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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在起跑
線」不只是電
視口號，近年
似乎也成了不
少人眼中培育

子女成才的教條。
是時代變了還是社會變了？從天生我才慢
慢培育，變成必須及早在人生領域，用資源
盡快堆砌出優秀人才的時代，是福還是禍？
十多年就業輔導工作中，筆者翻閱無數招聘

廣告，深明僱主對人才的期望有多千篇一
律。但數年前，筆者在中心遇到了小山（化
名），他的故事雖然平淡，但或許能把我們
對「人才」定義下一個新註腳。
小山生來個子不高，說話大聲卻不失禮

數，對中心大小守則了如指掌並嚴格遵
行，偶爾會作一些別人眼中莫名其妙的
「投訴」，如投訴職員在工作坊上讀出他
的姓氏，或導師引用例子時指桑罵槐等，
有人笑他「傻仔」，更多人對他的「投

訴」一笑置之。
在訕笑聲中，筆者選擇聆聽小山的話，相

信只有這樣才可解讀他的內心與背後故事，
才能與他一同探索近乎絕望、遙不可及的職
場發展。多次面談後，小山漸漸由對抗變為
信任，慢慢分享他生活上的種種，例如在人
際相處上遇上的難題、甚至情緒及精神上的
困擾、病況等。

走到終點 才是目標
從中，筆者發現了小山不為人知、善良及

樂於助人的一面。在被信任與接納的前提
下，小山遇上困難時開始懂得向筆者「請

教」，雖然他在人際相處及求職上仍不斷碰
壁，但他努力的一次次跨過自己的限制，並
從中學習成長。
後來有天，小山忽然跟筆者道別，表示因

要照顧家人而暫停找工作，短時間內無法再
到中心，求職夢似乎也因此畫上一個休止
符。一年後，當筆者擔心休止符會變成失望
的句號之際，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卻聽到小
山的聲音。
「姑娘！」依舊聲如洪鐘，「我找到了工
作，就在附近送外賣！」一臉自信與滿足的笑
容，彷彿是要告訴我他已能駕馭這繁囂的街
道，練就出穿梭人潮而不落單的真「本領」！

小山當然沒有贏在起跑線，也似乎跟人們
眼中的「人才」沾不上邊，但誰又可以忽視
他送外賣能為社會作出的貢獻呢？如果人生
是條跑道，比起早早出發，走到終點才是目
標，不是嗎？
如果各位希望對年輕人和生涯規劃有更多

認識，或了解本會舉辦的活動，可參閱女青
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的face-
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ywca-
clap），或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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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不一定贏在起跑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新近研發
了一種帶有靜電的納米纖維（nano-
fiber）過濾材料，採用多重隔離層
設計，能吸附直徑小於100納米的
污染微粒，有望阻隔流感、豬流感
或沙士等病毒。理大擬把新物料製
成口罩，預計年底推出市面，售價
與現時帶靜電的微米纖維口罩相
若。
理大創新產品與科技講座教授梁
煥方領導的研究團隊，經測試後採
用聚偏二氟乙烯（Polyvinylidene
Fluoride / PVDF）製成納米纖維過
濾材料，PVDF是一種半結晶熱塑
性塑料，常用作電線的絕緣體。
研究人員用電暈放電技術（Coro-
na Discharge）把靜電加在PVDF納
米纖維，使其能在近距離與微粒產
生電荷相互作用，從而有效吸附微
粒。

過濾效率透氣度更強
現時巿面上只有帶電荷的微纖維
或沒有帶電荷的過濾材料，而理大

研發的創新過濾材料有更高的過濾
效率，經使用多時仍能維持較低壓
力降（pressure drop）。壓力降數
值愈低，代表過濾材料面對氣流阻
力愈低、透氣度愈高，口罩使用者
較易呼吸。
測試證實，理大的技術能穩定而

持久地將電荷加入PVDF納米纖
維，靜電可維持達三個月，此前文
獻記錄的其他納米纖維，附加的電
荷通常一天內便會消散。
此外，理大團隊使用各種大小的

微粒作過濾測試，帶電荷PVDF納
米纖維材料過濾100納米微粒的效
率為54%，即空氣經過濾後，直徑
為100納米的微粒有54%被吸附，
沒有帶電荷的PVDF納米纖維材料
為17%；前者的壓力降亦只有5Pa
（Pascal /壓力單位）。
梁煥方表示，病毒通常帶有負靜

電荷，容易被帶正靜電荷的PVDF
納米纖維吸附，效果十分顯著，
「傳染病爆發時，採用這創新科技
製成的過濾器或口罩，防禦病毒效
果會很理想。」

理大製納米口罩 靜電用足三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在人口

老化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本港醫院、
診所乃至老人院對醫療人才需求殷切。明
愛專上學院昨日宣佈，獲香港護士管理局
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批准，於新
學年起，增加五年制護理學（榮譽）學士
課程學額，每年收生額由現時200個增至
360個；以5年計，總學額將由現時合共
1,000個，增加八成至1,800個。
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麥建華表示，上述課

程首批約120名畢業生，將於今年6月畢業
並投身註冊護士行列，期望能為醫療體系
稍微紓緩人手壓力。
健康科學院院長陳磊石表示，每年申請

該課程的人數約6,000人，其中四分之一考
生將該校課程列作聯招首三志願（Band
A），競爭相當激烈。收生分數方面，麥
建華透露去年文憑試收生分數約為18分，
當中亦不乏20多分的學生。

每年學費加至108,850元
由於物價、工資等必要費用上升，麥建

華指由2019/20學年起，每年學費將由
107,240元增加至108,850元。由於該課程
已被納入政府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SSSDP），每名合資格學生可獲72,800
元資助，每年實際學費為36,050元。
陳磊石介紹教學設備時指，2017年啟用

的調景嶺校舍現有6個教學實驗室，並會

持續增建各類實驗室。學院內現有感染模
擬病房、58張教學用病床及16個高科技模
擬病人，病人模型可模擬生理反應供學生
練習護理步驟。
此外，鑒於社會對復康服務需求上升，

校方正積極籌備開辦物理治療課程，預計
本年底前可以通過學術評審，初步擬收生
40人至50人。
對於明愛專上學院有意升格為大學，麥

建華表示升格申請需經過嚴謹程序，現時
校內修讀學位課程學生達1,500人，符合申
請升格的其中一項規定。他透露，校方將
於下月遞交首個工商管理學科報告予香港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並期望於明年初
前提交另外兩個範疇的學科報告，以作審
查。

明
愛
五
年
制
護
理
學
士
額
年
增
近
倍

■麥建華(左一)與陳磊石(右一)指，來年將
增加護理學學額至每年360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6所獲資助的院校分別為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
區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香港公開大學(包
括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東華學院、青年會專
業書院（見表）。

何鴻燊書院資助學額稱冠
其中公大獲批10個課程，為各校之冠，包括
普通科護理學、精神科護理學、流行音樂及音樂
製作等高級文憑課程；港大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
院則囊括最多學額，8個課程合共涉及760個學
額。
教育局表示，受資助的副學位課程和學額數目
經教育局在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後決定，均為
人才需求殷切的範疇。
新學年實驗室為本的副學位課程之資助額為
36,400元，非實驗室為本的副學位課程之資助額
則為20,850元。資助金在正常修業期內發放，合
資格學生只需支付扣除資助額後的學費。
SSSDP副學位課程橫跨不同院校及學科，扣
除資助額後學費水平差異亦較大。其中實繳學費
較高的有公大普通科及精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學生在獲36,400元資助後首年仍要交59,140元
學費；而港專的創意設計及媒體高級文憑，扣除
資助後只需要交15,520元，屬於當中學費最低的
課程。

楊潤雄：新舊生皆可申資助
楊潤雄昨日在教育局專欄《局中人語》撰文表
示，SSSDP推行三年多以來，一直備受同學及
行業歡迎，計劃於新學年把資助範圍擴展至副
學位課程，資助額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新生和現

正修讀有關指定課程的學生。同學可直接向有
關院校報讀獲資助的課程，有經濟需要的學生
可按實際應繳交的學費向學生資助處申請學生
資助。
對於課程獲納入資助計劃，明愛白英奇專業學

校校長麥建華表示歡迎，認為措施有助減輕學生
財政負擔，縮短了歸還學費貸款時間，可吸引更
多學生就讀。
公大及公大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發言人亦指，

計劃讓學生、院校及業界三方受惠，護理相關課
程可有效回應社會需求，設計類課程亦能為創意
工業帶來新血和專才，配合香港社會多元發展。
港專校長陳卓禧對此亦表示歡迎，惟他認為現

時只有指定範疇的課程才能受到資助仍然不足，
期望政府能盡快參照學士學位課程的做法，在副
學位課程推行免入息審查的資助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指
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副學位課
程」名單昨日終於出爐。有學生輔導專
家認為，計劃對有志投身相關行業的學
生，或對升學就業未有想法、成績平平
的學生而言會有一定吸引力；不過，本
港相當數目學生選讀副學位時，最大考
量始終是要升上大學，而計劃納入的課
程主要為職業導向，因此估計競爭程度
比不上SSSDP學士課程那般激烈。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表示，相

信政府在考慮SSSDP資助課程名單時，
一般會參考業界數據，「（六個範疇）

都屬於未飽和的，護理相當明顯，創意
工業亦屬於社會未來發展所需」，這些
均是人才資源相對渴求的範疇。

料不及學士課程吸引
他認為有關計劃預料會對兩類學生有

較大吸引力，其一是本身有興趣讀相關
課程的學生，有學費資助將有助進一步
推動他們選讀；另一類則是對升學就業
未有想法、成績只能報讀副學位的學
生，「純粹覺得（學費）便宜了，政府
又說（行業）人手不足，畢業後人工又
不俗」，就有可能被吸引報讀。

吳寶城估計，納入SSSDP後，這批高
級文憑課程後，其受歡迎程度肯定會有
增加，但相信不如SSSDP學士課程一般
顯著，「最大原因在於相當數目的同學
目標均是要升上大學，所以着眼點更多
在升學率較高的副學士課程」，相比之
下SSSDP納入的高級文憑課程主要為職
業導向，對一心想升大學的學生而言，
吸引力不會太大。
另一方面，吳寶城感嘆有關名單公佈

太遲，因香港中學文憑試已經展始，應
屆文憑試考生現正忙於考試，未必有額
外心力了解相關資訊。

課程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設計學高級文憑

配藥高級文憑

款待管理學高級文憑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
食品健康及商業管理學高級文憑

社康照顧高級文憑

醫療及保健產品管理高級文憑

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旅遊及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高級文憑

體育及康樂管理高級文憑

運動教練學及運動表現高級文憑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創意設計及媒體高級文憑（數碼影
像／視覺傳達）

電腦學高級文憑（流動應用程式及
遊戲開發）

體適能、教練及運動管理高級文憑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航空及郵輪
服務／西式廚藝／酒店款待／旅遊
及項目管理）

資助學額
（第一年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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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資助後
實繳學費

$28,270

$24,960

$37,190

$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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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0

$36,150

$36,150

$36,150

$36,150

$36,150

$15,520

$31,070

$3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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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香港公開大學（包括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精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
醫療護理高級文憑

工程學高級文憑（土木
工程）

數碼時裝設計高級文憑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流行音樂及音樂製作高
級文憑

度假區及主題樂園管理
高級文憑

旅遊及航空業高級文憑

旅遊及款待業高級文憑

東華學院
健康科學高級文憑

護理學高級文憑

青年會專業書院
酒店及旅遊管理高級文
憑

資料來源：SSSDP網頁、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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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金額

$36,400
$3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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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0

$36,400

$36,400

$36,400

$20,850

$20,850

$20,850

$3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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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資助後
實繳學費

$59,140
$59,140
$29,000

$27,000

$23,000

$23,000

$23,000

$38,550

$38,550

$38,550

$41,250

$55,800

$32,650

SSSDP副學位院校課程名單（2019/20學年入學）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施政

報告去年宣佈2019/20學年起把「指定

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拓展至副學位課程，教育局昨日公佈詳

情，資助6所專上院校共28個高級文憑

課程，涵蓋建築及工程、電腦科學、創

意工業、護理、運動及康樂、旅遊及款

待，共2,050個學額。計劃按課程是否

以實驗室為本，提供最高36,400元資

助。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資助適用

於符合資格的新生和舊生，有經濟需要

學生更可申請學生資助。

專家：護理創意工業相對渴才

■理大研發的帶靜電納米纖維過濾口罩及複
合過濾器部件的雛型。 理大供圖

■梁煥方領導的團隊，研發出帶靜電PVDF
納米纖維過濾材料。 理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