成疑。有曾失落會考、再重讀文憑試

的考生更稱：「3322呃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本月21日是
「世界和平日」，為了宣揚和諧共融信息，3位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廣告設計高級文
憑三年級生，以「Spread Your Wings」（展開
你的翅膀）為題，構思「白鴿展翅」手勢標
誌，圖案以兩手緊扣組成。3人以該標誌參加
有國際設計界的「奧斯卡」之稱的「D&AD
設計及廣告大獎2012」，成功在設計學生組別
勇奪「年度最佳表現獎」。

知專及IVE（李惠利）助理學術總監（設計）
繆劍輝表示，今年知專有10隊學生參加該比
賽，一支隊伍以作品「Spread Your Wings」
脫穎而出。作品由3位知專學生合作設計而
成，圖案是由兩手組成的「白鴿手勢」。隊員
伍佩妍表示，「我們看到電視劇裡經常有互
相掌摑的情節，因此希望把『掌摑之手』化
成『和平之手』，結果演變成『白鴿手勢』」。
她稱手勢不但是個「標記」，而且連帶 一連
串宣傳和平活動。

赴倫敦交流 傳和平信息

3名得獎學生早前獲邀到倫敦交流10天，在
街頭向途人宣傳和平信息。伍佩妍透露，宣
傳活動將傳承至香港，並將在facebook建立

「粉絲專頁」收集「白鴿手勢」，希望把和平
信息傳遞開去。她又指，最後她們會統計專
頁集得的「like」和「share」數目，再尋找有
心人捐款，支持慈善團體「國際和平日」

（Peace One Day）。
D&AD為英國著名教育慈善機構，成立已

有50年，每年均舉辦國際設計比賽，活動分
為「設計學生」及「專業人士」2組別。學生
組別共收到參賽作品約3,500份，經多番選拔
後，選出得獎作品240份，其中150份獲頒

「年度最佳表現獎」；並設有「黃鉛筆」設計
大獎。

調景嶺校舍 展作品百件
「D&AD設計及廣告大獎2012」得獎作品

展，即日起至本月24日，假座知專調景嶺校
舍d-mart展館，展出作品約100件，歡迎參
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有香港中學生在北
京進行關於外國人學漢語的問卷調查，發現八成外國
學生認為，漢語1年至10年內，將成為繼英語之後的
國際語言。近四成外國學生學習漢語，為了多增加一
種語文能力，以及配合工作需要，部分人更期望藉此
了解中國國情。

港生赴「北外」翻譯班交流

香港少年宮資優教育機構，今年暑假安排50名中一
至中四學生，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參加翻譯班增廣見
聞。

該機構總監唐玉芬表示，經過28天磨練，港生漢語
水平有明顯進步，最大收穫是學生自發進行關於外國
人學漢語調查，加深學習經歷。

來自40個國家或地區的學生，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學
習漢語。參加翻譯班的港生與他們交流後，對外國人

學漢語產生濃厚興趣，10名港生於是在課堂外自發進
行問卷調查，成功訪問183名北京外國語大學師生。

調查顯示，43%受訪者認為，漢語1年至5年內會成
為第二種國際語言；37%人認為，漢語會在6年至10年
內成為第二種國際語言；39%外國人學習漢語主因，
是希望多增加一種語言能力；37%人認為，工作有需
要學習漢語；其餘分別期望了解中國國情、協助企業
發展及增加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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