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懼「朱古力」挑戰 誓圓南丁格爾夢

海外交流拓視野 學會接納投職場

護 士 工
作之所以
神聖，不
單是能夠

救急扶危拯救生命，還因工作中滲
入名為「關懷」的軟件，就算每天
見盡生與死，血與骨，仍然願意繼
續無私付出，精神實在可敬。然
而，要踏入護士專業並非一步登天
的事，像只有19歲的阿珊，文憑試
成績不夠理想，無法直接入讀大學
修讀護理課程，但她沒有放棄夢
想，選擇以另一個方法去追夢—
從青年護理員開始做起。

未能入大學 先往汲經驗
阿珊自小已希望成為一位護
士，公開試的一次挫敗，未有教
她就此送別兒時夢，她參加了信
義會的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
劃，經過訓練成為青年護理
員，於與醫院環境相似的老人
院工作汲取經驗，並考取「急
救證書」、「安老院舍保健
員」、「殘疾人士院舍保健
員」等不同資格，「如成績理
想，日後可接駁到專上學院，
修讀其登記護士課程。」阿
珊說。
有道工作是人的第二個
家。在老人院舍工作的阿
珊，「家中」都是一位位爺

爺嫲嫲，他們都將眼前的年輕人視為
自己的兒孫輩般疼惜，「有時放假一
兩天，回到老人院時，長者們都顯得
很掛念，會問我怎了，是不是有什麼
問題呀這樣，能在這種溫暖又有人支
持自己的地方工作，實在十分難
得。」

視長者親人 克服心理關
自畢業自今，阿珊已在老人院舍

工作一年多，說到最難忘經驗，便即
時想起協助長者清理排泄物，「記得
師兄師姐教路，要先在口罩塗滿白花
油去掉味道，然後工作時，幻想這只
不過是朱古力！」不過，她後來明白
要克服成見的關鍵，是要把長者當成
自己家中的長輩來看待，「就是說，
如果親人有需要，貼身照顧他們也是
很平常吧？」到今天阿姍雖仍對此工
作戰戰競競，但在心理調整加上同事
協助下，漸漸亦已習以為常。
談到工作待遇，阿珊表示，青年

護理員薪酬每月約有1.3萬元，對年
輕人而言也有一定吸引力，加上工時
相對穩定，有利安排進修。而隨着本
港人口老化的問題日趨嚴重，護理員
如能踏實地積累經驗，以後無論在公
營或私營安老服務中，均有不少發展
機會。

阿珊鼓勵年輕人如考慮投身安老
服務，「或許家人和朋友未必會諒解
你，正如我當初入行時，親友就不明
白，為何以我的學歷和年紀，會跑去
做這些『阿嬸』才會做的工作，但為
了自己的護士夢，我耐着性子向他們
解釋自己的動機，最終他們就明白
我，由不接納變成支持與鼓勵。」南
丁格爾當年留下的一盞燈，尚待年輕
人一個個去繼承，有燈，就有人。
你會否想試試青年護理員工作？

快快讚好我們的專頁（https://www.

facebook.com/hkywcaclap），再inbox
你的姓名及聯絡電話給我們，只要有
5位15歲至21歲、沒上學又沒有工
作的年輕人參加就可成行，希望大家
踴躍報名。
鳴謝︰信義會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

海外交流讓同學
衝出香港，體驗不
同地域風土人情，
豐富涵養和見識，

在機會來臨時盡量發揮，隨時有意外收穫。
職業訓練局（VTC）於2014/15學年，安
排了約8,500人次學生參與海外交流活動，
足跡遍及中國內地、波蘭、法國、加拿大、
澳洲、英國、意大利等不同國家及地區，藉
着交流、比賽、國際會議等多元的學習活
動，將學生眼界從香港拓闊至國際層面。
今年四月，VTC接獲亞非會議博物館大
使的邀請，派學生前往印尼參加2015年亞
非大學生會議。作為香港唯一的代表團，
同學們肩負宣揚香港的責任，與來自世界

各地300多名同儕探討社會議題、交流觀點。
參加的同學表示透過此難能可貴的機會，接觸
多國文化，親身了解亞洲和非洲的發展，訓練
多角度思維模式，增強自信，有助日後投身職
場。
另外，40名就讀資訊科技課程的同學，於

今年6月前赴布拉格參與被譽為劇場設計界奧
林匹克的盛會——「布拉格國際舞台設計四年
展」。同學的作品是一個聲音裝置，展示一些
富有香港特色的聲音，整個作品由設計、製作
以至佈置，全由同學包辦。他們更於「香港
館」中擔任香港學生大使，招待來賓及示範作
品，從中磨練溝通技巧和表達能力。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學生則遠赴波蘭進行一

個學期的學術交流，參與珠寶設計課堂，以及

各類展覽及工作坊；課餘時遊覽當地歷史文化
遺蹟，開拓視野及文化觸覺，培養對世界文化
及設計的理解和鑑賞能力。參與的卓同學道出
他的體會：「能夠認識當地國家的學習及工作
情況，學會不同設計知識，對日後工作有很大
的啟發。」
交流有助學生了解現今世界時局，適時掌握
機遇，為日後事業發展籌謀。且透過與不同文
化背景的同儕交流和合作，學生能學會以宏觀
的角度處理事情，日後投身職場時能抱持開放
及接納的態度，樂意與別人分享及交流意見，
幫助提升就業能力。這就是海外交流學習銳意
達成的最終目標。 ■VTC國際發展處

讀中六的美美
對工商管理課程
頗有興趣，在高
中期間透過學校

推介參加過幾個關於企業精神和消費文
化的校際比賽，從中體驗商業世界的運
作原則，也磨練團隊協作和溝運技巧，
對管理學尤感興趣。報名聯招提交選科
次序在即，差不多所有大學都有開辦工管
課程，如何排序令她苦惱。

志強是美美的同學，成績很不錯，性格
內向，絕少參與團體活動，整天埋頭苦幹
於他的數學世界裡。他的聯招首三志願是
（一）計量金融；（二）環球商業；
（三）工程科學。

各大學「死因」一致
剛過去的星期五，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舉辦
一年一度的聯招答問大會，同場派發幾十頁
的有用資料（協會稍後會將資料上載至網
頁：www.hkacmgm.org/mp/），其中問到
「聯招申請人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各
大學的回應竟出奇的一致，包括：沒有因應個
人興趣選科，過分刻意以去年收生成績評估自
己的入學機會去排列Band A課程，入學後才
抱怨課程不適合自己興趣、能力，卻未能隨意
轉系；沒有好好為入學面試作好準備，如理解
課程內容、課程入學要求、主修選擇及分配機
制等，個別同學甚至缺席面試；未有定期查閱
來自聯招處及院校的電郵，錯失了重要資料提交
日期和課程最新發展，以至入學註冊資訊等。

勿只選三大科目
苦口婆心，都是要提醒年輕人以慎重認真的態度
作生涯抉擇，不要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以美美為
例，她很清楚自己的興趣願景，選擇方向很清晰。要
留意的是今年城市大學商學院改為以課程收生，而科
技大學除以學院收生外，也有以個別課程收生。建議
美美將大類收生的課程連同個別收生的課程一併考
慮，Band A的3個選擇都是自己感興趣，而又會於文
憑試放榜前舉行面試的課程，Band B的3個選擇也應是
同一範疇但興趣稍低，或不要求放榜前面試的課程，如
此類推佈置20個選擇。還有一點，不少同學「心頭
高」，單單以「三大」為目標，在放榜前對其他院校的
課程不屑一顧，無視各院校其實在不同學術領域也有出
色的成就，白白浪費了不同選擇可能。這階段宜以個人
的升學興趣為基礎，選擇來自各院校而收生水平不同的相
關課程，到放榜時，就可因應成績作適當的調動。
不難想像以志強的興趣、能力、性格氣質，工商管理不

應是他的那杯茶。那他為何有這選擇，是家人的影響？對
未來出路的擔憂？還是他認為，升學選擇只是公開試與大
學收生成績的配對遊戲？建議志強與學校的升學輔導老師
談談，要不他在入學面試已過不了關，或會成為另一個興趣
與課程錯配的例子。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何玉芬博士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首席研究顧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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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克儉在立法會回應議員提問時以「五不」回應廢
除TSA爭議。 資料圖片

5自資校11課程「加聲四起」專家︰扣資助後平過讀8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教育局

2015/16學年起推出「指定專業╱界別課

程資助計劃」（SSSDP），資助每屆近千名

學生修讀選定學科範疇的指定自資學士學

位課程，每名學生每年可得到4萬至7萬

元的學費補貼。本報記者發現，多所自資

校的SSSDP課程都將在明年加學費，其

中以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高等教育科技

學院（THEi）土木工程課程加幅最高，首

年學費增幅達12.4%，加至92,7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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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樂泓 2015年11月5日（星期四）

SSSDP加費迎資助
THEi土木工程升1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陳庭佳）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存廢近日掀起
社會熱烈討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
應立法會議員提問時提出TSA的「五
不」，包括TSA不會匯報學生個人成績、
不影響升班及小六升中派位、不會用來標
籤學校組別，也不會成為「殺校」指標。
為讓學校更了解TSA政策和安排，教育

局在上月底舉辦研討會，不同持份者都參
與其中。吳克儉指出席者認同TSA數據對
回饋教與學的重要性，當局同時在上月底
修訂及向學校發出有關家課與測驗的通告
和指引，提醒校方毋須為了應付TSA而改
變教與學及評估方法。
就有立法會議員質疑，為何當局意識到
TSA已異化，連官立學校亦有操練情況，
卻不直接取消TSA。吳克儉回應指，當局
與各個團體討論後，了解到TSA作為評估
工具有其價值及需要，具有加強教與學的
效能，而TSA本身是基本能力的測試，不
會對學校和學生等產生額外的壓力，只是
某些學校和家長可能因個別因素而導致有
操練的情況。
吳克儉指，未來要針對問題及了解壓力

來源，教育局會發出新的通告及指引讓學
校參考，以及促進家長的參與，學校管理
委員會應有校長、老師和家教會代表，並
每年商討由校本主導的家課政策，以消減
壓力。

狄志遠倡降難度完善制度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時表示，「若大家追求成績的本
質不變，今天取消了TSA，明天弄一個
ABC，一樣會出現問題。」
他又提到，若取消小三TSA，小學階段

就只剩下小六TSA，學生完成評估後都升
讀了中學，小學來不及改善教與學，這樣
TSA就變得沒有意思了，故建議當局盡快
檢討TSA成效，降低試題難度，並完善制
度，例如抽樣或隔年進行。

在2016/17學年共有6所自資校共15個學士課程
獲 SSSDP 資助，有關課程可經大學聯招

（JUPAS）報讀。聯招網頁早前更新相關學費資料，
當中至少有5所院校11個課程出現加學費情況，幅度
由3.6%至12.4%不等，其中THEi各個SSSDP課程的
學費普遍都有加幅，時裝設計、園境建築和廚藝及管
理等6個課程的加幅約為4%，學費由82,500元增至
85,800元；而該校的土木工程課程學費加幅更是
SSSDP課程之冠，由82,500元增加12.4%至92,730
元。THEi網頁亦顯示，該校有關課程學費採每年遞
增制，4年總學費逾39.5萬元，扣除政府每年7萬元
的資助後，每名學生要支付逾11.5萬元。
至於明愛專上學院的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每年學
費則由94,050元增加8%至101,640元。不過有關課
程將於明年加入SSSDP，並獲每年7萬元的學費資
助，學生實際每年只需要約3.16萬元。

明愛專院THEi︰通脹及增設備
明愛專上學院和THEi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
均指學費加幅是因為通脹及課程新增的設備。

就土木工程課程學費增幅較高，THEi發言人稱，該
課程內容以實驗室為本，校方需要持續提升教學資
源，例如添置新穎及先進的教學設備，以維持教學質
素。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認為，SSSDP

課程的學費尚算合理，在扣除資助額後，學生所要繳
交的實際學費仍普遍低於8大院校的資助學位課程，
相信有一定吸引力。他又指，學費增幅較多的護理學

和土木工程課程，確需要資源購置先進器材，以提升
教學質素之用，但強調相關院校亦應致力控制加幅，
並確保資源「真正用在學生身上」，避免在財政充裕
的情況下仍向學生增收學費。
根據SSSDP資料，有關課程今學年共經聯招取錄

934人，當中740人獲派第一組別課程。局方將於下學
年新增90個相關學額，包括明愛護理學60個名額，
以及THEi園藝及園境管理課程30個名額。

2016/17學年部分SSSDP學費增幅
院校 課程 2015/16學費 2016/17學費 增幅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 土木工程（榮譽）工學士 $82,500 $92,730 +12.4%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 時裝設計（榮譽）文學士 $82,500 $85,800 +4%
明愛專上學院 護理學榮譽學士 $94,050 $101,640 +8%
珠海學院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66,000 $69,000 +4.5%
恒生管理學院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72,200 $74,800 +3.6%
東華學院 健康科學學士（榮譽）學位（護理學） $105,700 $109,475 +3.6%
公開大學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111,800 $111,800 不變
註：列出的為首年學費，並未扣除資助
資料來源：各大院校、大學聯招網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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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THEi（左）和明愛專上學院（右）等開辦，獲SSSDP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在來年均會加學費。官網截圖

■ 要 克 服
心理關卡，
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長者
視為家中長
輩看待。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