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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援免試懸壺 可助醫局吸才
團結基金：英美澳出招搶醫生 港不宜設太多關卡

「STEM之父」掌資優學苑 擬育戲曲優才

香港現時每千人口平均只得兩

名醫生，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3.5名的水平。為

紓緩醫生不足，特區政府早前建

議於境外認可醫學院畢業及註冊

的香港永久居民，在豁免考試的

情況下，在香港公營醫療機構行

醫。團結香港基金近日指有關建

議可行，並指英美澳也以「免

試」政策搶醫生，新加坡更有四

成是海外「免試」醫生，香港不

能對引入非本地醫生的問題上加

諸過多的關卡，基金並相信隨着

政府引入更多非本地醫生，有助

改善公院工作環境，長遠能挽留

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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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懲教所執教鞭 課室上堂高設防
��

黃金耀曾任中學教師，有
豐富的教學經驗，2019年
他應懲教署邀請前往懲教所
教授STEM課程，這是他教
書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段經

歷。當時香港正處於黑暴橫行時期，每日懲教
所都有新人「加入」，每班原本不會多過10
個學生的名額，後來迫爆到每班約16個學
生，有未判刑被羈押的，也有被定罪的，課堂
準備的材料經常不夠分配。
懲教所的環境特殊，STEM課堂要在設有柵
欄的課室內進行，而且課室的角落都站着負責
看守的懲教人員。課程內容主要以製作小相

機、防盜警報器等，及教授電腦知識。黃金耀
提起在懲教所任教的這段經歷，以「心情複
雜」來形容。
「當時前一日睇報紙，見到整炸彈嘅細
路，第二日就喺懲教所見到佢，變成我的學
生！」他強調，這一班學生其實都只是普通
的中學生，卻被黑暴風氣所累，不得不在高
度設防的課室內上堂，也不知道還有沒有
「明天」。有時學員會問：「阿Sir，你幾時
再教我哋呀？」「等你出來後，我再教你
啦！」黃金耀感嘆地憶述當天他離開崗位時
與學生的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特區政府於 2017 年公布
《可持續大嶼藍圖》，以「北
發展、南保育」原則推動大嶼
山可持續發展。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政府已

預留土地建造長約4.9公里的海濱長廊，並引
入生態海岸線；同時展開改善大嶼山遠足徑及
網絡研究，冀透過連接現有及建造新的遠足
徑，整合成一條長約100公里的環嶼遠足徑。

河畔公園利生態教育

黃偉綸網誌引述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續大嶼
辦事處工程師王芷蔚表示，以東涌東擴展區為
例，政府會預留土地建造長約4.9公里的海濱長
廊，並引入生態海岸線，提供合適的生境讓海
洋生物棲息；未來會在東涌河建設河畔公園，
改善區內環境、促進親水文化和生態教育。
可持續大嶼辦事處亦根據「北發展、南保

育」原則及大嶼山不同地區特色，制定《大嶼
山保育及康樂總綱圖》，例如南大嶼山海岸的
藍綠資源豐富，有貝澳濕地、水口沙坪和沿岸
海灘，其生態康樂潛力可進一步提升。總綱圖

會一併將大嶼山不同景點、活動及主題地點，
以行山徑、單車徑網絡及水陸交通連接起來。
黃偉綸並引述辦事處工程師林冠宏表示，期
望讓大嶼山匯聚各樣生態康樂活動，其中擴建
梅窩越野單車徑網絡和建造練習場，以及芝麻
灣越野單車徑網絡擴建工程已大致完成，目標
是要提升南大嶼現有的越野單車徑。
辦事處亦已展開改善大嶼山遠足徑及網絡的

研究，冀透過連接現有及建造新的遠足徑，整
合成一條長約100公里的環嶼遠足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團結香港基金主管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該基金醫療及社會發展研究主

管田詩蓓表示，本港65歲以上長者人口比
例將由去年的 18.3%，增至 2036 年的
29.9%，醫療服務需求勢必持續增加。

增萬醫才追回廿年前水平
該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
長黃元山補充，香港醫生與病人的人口比

例，缺口愈擴愈大，前年每千名65歲以上
長者，及每千名長期病患者，分別只能配
對到11.4名及6.8名醫生照顧，較2000年
的分別13.9名及11.7名為少。
他認為，香港需要增加超過1萬名醫
生，才能追上20年前的醫療服務水平，情
況遠較政府的估算嚴峻。
特區政府近期提出措施吸引非本地醫生

來港執業，建議讓在認可非本地醫學院畢
業，並已於當地取得醫生註冊資格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可豁免考試到香港的公營醫
療機構工作，工作滿五年更能取得正式註
冊，自由執業。團結香港基金指出，即使
政府近年已經增加本地大學醫科學額，但
要培訓專科醫生最少需時十多年，沒有可
能應付短期需求，故認同有需要吸引非本
地培訓的醫生。
團結香港基金早於兩年前，建議政府

「免試」吸納合資格的非本地醫生。對
此，田詩蓓表示，美國、英國及澳洲於
2018年底分別有25%、29.2%及32.5%醫
生是非本地培訓醫生，而香港的主要競爭
對手新加坡更有41.2%醫生屬非本地培

訓，他們全部「免試」註冊。

強調「免試」無損醫療水平
她強調「免試」不會影響醫療水平，

「不是無把關，認可醫學院名單會有專家
小組作客觀判斷，而且聘用非本地培訓醫
生的機構也會評核該名醫生水平，現時建
議在公營醫療系統工作五年，仍較新加坡
一般只需兩三年為長。」
新加坡於2009年加大引入非本地培訓醫

生力度，把認可醫學院數目由原來的71間
增至160間，成功令當地醫生數目在十年內
大幅增加七成，醫生與病人的平均人口比例
由當年低過香港，變成現在高於香港。
黃元山透露，基金曾與一些非本地培訓

的港人醫生討論，發現不少人均有意回港
執業，惟現行的有限度註冊有效期最長僅
三年，部分人擔心一旦不獲續約便打亂家
庭計劃，因此對回流卻步。
他又表示，香港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欠

佳，使部分公院醫生最終轉投私人市場，
「如果能引入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公立
醫院的服務壓力亦可以得到改善，有助醫

管局挽留人才。」
田詩蓓亦指，政府現時亦正着手發展基

層醫療，包括在各區設立社區康健中心，

長遠有助紓緩公立醫院壓力，改善公院工
作環境，減低非本地醫生做滿五年轉投私
人執業的意慾。

大嶼研打通「經脈」建百里環嶼遠足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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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大
嶼辦事處在
東涌東擴展
區建造海濱
長廊，並引
入生態海岸
線。圖為生
態海岸線的
構想圖。
發展局網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將於本周三發表下年
度的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示，經
過多個月的努力，預算案已準
備就緒。他指出，為應對經濟
下行及防疫抗疫的工作，即將
完結的財政年度赤字急升至歷
史新高，為制訂預算案設下甚
具挑戰的前設。
他預告，預算案的措施就如

現實生活中要「睇餸食飯」，
難免令選擇有限，但仍希望
「不論餸菜多寡，也可積極樂
觀地面對。」
陳茂波表示，與過去一樣，
他在預算案的籌備階段密集地
與市民及不同界別的朋友交流
溝通，希望更了解市民的生活
現況及大眾的需要和想法，並
在平衡了現實不同方面的考慮
和限制後，最終敲定了預算案
的框架與措施。
他強調，在經濟尚未恢復之

際，須維持逆周期政策以發揮
穩定作用，令下年度會出現較
大的赤字，為新一份預算案定
下甚具挑戰的前設。他預告，
預算案的措施就如現實生活中
要「睇餸食飯」，難免令選擇
有限，他相信疫情總會過去，
困難定可跨過。

財案封面用青色 寓對未來抱希望
陳茂波說，花開有時、四季
有序，經濟同樣有起伏、財政
豐儉也有周期，就如植物生長
的起點也只是小小的種子，潛
藏的卻是無限生機，故今年預
算案的封面採用了青色，代表
對未來所懷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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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預告，周三公布預算案的措施就如
現實生活中要「睇餸食飯」。 網誌圖片

●黃金耀講述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未來的發展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同學們興
高采烈地討
論 小 組 課
題。
受訪者供圖

◀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安
排同學前往
科 學 園 交
流。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曾培育多名「星之子／
女」、被譽為「STEM之父」
的黃金耀上月4日起出任香港
資優教育學苑院長，他近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對
學苑未來發展已有鴻圖大計，
包括：有系統地整合資源，騰
出空間推動藝術教育，尤其是
戲曲等冷門範疇，以配合政府
對西九文化區的建設；自小培
養資優生的創業知識和理念；
及嘗試推動AI教學評估軟件
加入課堂。
黃金耀年輕時曾赴英國接受
教育，取得倫敦大學物理及天
體物理學學士、半導體材料科
學博士。1995年返港後曾任
中學物理及科學科主任，後擔
任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
意中心總監，大力推動學界科
創比賽，先後培育包括第一代
「星之子」陳易希等多名中學
生，揚威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
賽並獲得小行星冠名。
雖然本身是「理科人」，但
黃金耀在規劃學苑的未來發展
時，卻認為不一定要側重理科
課程。

善用西九場地 安排海外交流
據統計，2019/20學年報名
參加資優教育學苑的課程學生
之中，數學課程佔14%，科學
課程佔18%，他表示，以往學
苑投放在這兩科的資源投入較
充足，相較下在藝術等範疇投
入相對較少，故未來學苑擬統
籌教育資源，投入到較
冷門的課程，例如
與學習中心合作
推 廣 藝 術 教
育、表演藝術
類的課程。
他以戲曲
舉例指，以往
資優學苑並無
戲曲課程，在
這方面有天分
的學生無法找
到相應支援。
考慮到目前西

九文化區提供了優質的戲曲演
出場地，他希望能活用相關資
源，讓學苑培養出可以上台表
演的「小戲班」，年輕人可以粉
墨登場，這樣既可服務戲曲中
心，為市民提供更多文娛活動
選擇；又能拓展資優教育活
動，日後最好可安排學員前往
其他國家及地區交流，一舉多
得。
觀察到本港冒起的創業風

氣，黃金耀認為以往許多學生
空有創意，卻不具備創業的理
論知識，導致他們初入社會創
業時「碰釘」，「其實10歲至18
歲的高中生雖然法律上無法當
老闆，但有些人的能力、技術
及創意已經具備日後當老闆的
潛質，故可以從小培養他們的
相關知識，例如法律、會計、
稅務、知識產權等知識，避免
創業時走彎路。」
資優學苑會透過工作坊，安

排專家教授有關的知識、分享
自身經驗，同時亦會增加中學
生、大學生的暑期工作機會，
「讓學生在初創路上一條龍學
習。」

AI評課堂表現實時分析
黃金耀提到，資優學苑正

在和應科院商討將AI引入課
堂評估，實時評測學生的課
堂表現，透過學生表情和回
答問題等表現，分析學生對
課堂的專注度及興趣；而在
2017年已經開始的「香港資
優師徒計劃」，亦會繼續開

展。
他希望透過學
苑有系統的課
程，能夠栽
培、挖掘孩
子的潛力和
天賦，就算
是平時學業
成績平平，
卻在某方面身
懷天賦的學
生，亦可因材
施教，把原石
打造成美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