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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獸醫課獲澳新臨時認證
首批畢業生有望取正式資格 可在港及英聯邦國家執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城市大學動物醫學院將在今年9月開辦本港首個自資獸

醫學學士課程，校長郭位昨日宣佈，該學院已獲得澳新獸醫管理局理事會（AVBC）認

證小組發出「合理保證書」，學士課程開課時即可獲得臨時認證資格，認證小組會繼續

考察課程的營運情況，確保課程達標；若一切順利，首批學生畢業時就可取得正式認證

資格，在本港、英聯邦國家如英國、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等地執業。

澳新獸醫管理局理事會認證小組於
去年12月到城大進行認證考察

後，向動物醫學院發出「合理保證
書」，故獸醫學學士課在今年秋季開課
時，就可獲得臨時認證資格。
據了解，上述理事會根據12項標準頒

發認證，包括財務、設施設備、動物資
源、學生與學習支援等。
郭位表示，現時城大已符合部分條

件，例如已購置太平道寵物診所供學生
實習，並已購入西貢大頭洲魚排及租用
沙頭角魚場作魚、蝦養殖，以及計劃在
新界覓地興建教學農場，飼養牛、羊等
動物供教學用途，而城大校園更設有實
驗室，以作動物化驗及解剖等用途。
在開辦獸醫學學士課程的6年內，城

大須每半年遞交報告，而上述理事會將
在首屆學生的第二學年進行全面實地考
察，以核實課程是否符合臨時認證資
格；在第三至第五學年亦會應學院邀請
進行實地考察，並在第六學年完成最後
實地考察，首批學生有望在畢業時取得
正式認證資格，可在香港及英聯邦國家
執業。

將錄取最多15人
上述課程至今收到約600個申請，並

已有約60人參與由城大及康奈爾大學教
授聯席主持的面試，申請人中包括已取
得大學學歷者、畢業於外國大學的獸
醫、動物科學相關課程或醫科者、持有
博士學位人士及大學講師等，亦有應屆

文憑試考生和修讀IB（國際文憑）課程
者，校方將錄取最多15名學生。
由於課程在2017/18學年屬自資，學

費為12萬元，而現時課程已獲得臨時認
證，校方有信心日後會獲得教資會的資
助。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

示，城大在現階段公佈課程獲得臨時認
證資格，加強了學生及家長對課程的信
心。他又指，課程若要獲得認證資格，
認證機構一般要在課程開辦後視乎其課
程內容和就學情況等作審視，故需要在
開辦後一段時間才能獲得認證，這點可
以理解，而城大將繼續接受認證小組的
考察，以保課程達標，可見校方有為取
得資格而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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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普普通通地完成中學，亦普
普通通地面對畢業之後的人生關口—
搵工。

兼職原來沒有用
其實在學期間，我已經有做兼職，

亦試過不少「非主流」工作，如電召
的士應用程式開發、私家偵探等。可
能是兼職性質關係，壓力並不太大，
加上個人喜歡探究，這些非主流非傳
統的工作，反而更得心應手。
曾經，我以為工作就是一件如此簡

單不過的事，當時的我根本就不會為
畢業後的前路感到煩惱。
可惜是「天氣不似預期」，畢業

後，找工作成了苦差，可說是屢敗屢
戰再屢敗，有段時間更成了連兼職也
沒有的「雙失青年」，以往的兼職經
驗似乎完全沒有價值，始於未能找到

一份全職工作，而我也開始為自己的
前途及生涯問題而感到迷茫與焦躁。
幸好，我透過社工接觸了女青的生

涯規劃服務隊，向他們諮詢有關生涯
規劃的看法與建議。漸漸開始嘗試去
了解自己，認清個人興趣和能力，並
學習現時香港職場環境的優勢和限
制。最終，我為前路下了一個決定︰
遠赴韓國進修學習韓語，以成為韓語
翻譯員為目標。

千里之行足下始
其實早在中學時期，我已對韓國文

化和語言有一定興趣，但談不上要將
之視作仕途，更遑論要與家人、朋友
暫別，隻身前赴韓國進修。但在社工
的支持和鼓勵下，我明白到我必須向
自己負責，為自己的生涯作整體而長
遠的規劃，而千里之行永遠始於足
下，最後毅然下了這個冒險的決定。
今天我已身在韓國，仍透過電話短

訊與社工聯繫，他們近日告訴我，將

安排一次海外交流活動，地點正正是
我處身的韓國。為此，他們希望邀請
我為交流團進行簡單翻譯工作。由社
工服務的用家變成提供服務的青年領
航員（Youth Advisor)，我想自己是
真的成長了，這不但堅定了我留在韓
國的信心，亦實際的給我一次從事翻
譯工作的機會，相信能助我日後在當
地或回港發展。
那管日後天氣是否符合我的預期，

「打波才下雨」也好，萬里無雲也
好，我仍會努力嘗試繼續追夢，抱住
勇氣和決心朝着自己的理想進發。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有

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規劃服務
隊（香港島及離島）的工作體驗及實
習計劃，詳情將於facebook（https://
www.facebook.com/hkywcaclap） 內
刊登，大家快點報名參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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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世界各地年
輕人工作模式均興起一
個新趨勢，香港也不例
外 ， 這 就 是 —
「Slash」。年輕人愛

成為「Slash族」，就是他們愛彈性工作，從事多
份兼職或自由工作，不再只以單一職業作為他們
的事業發展及收入來源。而這個新字是來自於美
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Marci Alboher在2007
年所創立的。
其實香港一直有人身兼多份兼職，但相比起以

往多以「賺取多些收入」、「幫補家計」等經濟
因素作為考慮，現在的則比較多以「做自己享受
及滿足的工作」及「享受彈性工作的自由及自主
性」為主而自動選擇這種工作模式。
中五學生阿怡眼見表姐大學畢業工作數年後，

放棄了其穩定收入的文職工作，轉為賣自家手作
產品，開手作工作坊，教彈琴及補習。她知道表
姐自小便很喜歡手作，她覺得表姐現在能每天都
做自己喜愛的事，而且不用過着朝九晚五的刻板
生活表示十分羨慕。阿怡亦萌生將來要仿效表姐
的念頭，覺得就算大學畢業後也未必找到滿意的

工作，若能進行彈性工作，工作夠了又可出門旅
行，沒有公司的制度限制，自由自在多好。

需時間管理 收入不穩定
幫助中學生規劃生涯的理念不止在於讓學生找

到升學或就業的出路，而亦要讓他們在當下探索
自己，了解認識自己的需要、想法及夢想。以阿
怡為例，她認為自由工作者好像「幾輕鬆，沒有
那麼大壓力」、「不用有公司規管」、「可以做
自己喜歡的事」，但自由工作者其實是需要良好
的時間管理、高自律性、良好的人際網及要承受
不穩定收入的壓力等的條件。阿怡又有否因應自
己的性格、能力、興趣及對自由工作模式的實況
及要求作出較全面的了解及考慮？
阿怡及後有機會參與由學校社工舉辦的手作地

攤活動。活動過後，社工與她解說有關體驗，過
程之中，她發現要靠自己的手藝創作去賺取金錢
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講求產品設計、市場口味
及需要、資金如何運用等等，而且一定要有其他
額外的工作才可以幫補生計。這次經歷令她決心
學好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這一科，同時亦有目標
地報讀一些有關平面設計的興趣課程。

尋找可能性 為夢想努力
其實「Slash族」旨在從彈性的工作模式中，騰

出多些空間去尋找發展個人特別技能的可能性及
機遇。他們多會為自己定立一個目標時限，讓自
己嘗試為夢想而努力過，不讓自己的人生後悔，
而不只是好像表面所看的「不務正業」、「輕鬆
無壓力」，而是會有目標、有策略地追求自我實
現，這種為夢想而奮鬥的魄力及勇氣很值得我們
欣賞。
但對於中學生而言，他們對於自我的方向模
糊，同時對工作世界又未有全面的掌握，我們需
幫助他們了解自身能力及優缺，並同時提供職業
探索的機會、權衡彈性工作模式的利與弊，以至
令他們可以學習作出知情和負責的選擇，為自己
的人生掌舵。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 朱婉琪姑娘
查詢電話: 2177 4567

歡迎瀏覽：http://www.hkfws.org.hk

德國的大學主要可分為三種
類型：綜合大學（107所），應
用科學大學（217所）和藝術、
電影和音樂學院（52所）。從數
字可見為何德國在科學研發方面
那麼出色。本會在3月21日有幸
邀請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
心（香港）主管Dr. Siegbert Klee
為老師和學生分享留學德國須知。
提起德國升學，大家都會略知其

公立大學均是免學費的，但當想到
語言要求，大家可能又有所顧慮。
其實同學就算不諳德語，也可以選擇
一些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國際課程，
DAAD提供一個有用的課程搜尋器︰
https://www.daad.de/internation-
al-programmes，當中約有 1,900 個課
程，但大多數是碩士和博士的。

英語授課雖少 熱門課程都有
筆者查過學士課程只有約150個，而

如果是以英語授課的學士就只有約100
個，再進一步只考慮免學費的公立大學

就只有56個。
大家可能會覺得選擇不太多，但當中已經包括很多
同學有興趣的學科，如商業管理、設計、理科、工程
學、人文學科、數碼媒體和環保科學等。
在德國，香港中學文憑已等同當地的中學畢業資
歷，即Abitur。考生在文憑試的四個核心科目及兩個選
修科目達到第3級或以上，便符合資格直接申請報讀德
國的大學。申請國際學士課程方面，大學一般要求申請
人英語能力達到IELTS 6.5，另對推薦信和學生學習概
覽會作考慮。同學一般要直接向院校作出申請，但也可
利用www.uni-assist.de，一份申請書就可向幾所院校提出
申請，第一間的申請費用為 75歐元，其後的為15歐元。

德語要求不低 臨急難抱佛腳
對於略懂德語的同學，一般大學要求德語水平試達到
TEST Daf Level 4 至 5 級（即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B2.1 – C1.2級）， 所以同學如果在高中才開始學習德
語，又想在中六達到這個水平，確實會有點困難。
德國的大學沒有系統性的排名，質素甚為平均，故此選擇
德國的大學，應以大學的學院及學科為主要的考慮因素。如
真的想了解一下， The CHE University Ranking是一個不錯
的參考（包括35個學科範疇）。
在德國的生活費一個月約需800歐元，而如果是私立大學的
學費一年約20,000歐元。在學或畢業後工作方面，德國允許
外籍學生每年兼職打工120天（或240個半天），
另外亦允許外籍學生畢業後，在德國找工作的居
留時間至 18 個月。在www.make-it-in-germany.
com 網站中，大家可了解更多有關在德國畢業後
工作的資訊和機會。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幹事 梁可思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Slash雖有彈性 但非輕鬆無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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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身赴韓進修 立志入行翻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學文憑試筆試
開考在即，有機構以問卷調查逾千名應屆考生，發
現整體考生壓力指數偏高，若10分滿分為壓力爆
煲的話，受訪者的平均壓力指數達7.42分，當中近
五成半人更自評有8分或以上。調查又發現，逾八
成學生以升讀資助院校為目標，在學位「僧多粥
少」的情況下，「一試定生死」的壓力難免增加，
機構呼籲各界宜加強協助學生及早開展生涯規劃，
讓他們明白升讀大學以外的其他出路，相信會有助
減低他們的壓力。
「青年新世界」於今年2月至3月間訪問了1,317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發現他們不論是整體壓力還是
各核心科目的壓力指數，幾乎全都高於去年的調查
結果。壓力來源方面，考生認為社會給予的壓力最
大，如擔心成績欠佳會影響未來升學就業機會，平
均壓力指數達7.35分。考生在應對文憑試遇到困難
時，最普遍會向朋輩求助，其次是教師、補習社、

家人及輔導機構。

84%人想讀資助院校
調查又發現，84%受訪考生均以升讀資助院校為

目標，只有約一成考生表示畢業後考慮到自資院校
或境外升學，選擇畢業後工作的更只有3%。
註冊社工范浣棠建議指，學校及社會宜在學生初

中甚至小學階段協助青年人開展生涯規劃，了解不
同行業情況，讓學生對個人發展有清晰的方向，為
未來做好準備。
針對文憑試考生，范浣棠指學校和家長應該與考

生討論升學就業出路安排，尤其是出路的多元性，
減低考生對文憑試的擔心和緊張。
「青年新世界」副主席鄧咏堯建議考生不妨多參

與模擬文憑試，透過體驗貼近真實文憑試的安排，
以增加對文憑試的認識，從而減輕應試時的緊張，
且能增加應考時的信心。

DSE考生壓力指數高過去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小三
基本能力評估（BCA，前稱TSA）的
存廢備受關注，33名跨黨派立法會議
員昨日聯署，要求政府擱置計劃或容
許學校與家長選擇自由參加，並要求
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及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盡快會面，以表達訴求。
是次聯署者包括5名建制派議員，

分別為新民黨的葉劉淑儀、容海恩、
田北辰，以及經民聯的梁美芬及石禮
謙。
聯署信表示，社會人士擔心推行小
三 BCA評估會引發大量不必要操
練，影響正常的小學課程和教學，而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過去數月來
先後通過3個決議，分別要求擱置計
劃及容許學校與家長選擇自由參加評

估。
信中又引述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已明確表示將會擱置小三BCA，故呼
籲教育局應在新的形勢下重新考慮勉
強在今年全面復考小三 BCA的價
值，並要求與張建宗及吳克儉會面，
希望兩人就立法會通過的要求作出切
實回應。

梁美芬：不宜以政治立場分界
是次立法會議員罕有地跨黨派地作

出聯署，梁美芬認為民生問題不宜以
政治立場分界，建議宜將考試選擇權
交還學校和家長。
田北辰認為BCA評估應採取「不

記名、不記校」方式，才有助杜絕操
練，但他不支持長期擱置。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基本能力
評估不需要操練，若遇到學校因基
本能力評估出現過度操練，家長可
通知教育局，局方會深入了解及跟
進；至於今年BCA收集的數據和資
料可以回饋學校的學與教，並為基
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
提供有用的參考，向新一屆政府建
議相關安排。
發言人又指，BCA研究計劃的評估

部分會於學校一般上課日進行，各校
就學生上課日的安排均有既定政策，
若學生因為任何原因於上課日缺席，
校長可跟隨學校一貫方法處理。
在參與BCA研究計劃的安排上，

如學校有特別情況或困難，教育局會
深入了解並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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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位昨
日宣佈城
大的動物
醫學院已
獲得「合
理 保 證
書」。
黎忞 攝

■城大的獸
醫學學士課
程開課時，
可獲得臨時
認證資格。
圖為該校師
生在實驗室
情況。
資料圖片

■■阿陸最終決定到韓阿陸最終決定到韓
國進修國進修。。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