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驗師工作
絕非星光燦爛

談到「醫療化驗科學」，不少
人會想起電視劇一幕幕化驗場
面。化驗師有如神探一般，搖
搖手上試管，便能抽絲剝繭，

為醫生找出致病根源。很多學生因此對化驗工作充滿
憧憬，立志要當一名「人體偵探」。不過在娛樂大光燈
背後，真實的化驗師工作，其實一點也不星光燦爛。

做病理測試 以協助診斷
醫療化驗科學是一門包括細胞病理學、微生物學、

血液學和臨床生化學的綜合專門科目。簡言之，學生
將學習如何處理從人體抽出不同組織、血液、尿液以
至糞便等物質，並進行病理測試，向醫生提供最準
確、最大量數據協助診斷。

醫務化驗師可於醫院、衛生署及私營化驗室工作。
而醫務化驗工作一般有四類，包括血液/配血化驗、臨
床化驗、細胞病理化驗及微生物化驗。例如從血液中
的血細胞判斷病人是否患有貧血、針對病菌或病毒化
驗是否新變種等。

主要驗尿糞 「另類樂趣」
筆者從事化驗工作多年，對化驗工作體會，是奇妙

而有「樂趣」。奇妙如「滴血認親（基因親子鑒定）」，
或從一般人廢棄的物質內提取有用資訊；「樂趣」則
由不同樣本提供。如前所述，化驗師化驗物質主要以
尿糞、痰涎等為主。尿液份量可從枝裝膠水般一次性
尿液樣本，到如一公升水樽份量的24小時留尿樣本，
顏色質感各有不同，有時盛載器皿更是濕漉漉的，所
以每次收取樣本有如抽獎，相信並非人人對於此「另
類樂趣」可處之泰然。

若同學看了上述「趕客」例子，仍有志進修醫療化
驗，筆者則希望同學明白，醫務化驗工作其實十分刻
板。由於化驗工作不容許有一絲錯漏，重複步驟能確
保檢測精準度，所以想當化驗師的關鍵在於性格，同
學一定要細心、有耐性、有條理。

倘學生色盲 與化驗無緣
另色盲學生不能從事化驗工作，因很多時候病理學

化驗都會用不同顏色的指示劑，所以對顏色的敏感度
很重要。最後同學別以為化驗工作只須躲在實驗室，
不用與人溝通，因為你要把化驗結果向上級匯報，若
表達不好，不僅會影響工作程序，更有可能影響檢測
結果。而且醫院化驗工作24小時運作，交更時溝通更
重要，因你需要把手頭工作一一向下更交待，畢竟沒
有人願意見到因人為疏忽導致的醫療事故發生。
■東華學院醫療科學學系一級講師胡永基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東華學院夥海外大學研幹細胞

翁祐5生3D動畫澳洲奪獎

累積4年1,755師恐失業 團體促落實小班教學
80校明年「等死」
升中生減5,4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嶺南大學轄下社區學院
（LUCC）及持續進修學院（LIFE）早前被揭超額收生，
學生代表昨日在嶺大校長陳玉樹和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出席
學校活動時示威。陳玉樹對事件致歉，並表示已成立調查
委員會跟進，預計最快年底有結果。他強調，現時最重要
是盡快解決設施不足和補償課時問題。陳智思表示，調查
委員會校董會成員並非校內人士，兩學院管理層亦無參與
其中，以確保調查持平公正。

調委會檢討 料年底有報告
嶺大昨日舉行步行籌款活動，10多名嶺大學生及學聯代

表，在活動中向陳玉樹及陳智思遞交一張2億多元道具支
票，代表學校超收學生牟取暴利，以表達不滿。代表學生

「苦主」「關嶺行動」發言人周雪凝表示，超額收生逼爆校
園，部分同學需到其他教育中心上課，但中心地點鄰近街
市、俱樂部和夜總會，加上設施不足，出現500人爭6部電
腦局面，以及學生因中心面積小被迫站立上課等問題，嚴
重影響教學質素。她期望校方聆聽學生訴求，並要求教育
局介入。

嶺大校長陳玉樹就事件表示抱歉，指校方已任命調查委
員會作全面檢討，包括超收原因是否涉及管理層出錯；亦
會關注教學質素問題，預期最快年底完成報告，向校方建
議改善及跟進。

速處理設施補課時問題　
他又表示，校方會盡快處理設施和補償課時問題，本月底將有新教

學大樓落成供學生使用，相信情況會有所改善。至於個別課堂課時被
減的學生，可與老師商量補回，不用延遲畢業，校方稍後將公布詳
情。被問及校方會否讓涉事學生退回學費，他重申，當務之急是讓學
生重拾對學校的信心，若學生有特別訴求，可酌情處理。

同場出席活動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面對「雙軌年」，近12萬
名同學同時入學，多間大學面對很大挑戰。他指教資會關注事件，強
調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質素保證局等
會特別對質素方面加強管理和關注。

胡秀英標本館獲伍絜宜基金贈8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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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一學生將由今個學年約6.5萬人減少逾5千
人，至下學年6萬人，跌幅歷來最高。未來幾

年，部分學校中一將面對收生不足窘境，縮班「殺校」
一觸即發。教協據教育局資料推斷，跌幅將令全港中
學一年間蒸發159班，相等於80間中學「被殺」，佔全
港中學近20%，270名教師面臨失業。教協總幹事、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表示，若開班政策不變，估
計未來4年累積減少學生高達35,100人，100多間中學
停辦，1,755名老師失業，情況堪憂。

恐「上移錯配」 倡准兩班開班
葉建源又指，縮班殺校對師生造成負面影響，如出

現「上移錯配」問題，即原本適合升讀「弱勢學校」
的學生，將因學校「被殺」，被迫轉入第二組別，甚
至第一組別學校，使學習差異進一步擴大。據了解，
部分弱勢學校為免成為「被殺」對象，要求教師用額
外時間宣傳招生，包括到商場派傳單、北上招生等，
嚴重影響教學質素。

教協建議當局盡快落實小班教學，每班人數即時減
至30人，照顧弱勢學生的學校更應減至25人；容許學
校以兩班開班，凍結校內編制教師，以維持足夠人
手；增加常額教師，改善班級及教師比例，初中由
1：1.7增至1：2；高中由1：2增至1：2.3（舊學制預
科師生比例）。

葉建源指，早於7月已開始接觸教育局，又曾與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會面，反映問題嚴重性，但政府一直
未提出應對方法。他將於本周三立法會會議向吳克儉
提出口頭質詢，希望政府交代推行小班教學進展和時
間表，並爭取在立法會召開特別教育委員會討論問
題。

校長會籲「可加可減」調節人數
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表示，中一適齡學生銳減問

題值得關注。鑑於時間緊迫，倘若政府不及時回應和
解決問題，未來情況會更嚴重。他指學界希望減少每
班人數，但認為該減至哪個數目才視作小班，則難有
定論。無論減多少人，政府都應把握機會優化小班教
學配套。他建議當局推行「可加可減」機制，按每學
年中一適齡學生人數升跌調節每班人數。

教局：需汲取小班經驗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本學年起進一步放寬批核學

校開班人數至每班25人，學校最少取錄51名學生便
達到開辦3班中一的要求。而考慮應否在中學推行小
班教學前，需要汲取小學小班教學經驗，並從中學
現況、中學教學環境及支援、海外經驗，以及資源
分配等四方面作審慎考慮，不能純粹為滿足社會以
小班來解決學生人口下跌訴求，因而承諾在中學推
行小班。當局表示，會繼續與學界保持緊密溝通，
以研究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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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龍年效應」過後，明年適齡中一學生將銳減5,400人，跌

幅歷來最大。業界估計銳減數字足以令80間中學「被殺」，若以現時開班政策推算，累積4年

將導致100多間中學停辦，1,755名老師失業。教育團體促請當局落實小班教學，即時把每班

人數由34人減至30人，並容許學校中一級只開兩班，凍結校內編制教師。教育局回應指，要

審慎考慮，不能純粹為滿足社會以小班解決學生人口下跌訴求，因而承諾在中學推行小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幹細胞
是近年生命及醫療科學研究焦點，在剛
公布的諾貝爾醫學獎，兩名科學家因為
在幹細胞重新編程領域上有非凡貢獻獲
獎。東華學院日前宣布，與澳洲莫納什
大學莫納什免疫學及幹胞實驗室結成科
研及教育合作夥伴，雙方未來將合作進
行多項幹細胞研究。另一所位處香港、
同為莫納什免疫學及幹細胞實驗室合作
夥伴的幹細胞公司，將提供2,000萬元，
以及具世界級設備的幹細胞實驗室予東
華學院，作教學及科研用途。日後學院
醫療科學學系本科生將有機會參與前沿
幹細胞研究工作。

澳洲莫納什大學供技術
澳洲莫納什大學莫納什免疫學及幹細

胞實驗室總監Richard Boyd表示，是次
與東華學院合作，實驗室將提供各種幹
細胞技術，以及海外交流計劃，讓東華
學院學生掌握幹細胞新科技。

胎盤間葉幹細胞治中風

東華學院醫療科學學系榮譽教授陳億
仕公布一項幹細胞研究成果，該研究由
莫納什免疫學及幹細胞實驗室及保信幹
細胞有限公司共同開展，希望找出蘊藏
於人類胎盤中、可醫治多種疾病的造血
幹細胞（HSC）。研究人員於廣華醫院
及瑪嘉烈醫院尋找14名志願母親，利用

素消化其產後胎盤，並抽取當中之造
血幹細胞。結果發現，胎盤造血幹細胞
總數為臍帶血數目二十七倍，並於胎盤
中找到臍帶血中難以提取、能醫治中風

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間葉幹細胞
（MSC）。

陳億仕指，胎盤幹細胞儲存量豐富，
但現時利用 素融解胎盤成本相對昂
貴，因此他們開展胎盤幹細胞冷藏技術
研究，「相信當代醫療科技發展迅速，
數年後提取技術成熟後，抽取成本將大
幅降低，屆時將有更多市民可享用幹細
胞技術成果」。

擬研幹細胞治骨關節炎

東華學院醫療科學學系系主任高文宇
表示，除了胎盤冷藏技術外，三方未來
有意就利用幹細胞為本地長者治療骨關
節炎一事展開研究，「此前莫納什免疫
學及幹細胞實驗室已展開研究，對象主
要是白人。學院希望以本地長者為研究
個案，期望協助本地長者解決持續關節
疼痛問題」。研究初步需600名長者，成
本約600萬元。研究如獲醫管局研究及
道德委員會通過，校方將向政府申請研
究撥款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5名學生，以3D電腦動畫短
片《愛與善》，於第十五屆

「澳洲雪梨奧本國際兒童及
青年電影節」奪得「策展藍
鐘花獎」（Curatorial Bluebell
Award）。

澳洲雪梨奧本國際兒童及
青年電影節今年是15周年紀
念，上月17日至21日於澳洲
雪梨奧本Reading Cinema舉
行一連5天電影節活動。大會獲短片和
長片逾700套，作品來自54個國家，包
括不少曾獲獎作品及國際首映作品。

女孩救小鳥 獲「策展藍鐘花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6套3D電腦動

畫作品入選《Curatorial Program》組
別，同組入圍學校包括德國漢堡媒體學
院碩士學生作品，以及英國First Light電
影與媒體組織的青年作品共20套。翁祐
中學其中一套3D電腦動畫短片《愛與
善》，成功獲得「策展藍鐘花獎」。作品

敘述一個農村小女孩穿越森林時，把所
有食物無私奉獻給一群快要餓死的小
鳥，但沒有想過當她處於危難之際，小
鳥群拯救了她。

翁祐中學4名分別就讀中三至中五的
學生代表，獲邀擔任國際學生評審，選
出15歲至22歲組別，角逐「泰德格藍鐘
花獎」（Tadgell's Bluebell Award）最佳
短片。該校3D動畫科負責老師陳嘉俊
獲大會邀請，與來自加拿大、澳洲和伊
拉克4名專家一同擔任同期舉行的

「flEXiff 2012國際實驗電影節」評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已故國
際著名植物學家胡秀英，生前任中大
中醫學榮譽講座教授。由她建立的

「胡秀英植物標本館」昨日獲伍絜宜慈
善基金捐贈800萬元，以支持標本館科
研、教育及社會服務項目。

「胡秀英植物標本館」收藏約3.8萬
份植物標本，大部分由胡秀英搜集整
理。標本館已在紐約植物園與國際植
物分類學會共同建立的國際植物標本
館索引中註冊。標本館現位於中大科
學館，將遷往計劃興建的綜合科研實
驗室大樓，進一步增強功能和影響

力。

撥常設基金 推植物研究
中大表示，將會把捐款撥進標本館

常設基金，以用於發展標本館科研、
教育及社會服務項目，包括收集和保
存香港本土受保護植物、鑒定經濟植
物及藥用植物、數碼化現有館藏以建
立網上植物資料庫、建立訪客中心及
網站，以及舉辦各類教育課程、公開
講座、義工活動等等，以協助推動植
物學研究，並在社區廣泛宣傳植物知
識。

■教協稱明年中一適齡學生將銳減

5,4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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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胞 實 驗

室。

東華學院

供圖

■伍絜宜慈善基金代表、胡秀英家屬代表及中大成員合照。 中大供圖■翁祐中學學生與電影節總監Vahid Vahed合照。

學校供圖

■10多名學

生向陳玉樹

及陳智思遞

交一張「二

億多元」的

道具支票，

代表超收學

生的學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教育團體促請落實小班教學，並容許

學校中一級只開兩班。圖為中學上課情

況。 資料圖片

本 內容：文匯教育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電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