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回筆者與同學分享了
「火鳳凰」的故事，不知同

學有否上網進一步了解職業
治療師的工作及服務性質？
就讓筆者在此為大家簡單介

紹何謂「職業治療」。

「職業」原意為「日常事」

每次問及何謂「職業治療」時，筆者最常
聽到的答案離不開「職業病或公傷有關的治
療」，其實這是一個誤解。若你翻查字典，
會發現英文「occupation」一字，除了有工
作或行業的意思外，更可解釋為一切人們日
常生活中會做的事情，這也是職業治療中

「職業」的原意。
職業治療師相信，每個人都必須進行有意

義的日常活動，才可達至並維持健康。簡單

如吃喝玩樂、梳洗如廁、上班讀書，其實也
屬於日常事。如果人們因為任何身體缺損而
導致不能做這些「日常事」，不但會影響個
人獨立性，令自信心低落，感到挫敗，長遠
更可能變得依賴。

分析生活角色現實需要

同學或許會問，如何才能協助患者康復，
並投入正常生活？職業治療師會先評估患者
各方面的能力及現實需要，分析他們的生活
角色、習慣和周遭環境，然後以專業角度細
心選擇或設計一些能夠達到康復目的的活
動。

同時，治療師會因應患者情況和進度調節
活動形式、步驟及深淺程度，讓他們逐步康
復，重新把握生活技能。另外，治療師會評
估環境因素及生活流程、改裝環境設施、設

計及製作輔助器具等，協助他們更有效、更
安全地參與日常活動。

面對不同個案，職業治療師通常會考慮以
下問題：「對患者來說，甚麼才是最有意義
或最需要處理的事情？有甚麼活動或方法可
以讓患者鍛煉缺損的功能？家居環境有需要
改裝以確保安全嗎？有甚麼輔助工具可以協
助患者更有效地進行想做的事呢？」從而找
出答案，對症下藥，訂立最適合患者的個人
治療方案，提升活動能力和參與度，改善生
活質素。

說到底，職業治療是以人為本、 重與人
溝通的工作，同學若有興趣修讀職業治療
學，成為真正的「鳳凰使者」，就必須具創
意、能敏銳觀察、富有同理心及解難能力，
才能事半功倍。（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東華學院復康及社會科學學系一級講師

李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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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園：無限派表工作大增 常遭質問更添壓力
促完善學額規劃
百北區家長集會

「鳳凰使者」重溝通「職療」涵義廣

5傑獲理大頒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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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港固
體垃圾有增無減，近年民間努力提倡
珍惜資源，循環再用。30多名灣仔區
學生響應環保，在年輕的產品設計師
帶領下，運用想像力及創意，以廢棄
單車零件製作多件精緻實用品，把別
人眼中的「垃圾」轉化重生。學生優
秀作品將於11月2日至8日，於「出奇
歡樂皇東節2013」舉行期間，在合和
中心露天廣場展出。

皇東節環保藝坊展出

30多名香港鄧鏡波書院學生參與由
皇東節主辦的環保藝術工作坊，大會
邀請本港著名產品設計師組合「Miro」
帶領學生，用棄置單車零件創作5件精
緻用品，分別為「嘆碳椅」、「搖搖
車」、「 閒之輩」、「簾燈」及「牛
歡樂」。學生把童年美好回憶和環保訊
息灌注作品之中。

中六生鄧百均與同學創作名為「牛

歡樂」的搖搖椅，鄧百均坦言，初時
只看到一堆零件，亳無頭緒，「後來
設計師給我們看了一些創作例子後，
我們加一點想像力，創造出以牛為主
題的作品。」

「牛歡樂」椅倡減少食牛

他指人類過度進食牛隻，最後引致
排放過多的二氧化碳及甲烷，「希望
製作一隻牛歡樂，用輕鬆的表達方
法，把人類過度進食的問題傳達給新
一代小朋友。」

中五生鄭子鋒與團隊則想到以單車
及車輪造成「嘆碳椅」，他們以車輪

作椅子，椅子是給人休息的地方，希
望大家抽空坐下來，反思自己的生活
是否太過物質化。

「Miro」產品設計師梁展邦表示，
生活中有很多舊東西被掉棄，但其實
是很有用的資源，絕對可以循環再
造，同學們的作品讓人感到驚喜。

30灣仔學生廢單車製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復旦大
學中文MBA項目香港班日前在港舉行
首班開學典禮暨企業捐贈儀式。據了
解，該課程為期兩年半，屬兼讀制，並
採取集中授課模式，學生每月只需抽出
兩天至三天集中學習。大部分課程在香
港教授，復旦教師將專程來港授課，但
校方於開學後和學年當中，會安排兩次
課程前往上海本部學習，並結合課程實

地赴內地知名企業參訪交流。學生修滿
規定學分，成績合格並通過學位論文答
辯，將獲得復旦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證書和畢業證書。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香
港智權教育中心主席郭智權、嘉華國
際集團有限公司財務總裁許亮華、瑞
安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陳永
明等出席活動。

復旦中文MBA港班開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日在網誌撰文，回應北區
和大埔區幼稚園學額不足問題。他重
申，幼稚園學額供求平衡，但中介公司
介入，不但令家長擔心，而且導致幼稚
園申請數字出現「乘數效應」，導致家長
恐慌。

重申幼園學額足夠

吳克儉在教育局網誌《局中人語》
中，以「善用學額，發揮彈性，與幼稚
園攜手回應家長需求」為題撰文。他重
申，全港幼稚園學額足夠，供求大致平
衡，當局明白家長關注，因此與幼稚園
業界擬訂6項措施，包括網上派表、無限
派表、就近入學、增加學額、一人一
位，以及提供家長支援。

對於有家長指，「就近入學」原則收
生仍有漏洞，他指不少幼稚園對「就近
入學」安排已經有一定經驗，例如除了
住址證明以外，校方跟學童面見時進一
步了解其背景，引證是否存有問題，這
經驗可跟同業分享。

籲一人多次申請拒受理

今年幼稚園收生出現中介公司介入的
新現象，令家長對學位供應的擔心有增
無減，申請數字出現「乘數效應」。他呼
籲，若有人在同一學校提出多次申請，
學校可拒絕受理，希望有助遏止中介公
司干擾正常收生程序。

上水、粉嶺、屯門、大埔、元朗等區的媽媽會、
立法會議員和學界代表，昨日在上水一公園舉

行申訴大會，要求教育局正視幼稚園學額不足的問
題，並作好長遠學位規劃，逾百名家長出席。參與者
穿上黑衣和繫上黃絲帶，表達對教育局學位規劃失當
的不滿，又批評當局無法保障本港幼童原區入讀幼稚
園。

全日變半日 母嘆難搵錢

出席集會的梁太，將於明年為女兒報讀幼稚園。她
表示，今年學位非常緊張，故十分擔心孩子未來要跨
區上學。家庭月入約10,000元，梁太原本計劃明年為女
兒報讀全日制幼稚園，以騰出時間工作，減輕家庭負
擔，但由於不少幼稚園均由全日制改為半日制，以增

加學位供應，如意算盤恐怕未能打響。她又透露：
「本來想生多個，但現在害怕了，生一個已經這樣，生
第二個如何是好？」

劉太居於北區，長女跟隨外祖母在荃灣讀K3；「龍
B」次女明年將報讀K1；明年1月將出生的么女，令她
大感頭痛，「擔心完一個又一個」。劉太坦言，對政府
6招沒有信心，指萬一次女明年無法入讀北區學校，唯
有「跟姐姐（長女）往荃灣讀」。

憂虛報地址 原區童吃虧

北區家長劉太和李太均表示，當局6項措施漏洞多，
原區就近入學問題最大。李太指，小學機制要求家長
以煤氣單據等證明住址屬實，但幼稚園並無這規定，
擔心有人可輕易虛報地址，未能確保真正居於原區的
學童就近入學。

面試排隊久 或影響表現

上水粉嶺媽媽會代表黃太表示，繼早前排隊取表
後，有部分幼稚園面試都要再排隊，約200人在學校輪
候兩小時，苦不堪言，「等兩小時才面試，（孩子）
入到去，還可以有甚麼表現？」

北區推6招 盼大埔仿傚

屯門距離深圳灣口岸只有約15分鐘路程，對內地家
長有吸引力。屯門媽媽會代表區女士表示，希望大埔
仿傚北區推行6招，如使用統一註冊和收生程序，確保
學童有公平入學機會。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校長羅慧媚表示，邊境地
區學校需處理大量行政工作，有家長質問學校為何不
取錄子女，學校會感到吃力。至於位於九龍的學校，
今年收表數量增加，有學校試過有一人交數十份表，
相信是中介機構。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代表陳楚衡希望，當局提供
人手支援幼稚園收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今日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幼稚園學

額供求問題。逾百名北區家長昨日帶同子女在

上水集會，促請教育局完善幼稚園學額規劃。

有家長反映指，之前取表階段競爭固然激烈，

沒想到之後到學校面試仍然要在校外排隊兩小

時，家長和孩子大感辛苦。另一方面，幼稚園

界壓力倍增，因不少子女名落孫山的家長會毫

不客氣質問校方，為何孩子不被取錄，要求校

方解釋，令業界不勝其煩。當局更要求業界無

限派表，導致幼稚園行政工作大增，要求局方

增撥資源協助。

■學生展

示加入了

童年回憶

的「搖搖

車」，甚

具創意。

大會供圖

■陸雄文、郭智權、許亮華、陳永明、李慧琪、楊成和、羅殿軍等，與全體師

生嘉賓合影。

■梁太表示，擔心明年

要跨區上學。馮晉研 攝

■羅慧媚表示，有一人

交數十份表。馮晉研 攝

醫護緣醫護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

校監梁振英、校董會主席楊敏德與校長唐偉

章，昨日一同主持第十九屆畢業典禮，向5名

傑出人士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並頒授學術榮銜

予11,106名畢業生。典禮在大學校園賽馬會綜

藝館舉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及電機工程

榮休教授Mildred S. Dresselhaus、大鴻輝集團創

辦人兼主席梁紹鴻、利承昌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潘燊昌、土耳其Sabanci控股公司主席兼總經理

Güer Sabanci、當代著名作家及振興崑曲重要

推手白先勇獲頒授榮譽博士。雖然白先勇未能

出席典禮，但他將於12月初到訪理大，出席由

文化推廣委員會舉辦的學術講座。■理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為了鼓勵大學生到海外考察及發
掘研究樂趣，香港城市大學23名
來自各院系的本科生，將於12月
14日遠赴南極，展開為期21天的
極地探索之旅。他們會搜集企鵝
群、南極光、冰山、地衣等環境
及生態數據，數據經過分析後，
期望未來結合多媒體藝術，以動
畫、遊戲、電影、裝置作品等創
新方式，於明年春季展覽會上展
示探索成果。

城大為首間本地大學舉辦南極
探索之旅，活動由創意媒體學院
主辦，校方在近300名全日制本
科生呈交的135份計劃書中，揀
選29名學生撰寫的13份計劃書。
其中，23名學生每人需自付3萬
元旅費；其餘6名學生則留港進
行研究。他們分別修讀16項專業

課程，包括應用生物、應用化
學、亞洲及國際學、電腦工程、
創意媒體、製造系統工程、市場
營銷等。

研地衣抗氧化製護膚品

據了解，23名學生將乘搭一艘
載有來自世界各地科學家及學者
的科研船前往南極，抵達後再根
據各組研究項目分別投入研究工
作。製造系統工程學系三年級生
黃敏怡表示，將與就讀應用生物
學的三年級羅子寧研究南極地
衣，即由真菌和藻組成的低等植
物，「南極地衣抗氧化程度較其
他地區高，即使受強烈紫外線照
射仍可存活，非常神奇」。她解
釋指，當人類皮膚缺乏抗氧化便
會老化，故計劃從搜集地衣的生
長範圍、監測紫外線和空氣質素

入手，以研
究 當 中 的

「天然抗氧
化」機制如
何 運 作 ，

「當中機理
或有助研發
護 膚 化 妝
品，鼓勵化
妝品公司多
採用天然抗氧化劑」。

研企鵝取暖與屏風效應

至於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系一
年級生翟勁昌指，與兩位同學將
會運用熱視覺攝影機與風速儀，
探測企鵝體溫變化，「企鵝會圍
圈取暖，牠們每10秒便以波浪形
式移至外圍，讓外邊企鵝擠進中
央取暖，這種取暖行為很有

趣！」他與組員將研究企鵝取暖
行為，再比較香港樓的屏風效
應，看看兩者有沒有相近之處。

負責帶隊的城大創意媒體學院
副教授Scott Hessels表示，南極是
距離人類居住地最遙遠的區域，
當地生態脆弱，卻有最多種瀕危
動物棲息，希望學生透過旅程，
了解如何營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
未來世界，並傳遞環保訊息。

城大生年底赴南極蒐生態數據

■城大本科生遠赴南極探索。 鄭伊莎 攝

■劉太（右一）表示，「原區就近入學」漏洞較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多區媽媽會、立法會議員和學界代表舉行申訴大會，

要求正視幼稚園學額不足問題。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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