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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由宏恩基督教學院提供）

宏恩基督教學院之兩年全日制「幼兒教育高
級文憑課程」提供專業及有系統的幼兒教育培訓，
並透過體驗式學習及教學實習，讓學生在實際幼兒
工作環境中實踐所學，使學生能以專業知識和基督
的愛服務幼兒教育界。課程亦重視通識教育、語文
能力提升和社會服務體驗，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為日後的持續進修或就業作更佳裝備。

體驗式學習 培育專業幼師
宏恩今年增設二萬元入學獎學金

多元化教學 

    專業資格獲認可
宏恩基督教學院提倡體驗式學習，並以多

樣化教學方法，如工作坊及微格教學，幫助學
生掌握教學技巧。實習對學生掌握教學技巧及
與幼兒相處十分重要，學生將獲安排於本地的
幼稚園或幼兒中心實習，獲取寶貴的教學實習
經驗。課程為學生提供駐校體驗，教學實習及
實習工作坊，將專業知識與實踐融合。畢業生
可獲取四項專業認可資格，包括：向教育局申
請註冊為合格幼稚園教師、向社會福利署申請
註冊為合資格的幼兒工作員和幼兒中心主管，
以及獲社會福利署認可為特殊幼兒工作員，投
身幼教專業；畢業生亦可選擇申請相關之銜接
學位課程，繼續進修。

此外，學院於今年增設 $20,000 入學獎學
金 *，凡持有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成績
達 5 科 2 級或以上之學生（包括應屆中六畢業
生），如成功獲學院取錄或有條件取錄，並提
供學校推薦信，即可向學院申請。成功入讀課
程之同學如成績優異及符合指定要求，有機會
可於二年級繼續獲發 $20,000 獎學金，完成兩
年的高級文憑課程。

余凱欣 (Marianna)

                  一年級學生

「我是一位已婚在職人士，想進修取得文
憑，最大的挑戰是做功課。在宏恩，有考完
DSE 的同學，有從其他院校轉過來讀的，
亦有持續進修的人士，十分多樣化，但我覺
得跟一班不同年紀的同學也可以共同進退，
真是難得。在宏恩，我跟同學及老師的關係
都很融洽，即使晚上我有學業上的疑問，找
老師或同學，他們會不辭勞苦地回答我，真
是十分感激！」

  潘子怡 (Eleanor)

                  二年級學生

「我是在 DSE 畢業後到宏恩就讀的，
我想我最可以代表到一班考完 DSE、對前
路茫茫感到不安和迷惘的同學。對我來說兩
年前考 DSE 仍然記憶猶新，DSE 放榜後，
我不斷尋找院校報不同的課程，在機緣巧合
下我報讀了宏恩的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讀不同學科和不同背景
的同學都有機會一起上課，師生關係十分和
諧，我認為這就是宏恩的魅力。我打算在畢
業後繼續在宏恩升讀學士課程，跟宏恩的老
師一起成長。」

林灝然 (Jason)

                  二年級學生

「我入讀宏恩之前對院校並不太認識，但
當我讀了一個月之後，我對宏恩的歸屬感愈
來愈大，師生關係好像朋友一樣！在實習時，
導師十分用心，能指出我要改善的地方，希
望我們做到更好。畢業後找工作時，宏恩為
我爭取了很多機會，幫我聯絡一些幼稚園取
得面試機會，這真是非常難得。」

董嬌嬌 (Teresa)

                  畢業生

「記得去年我在宏恩完成了幼兒教育高級
文憑課程後，寄了五十封求職信，也沒有一
個面試機會。老師知道我的情況後，替我寫
了一封推薦信，方便我求職。最深刻印象的
是其中一位導師是已退休的幼稚園校長，安
排我去做模擬面試，分享面試技巧。現在院
校的導師仍然跟我保持緊密聯繫，了解我的
近況，而我在工作上無論遇到開心或困難的
事情，也會跟他們分享。我可以在短時間內
有所進步，都離不開宏恩老師對我一直以來
的扶持。」

  課程查詢：

院校：宏恩基督教學院
電話 / WhatsApp：5804 4140
電郵：registry@gratia.edu.hk
網址：www.gcc.edu.hk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5 號
        （港鐵石硤尾站 C出口）

幼兒教育高級
文憑課程資訊

▲ 宏恩基督教學院之「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透過體驗式
學習及教學實習，讓學生在實際幼兒工作環境中實踐所學。

▲  宏恩基督教學院「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的學員
在課室實施其設計的活動，活動後會進行討論，評估
其活動設計及教學成效。

* 獎學金之申請人必須要符合基本資格才獲考慮，所
有申請必須經學院審批，學院保留發放獎學金之最
終決定權。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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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      WhatsApp：5804 4140

電郵：registry@gratia.edu.hk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5號
        （港鐵石硤尾站C出口）
網址：www.gcc.edu.hk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心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服務管理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基督教事工榮譽學士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心理及輔導學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轉化型商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基督教事工高級文憑課程 (全日制 / 兼讀制)

‧大學基礎文憑課程 (全日制)

2021-22年度入學申請

業界或有興趣人士
可選擇兼讀制課程

接受一年級及
銜接學位課程入學申請

(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三年級入學申請
已額滿，現時只接受一年級入學申請)

報讀課程注意事項
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考生可登入宏恩網上入學
申請系統報名。面試後獲有條件取錄者，請於7月21日
放榜當日帶同相關文件到宏恩基督教學院教務處辦理確
認手續。

放榜期間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立即報名

宏恩基督教學院

iAMgratian 課程資訊

報讀學士課程及「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可向學院申請獎學金；
報讀「大學基礎文憑課程」的學生，如有需要，可向學院申請助學金。

獎助學金查詢電話：5804 4144
*獎助學金之申請人必須符合基本資格才獲考慮，所有申請必須經學院審批，學院保留發放獎助學金的最終決定權。

增設入學獎學金$20,000，成功獲取錄的同學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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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

到底世界上有沒有「奇迹」這回

事？例如，一個DSE考生，無論是未

盡全力還是力有不逮，應考時明明作

答得一塌糊塗，到了 7月 21 日放榜之

日，竟然「5福臨門」 ⋯⋯ 這不是奇

迹，而是癡人說夢。

奇迹應該是：一件難度十分高、成

功機會率十分低的事，盡力一試，結

果克竟全功。當中或有幸運成分，但

一般是努力辛勤的成果。就算對手比

自己強，但有戰術有策略，好像打機

過關一樣，沒有可能等運到。

好了，成績其實已經定了，其實早

應該心裏有數，其實早早便要盤算如

何「走綫」，才能避免在升學路上一

失足成千古恨。牢記就算今日你的成

績「1字排開」也好，君子報仇十年未

晚，有誰知道五十五年後你會否成為

世界首富或諾貝爾獎得主呢？

淡然面對放榜，這不過是一場比賽

的完結。下一戰，尚未知鹿死誰手，

屆時再打更漂亮的一仗吧。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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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文：李永康     圖：星島圖片庫、受訪者提供

今年中學文憑試（DSE）

將於本月 21 日（下周三）放榜，

相信很多畢業生已經為自己的前程作好準備。今期我們搜羅了豐富的

DSE 升學資訊，包括學生輔導顧問及升學規劃服務計畫負責人分享放榜

及選科心得，也羅列出考生要注意的重要日子，

以及政府資助學生報讀自資院校計畫的詳情，

協助 DSE 考生及家長作最後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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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將於下周三公布今屆DSE成績，除了放榜日外，

考生亦要留意以下重要日程：

現時香港有不同的升學途徑供學生選擇，香港輔導教

師協會副主席何俊恩建議，畢業生應檢視個人能力及成績，

並以此作規劃前路及選科的考慮因素。「認識自己的興趣固

然重要，假如學生喜歡工程或科學，邏輯思維及數理能力卻

未能應付，就要重新調整自己的目

標。」他續指，成績也是衡量條

件之一，「以物理治療為例，入

讀傳統大學的收生分數一般較

高，有意在這個範疇發展的學生，

可考慮報讀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

資助計畫（SSSDP「資助計畫」）

課程，甚至到海外升學。」

何俊恩坦言，家長及學生如欲確保自資課程的認受

性，可瀏覽「iPASS」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自資專

上教育資訊平台，當中列明的課程，其內容及學術團隊都

已經審核且達到水平。他續指，「對未來發展已有清晰目

標的學生，除了傳統八大之外，可選擇報讀行業認可的課

程和指定院校，均能取得學位證明和專業資格。」

考生籌劃升學路遇到困難

時，可尋求不同渠道的協助。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

表示，不少院校拍攝介紹學

科的影片，或增設聊天室提

供網上諮詢及解答問題，「畢

業生也可主動找老師傾談及商討，

好好部署未來升學路。」他補充，學生要認清自己的興趣

與能力，以及未來發展的具體目標，「他們可尋找不同學

科及相關行業的入職要求及條件，選擇合適自己的升學方

案，切忌『為讀而讀』。」

日期 重要事件

7月16日
（上午9時）

JUPAS帳戶內公布校長
推薦計畫及比賽 / 活動的經驗及
成就 （OEA） 特別考慮的結果

7月19日
（下午4時）

毅進課程第一階段收生
截止報名及繳費

7月20日
（上午9時）

毅進課程第二階段收生
開始

7月22至24日 於個別指定時間內在
JUPAS帳戶修改課程選擇

8月12日
（上午9時） JUPAS公布正式遴選結果

8月13日
（下午5時前）

獲得JUPAS正式遴選取錄資格的
申請人繳交留位費的

最後期限

8月18日 考評局公布DSE成績
覆核結果

8月19日
（上午9時至
下午6時）

取得覆核成績的申請人，
可重新考慮遞交

JUPAS入學申請 / 修改課程選擇

8月26日
（上午9時）

根據覆核成績而重新遞交
JUPAS入學申請 / 修改課程選擇

的遴選結果公布

DSE日程表

疫情持續影響本港經濟，有部

分應屆考生會認為，選科時應選擇

不受經濟周期影響的學科。香港

青年協會青年就業網絡青年工作

幹事黃民信強調，疫情總會有過

去的一天，故他認為學生在選科時，

不太需要考慮短期的經濟變化，「學生

讀畢四年大學後，估計經濟情況會回復正常。」

黃民信表示，學生規劃升學路時，首先要知道自己

的工作目標，「就如你坐巴士，都要知道這輛巴士的目的

地。」他指假如學生未有清晰的工作方向，可從幾方面分

析，包括個人特質及能力，是否與自己感興趣的工作相

符，「學生找到幾個職業包含的共同元素，再按此範圍逐

步收窄。」他續指，學生可深入了解有關行業的發展情況，

如入行途徑及前景等。

規劃升學前路應及早開始，吳寶城提醒中四、五的

學生可預先收集不同升學資訊，對心儀學科及未來職業有

初步認知。「現時不少院校都會開辦暑期課程，我建議高

中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報讀不同院校開辦的課程，了解相

關課程內容，掌握行業發展、工作性質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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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金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發放，參與院校將

基於實際入讀相關課程的合資格學生人數獲發資助。就讀

相關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只需支付扣除了資助金額的學費。

而有需要的學生仍可就實際應繳的學費，申請學生資助。

何俊恩亦表認同，除了參加大學資訊日、報讀體驗課程

或先修班外，學生也可透過學校的其他學習經歷（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參與行業分享及實習體驗活動，

深入了解行業資訊後，再調整未來發展方向。他又鼓勵高中

學生申請應用學習課程，課程涵蓋不同範疇包括商業、

管理及法律、創意學習、媒體及傳意、服務、應用科學、

工程及生產等，讓學生全面體驗及學習與職業相關的能

力及共通能力，探索自己的事業抱負和終身學習方向。

現時本港有八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

的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頒授的資助學士學位外，亦有不少

專上學院提供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升學選

擇。提供經本地評審、全日制自資學士學位的院校包括明愛

專上學院、珠海學院、宏恩基督教學院、港專學院、香港浸

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恒生大學、香港

公開大學、東華學院、香港伍倫貢學院、香港高等教育科技

學院及耀中幼教學院。

由 2017/18 學年起，政府向修讀香港合資格院校所開

辦，經本地評審的本地及非本地自資首年學士學位及銜接學

位課程的合資格學生（不包括正就讀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

助計畫資助學位的學生）提供免入息審查資助（NMTSS）。

在 2021/22 學年，資助額為每年最高三萬三千一百元

申請資格方面：如報讀合資格的自資首年學士學位課程，

須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獲「3322」的成績（即中國語文科

及英國語文科取得第 3級成績，數學科必修部分、通識教育

科取得第 2級成績）；如報讀合資格的自資銜接學位課程，

須具有副學位資歷（即修畢相關的經本地評審副學士學位或

高級文憑課程）。

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畫（SSSDP）是 2014

《施政報告》公布的措施，資助每屆約一千名學生修讀

指定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並於

2018/19 學年起每屆增至資助約三千名學生，已入讀

指定課程的合資格學額的學生亦可在該學年起享有資助。政

府於 2019/20 學年起，將指定的自資副學位課程納入計畫，

每屆資助約二千名學生。計畫旨在善用自資專上界別的供

應，以增加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為有殷切人力資源需

求的特定行業培育人才。

受資助的課程屬於十個需求殷切的範疇，分別為建築及

工程、電腦科學、創意工業、金融科技、運動及康樂、檢測

及認證、旅遊及款待、保險、護理、物流。在2020/21學年，

實驗室為本及非實驗室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的資助額，分別

為七萬四千六百元及四萬二千八百元；而實驗室為本及非實

驗室為本的副學位課程的資助額，分別為三萬七千三百元及

二萬一千四百元。

資助計畫下的課程主要通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

招）分配學額，以確保合資格的學生是按表現為本的制度錄

取。如經聯招各輪遴選收生後仍有餘額，參加計畫的院校可

直接錄取非聯招的本地學生，但人數不得超過各指定課程資

助學額的百分之十。計畫下的副學位課程的收生方法，即經

由院校直接收生，來分配資助學額，同學可直接向有關院校

申請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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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有關課程的首要條件是創意，「同學宜具備

理性分析、解決困難的能力，同時富探索和

團隊精神。此外，同學又需要對數學、程式

設計有興趣和熱誠，因為它們是數據科學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理論實踐 完美配合
空有理論只會流於紙上談兵，缺乏實踐

更難在職場上突圍而出。因此，何博士強調

學院非常鼓勵學生實習以及作海外交流。「我

們跟不同公司成為合作夥伴，提供獨家的實

習機會給修讀數據科學的同學，包括物流公

司、電訊公司、IT公司、保險公司、遊戲公

司、主題公園等。」他認為，同學藉實習可以

增強實戰能力，同時又可以早些認識不同行

業的運作模式，更有機會把這些實習經驗計

入課程學分。 

另外，城大亦設有專業及領袖策劃中

心，為大學所有學生提供實習準備同輔導。 

至於海外交流方面，城大以至數據科

學學院均積極跟世界各地不同大學緊密合

作。「目前，大學已經跟超過四十個國家、

四百多所大學達成學生交流協議，計有新加

坡國立大學、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英

國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等，此外還有韓

國、台灣、澳洲、歐洲以至美國的大學。」何

博士指，同學可以在這些海外學府作為期一

不同行業 廣泛應用
何 展 鵬 博 士 表 示 ， 數 據 科 學

（Da t a  S c i e n c e）是一門新興的跨學科

（interdisciplinary）科目，運用數學、統計、

電腦科學等知識去處理和分析數據，再從數

據中找到有用資訊去解決問題。不難想像，

數據科學是如何被應用到不同行業，除了數

碼傳銷、自動駕駛等新興行業外，傳統行業

如零售業、物流、金融、運輸、醫療等也已

加以使用大數據，地位可說是舉足輕重。「例

如金融科技，便跟數據科學息息相關。透過

分析金融數據，可以訓練人工智能去完成不

同的項目；可以透過分析用戶數據，去監察

用戶異常的金融行為，從而防止帳戶被盜

用；還可以作風險管理，預測貸款人的還款

能力，減低違約風險。」

相信不少同學都希望掌握數據科學，成

為適合各行各業的複合型人才。何博士指，

城大數據科學學院提供了兩個不同的學士學

位課程，分別是BSc in Data Science（數據科

學）和BSc in Data and System Engineering

（數據與系統工程）。「這兩個課程首兩年都

會集中於數學、統計和電腦科學的基礎知識

上，第三及第四年便會學習數據科學的理

論知識和應用平台，例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ance)、智慧城市(Smart City)、金融

科技 (FinTech)等。」雖然這些知識十分專門，

學生要掌握有一定難度，但何博士強調想報

個學期的交流，而所修學分亦可以用於城大

的課程，以免影響他們的畢業進度。

優勢盡顯 高下立見
何博士認為，隨着科技發展，人們每天

都會產生大量數據，而各行各業正正希望利

用這些數據去改善公司營運，所以市場對數

據科學畢業生有很大需求。「相比起其他傳統

的主修科目，修讀數據科學的畢業生可以得

到更全面的訓練，跨學科課程正是其優勢所

在。」

他又補充指，在目前就業市場中，大部

分需要分析的工作都講求良好的數學統計根

底，以及程式設計能力，修讀數據科學課程

的同學便在這些範疇上訓練有素，優勢盡顯。

EDUplus.hk7月一連四星期與你開live，

助DSE考生及家長作最後衝刺。何展鵬博

士將於7月22日晚上七時分享 「本地升學推

介」，詳情請留意https://www.facebook.com/

EDUplus.hk 的最新公布。

當我們經常聽到人們在說「大數據」（Big Data）而感到一頭霧水時，實際上我們已經身處於大數據時代之中。這個新興科

目已經被廣泛用到各行各業，例如零售業、物流、金融、運輸、醫療等，以零售業為例，數據科學可以讓業界預測不同產品的

需求以釐定入貨策略。同學想了解更多相關課程資訊？不妨聽聽香港城市大學數據科學學院助理教授何展鵬博士跟大家介紹。

香港城市大學
數據科學學院
助理教授
何展鵬博士(以上資料由城大數據科學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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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查詢：
院校：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查詢：3442 7423
網址：www.scope.edu/Home.aspx
電郵：scope@cityu.edu.hk 

只需三年 在港取得英大學榮譽學士學位
已有30年歷史的CityU SCOPE自2016年起，與著名英國大學在港開辦三年制英

國大學榮譽學士課程。相關九個課程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確認為資歷
架構第五級，相等於本地大學學位資歷水平。在港修讀三年的學費為港幣20多萬
元，費用只為赴英留學的三分之一。修業期內，學生既可使用城大部份設施，也可善
用英國院校的電子資源，促進學習。學院除了邀請英國大學教授來港講學外，還會組
織短期赴英學習團，及安排英國學生訪港作學術文化交流。另外，學院給學生提供全
人發展的機會，如舉辦職業與就業輔導、英語提升課程等。當中逾八成同學在畢業後
三個月內找到工作，逾一成同學持續進修，如攻讀本地或外國大學的碩士課程。

課程的入學途徑靈活彈性。中學文憑試5科成績達15分或以上，可直入一年級；
文憑試5科達第二級或以上，可先修讀為期5個半月的全日制「國際學位基礎教育文
憑」課程，以取得正式入學資格。文憑課程旨在培訓學生的英語水平、學習能力及所
選學位課程的基礎知識。通過密集教學模式，學生仍可在三年內取得學士學位。

海外課程已獲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豁免註冊，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課程可令
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課程查詢：
院校：香港浸會大學
課程：工商管理學士 ( 榮譽 ) 學位課程
查詢：3411 5265
網址：www.hkbu.edu.hk/bba

浸大工商管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致力推動體驗學習 培育未來商業領袖
浸大工商管理學院榮獲三大國際認證(AACSB、EQUIS、AMBA)，其工商管理學

士(榮譽)學位課程提供七大專修予文憑試學生報讀：會計學、經濟學及數據分析、創
業及創新學、財務學、人力資源管理學、資訊系統與商業智能學、及市場學。學生亦
可選讀雙專修，學習跨學科知識，增加競爭力。

學院設有入學獎學金，合資格的學生最高可獲四年全額學費資助。學生可在暑假
或在學期間到海外交流或實習，拓展國際視野。學院亦與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和華沙科依敏斯基大學(Kozminski University)合辦雙學
位，修畢課程的學生可同時獲頒來自兩間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證書。為累積工作
經驗，近六成學生於在學期間曾在海外或本港的非牟利或商業機構從事工作實習。約
九成五畢業生在半年內全職就業，部份更自立門戶，選擇創業之路。

浸大BBA課程學習為同學提供大量體驗學習機會。

宏恩提供完善升學階梯
合資格的同學可申請獎助學金
宏恩基督教學院於2015年成立，按《專上學院條例》（第320章）註冊，所有課

程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批。學院為一所提供博雅與專業教育的私立基
督教專上學院，課程結合基督信仰及學術教育，培育才德兼備的僕人領袖。宏恩現時
提供九個專上課程，包括四個榮譽學士學位課程（社會工作、心理學、服務管理及基
督教事工）、四個高級文憑課程（幼兒教育、心理及輔導學、轉化型商業管理及基督
教事工）及大學基礎文憑課程。課程將於9月開課，現正接受報名。

報讀學士課程的學生可向學院申請「中原慈善基金宏恩獎學金」，成功批核後，
連同政府免入息審查資助(NMTSS)，首年無須繳交學費，其後有條件按年續領。今
年宏恩增設 $20,000 入學獎學金給合資格的學生報讀「幼兒教育高級文憑課程」，
成功入讀該課程之同學如符合指定要求，有機會可於二年級繼續獲發 $20,000 獎學
金，完成兩年的高級文憑課程。報讀「大學基礎文憑課程」的學生，如有需要，可向
學院申請助學金。

*獎助學金之申請人必須符合基本資格才獲考慮，所有申請必須經學院審批，學院保留發放獎助學金的
最終決定權。

課程查詢：
電話 / WhatsApp：5804 4140
電郵：registry@gratia.edu.hk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5號（港鐵石硤尾站C出口）
網址：www.gcc.edu.hk

宏恩基督教學院去年頒發逾七十項、近一百萬元
獎學金表揚學生在學術或其他範疇卓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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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查詢：
院校：明愛專上學院
查詢：3702 4388
網址：www.cihe.edu.hk
電郵：info@cihe.edu.hk

課程查詢：
院校：麗斯美國留學中心
電話：2391 9713
WhatsApp：5531 1001
網址：www.litzusa.com

課程查詢：
院校：香港城市大學
 數據科學學院
電話：3442 7887
網址：www.cityu.edu.hk/
 sdsc

明愛專上學院課程正接受網上報名
明愛專上學院(CIHE)於2010年通過校院評審，註冊為認可可頒授學位院校，

CIHE在過去十多年間先後開辦多個學士學位課程，並將於2022年1月開辦首個碩士
課程—企業管治碩士(兼讀制)，CIHE的願景是成為聖方濟各大學，已展開升格的評
審程序。

明愛專上學院及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CBCC)分別設有學士學位、副學位、以及
專業文憑等不同課程，並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銜接升學階梯。CIHE的護理學榮譽
學士及社會工作榮譽學士課程，近年錄得不俗的口碑，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社會工作
環境不斷變化，CIHE去年亦新辦物理治療、人工智能及翻譯科技等課程，緊貼現今
人才需求的潮流。

CIHE及CBCC在2021/22學年的各項課程，現已接受報名，申請人可透過CIHE
網頁(www.cihe.edu.hk)查閱課程資訊，並提交報名申請。在香港中學文憑試(DSE)
放榜的7月21日開始，至7月26日期間，接受申請人網上或親臨報名及即場面試。

CIHE致力協助基層及弱勢的一群，透過進修增值，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政
府的免入息審查資助以外，我們亦設有各種形式的獎學金，按同學需要提供學費及學
習資助。

留學為何揀美國？
美國一向是香港學生留學首選地之一：擁有5,000所大學，30,000所中學，多達

500個學科，而且學制彈性，適合不同程度的同學，不同財政預算的家庭。畢業後更
可以申請 OPT 工作12至36個月，不少學生都希望留美闖一番事業。奈何很多人都誤
以為美國讀書費用昂貴又要考各種公開試，但其實事實並非如此；只要懂得選擇適合
的升學路線，美國升學一樣 so easy！

麗斯美國留學中心30年美國升學經驗，與全美多所院校已建立良好關係，不但可
以為同學爭取豁免公開試，申請麗斯學生專屬獎學金，而且由選校到選科、學生簽
證、接機、住宿都一一辦妥。

DSE放榜在即，凡預約於7月19至24日親臨麗斯辦公室面談的同學，可以獲得
海外升學錦囊一份。另外，7月25日下午2時半假灣仔香港萬麗海景酒店舉行一場
升學活動，屆時將會有更多美國以及加拿大留學資訊。詳情請致電2391 9713或 
WhatsApp 5531 1001。留學美國，9月起行！

數據科學專才 走在大數據時代尖端
近年數據分析十分吃香，適用於各行各業，相關人才更成僱主爭搶對象。香港城

市大學數據科學學院開辦數據科學學士、碩士、博士課程，栽培出類拔萃的數據專
才，讓他們無論在數據科學學術和不同的專項領域上都能夠一展所長，「據」理力
爭。

該學院所開辦的「理學士（數據科學）」及「理學士（數據與系統工程）」課
程，前者偏重理論，涉獵數據科學等原理，培養解難能力；後者強調現實生活的數據
科學應用，利用分析結果提升商業系統的效率，培養同學動手及解決現實問題的能
力。課程由活躍於數據科學領域的優秀學者任教，能夠把最新的知識融入課程中。

據了解，這兩個課程均會按學生的反饋與實際需加以改進，務求令畢業生的能
力能夠跟市場接軌。師資方面，由在數據科學領域的知名學者任教，分別肄業於麻
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
知名學府，在金融科技、公共衞生等相關行業成就斐然，同時把最新的行業知識帶
到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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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祈唔好呀！

咁幾時出返糧俾我？

人呢！？

喂！點解財務公司

追我還錢嘅！？

唔駛還㗎，你轉讓咗
份合約俾公司㗎嘛∼

Hi!我想應徵呢份工。

無須
經驗

無須
學歷

優厚
酬勞

有意
者請

私訊
婷婷

無須
經驗
，無
須學
歷，
優厚
酬勞
，

有意
者請
私訊
婷婷

婷婷

剛剛

你好，約你明天喺
XX商業大廈大堂
見工。

借唔借好？
唔係呃人啩⋯⋯

另外，騙徒亦可能取得
求職者嘅身份證號碼及
住址證明等嘅個人資料，
然後假冒佢地向銀行借錢。

呢個係貸款陷阱嚟！

吓！即係要用
我個名去借錢？

你等陣去XX公司借錢，
我哋會用借貸金額嘅3倍回購
你份貸款合約，再俾五份一嘅
貸款作為你嘅酬金。

咦，上次你話你搵到份好正嘅兼職，係做咩架？

係呀，我搵到一份做刷單
嘅工作，時間好彈性，又會

即時出糧，最啱我哋學生做！
咩係刷單呀？

有啲網店為求喺短時間內
製造高銷量假象去谷人氣，
會請人做「打手」。

我已經收到兩次錢喇，
完全冇問題喎！
嚟緊我會再買多啲，
咁就可以再賺多啲！

你哋有冇睇新聞㗎？
呢啲就係近年好流行嘅
刷單騙局。

騙徒有時為求給人可靠嘅形象，
更會提供轉賬紀錄及公司文件，

搏取求職人士信任。

「打手」會先喺網店度買嘢，
然後店主就會將報酬

連埋買貨成本入番落你戶口。

咪住

嘩！聽落
好似好荀喎，
等我都一齊做
「打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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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辦專業課程  開闢專業路徑
香港公開大學（公大）將於2021 / 22學年開辦五十個本科生課程，包括三十五個

自資課程及十五個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畫（SSSDP）課程。自資課程中，四個
為新開辦的課程，分別是電腦科學榮譽理學士、網路及電腦安全榮譽理學士、屋宇設
備工程及可持續發展榮譽工學士，及土木及環境工程榮譽工學士。而物理治療學榮譽
理學士、食品測試科學榮譽理學士，及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榮譽理學士三個課程將會
納入SSSDP 計畫中。

此外，所有修讀公大自資本科生課程的學生均可申請政府提供的三萬二千一百元
免入息審查資助。而入讀SSSDP課程的學生每年最高可獲資助港幣四萬四千一百元
（非以實驗為本課程）或港幣七萬六千八百元（實驗為本課程）。

課程查詢：
院校：香港公開大學
電話：2711 2100
網址：https://admission.ouhk.edu.hk/tc/

課程查詢：
院校： 港大附屬學院九龍東分校
電話： 3416 6338
網址： http://hkuspace.hku.hk/cc/
電郵： ccadmissions@hkuspace.hku.hk

港大CC完善升學階梯 為同學實現大學夢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於2020年的學生及畢業

生當中，近2/3成功升讀八大的政府資助學士學位；副學士學生及畢業生中，則逾1/3
升讀三大的政府資助學士學位。

註：「三大」排名參照2020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榜。

目前學院提供超過30項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成功修畢學院任何一項副學位課
程的學生，均按香港大學體制，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副學位。

如何報讀？7月21-23日及8月12-13日將分別舉行首輪及次輪招生日(網上及即場)： 學院重視全人教育，定期舉辦多元化活動，讓同
學實踐所學，建立人際網絡，促進個人及於職場
的發展。首輪招生 次輪招生*

日期 2021 年7月21日至23日 2021年8月12日至13日
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地點 港大附屬學院九龍東分校 (九龍灣宏開道28號)
方法 親身及網上報名(請留意學院網頁有關最新安排的公佈)

*有關場次舉行與否視乎各科課程學額空缺而定

香港浸會大學 護理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
香港浸會大學開辦的「護理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已獲香港護士管理局審批

認證，畢業生將合資格申請成為香港註冊護士（普通科）。資深教學團隊擁有豐富臨
床及教學經驗。護理實習室設計參照私家醫院規格，讓學員實踐所學。課程融合中西
醫護理知識；同學將獲安排前往公私營醫院和社區醫療機構實習，汲取前線工作經
驗。

五年全日制「護理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共需修讀157學分，包括必修學科
120學分、選修學科6學分和浸大通識教育學科31學分；內容包括服務學習活動和近
1,500小時臨床實習等。課程設多項獎學金，獎勵有意報讀而成績優異的同學；亦設
海外交流團，讓學員增廣見聞，擴闊國際視野。

現正接受報名，額滿即止。 DSE放榜安排
日期： 7 月 21 至 23 日  時間：9am-6pm
形式： 網上面試   網址 : hkbusce.hk/dnebn
電郵 : hkbudne@hkbu.edu.hk
電話 : 3411 5426

課程由資深學者執教，傳授護理專業必須的知
識、技能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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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環境科學炙手可熱
畢業生出路廣發展佳
為應對急劇的氣候變化，全球不少地區承諾在2050年前達致碳中和。要成功邁

向低碳轉型，能源及環境相關的可持續發展項目不再局限於製造業或工程界別，例如
零售業可在減塑節能上提出對環境友善的做法；旅遊業如何運用『碳信用（carbon 
credit）』抵銷旅遊所產生的碳足跡；金融業也能透過『綠色金融』，提供綠色科研
的風險轉移顧問意見，或拒絕融資予破壞環境的企業或項目等。因此，各國政府及企
業都對具備能源及環境科學專業資格，又熟知經濟及政策知識，且能提出嶄新且多元
解決方案的人才需求殷切。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JS1051﹚開辦的工學士課程，採取跨學科方法
推動可持續能源及環境教育及技術發展，期望透過四年的專業教學，以知識及工作經
驗裝備學生。畢業生除了可向專業工程師發展外，亦可在不同的新興行業盡展所長。

課程查詢
院校︰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
聯招課程編號﹙JUPAS﹚︰ JS1051
電話︰ (852) 3442 2414 / 3442 2410
電郵︰ see.enquiry@cityu.edu.hk
網址︰ www.cityu.edu.hk/see

在港升讀英、澳頂尖大學
近年越來越多DSE畢業生選擇海外升學，但在疫情下負笈海外，不少學生和家長

都有更多的考慮。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與三間頂尖英澳大學合作，
在港開辦三年制學士學位課程。課程由英澳大學編制和審核，榮譽學位亦由當地大學
頒授。學生毋須出國，一樣踏進海外大學之門。

即場招生日
日期：7 月 21 至 23 日
時間：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地點：金鐘海富中心 3樓

了解更多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國際學院

網址：https://ic.hkuspace.hku.hk/
電郵：ic@hkuspace.hku.hk
電話：2910 7555

頒授院校 開辦課程

University of London
(Academic Direction: LSE)

BSc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Sc Banking and Finance
BSc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BS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UAL) BA (Hons) Contemporary Media Cultures
Edith Cowan University (ECU) Bachelor of Science (Cyber Security)

浸大國際學院 「2+2」 無縫銜接升學
升U實現「你」想，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CIE）合共開辦30項副學士及11項

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涵蓋範疇廣泛，迎合不同學習需要及能力的同學。學院積極拓
展「2+2」升學模式，同學完成兩年副學士後可選擇銜接浸大自資學士學位課程，以
四年取得浸大榮譽學士學位。

全新「社會與健康研究」及「實踐哲學」副學士專修，「社會與健康研究」專修
教授全人健康知識，並著重跨學科培訓，有助學生將不同範疇的知識融會貫通，進
而全面理解並推廣全人健康的好處及重要性。

「實踐哲學」專修強調從日常生活角度出發，以生動和貼地的例子為切入點討論
哲學。畢業生因具備良好的邏輯分析和溝通能力，升學及就業出路甚廣。

浸大頒發畢業證書，升學率達88.8%，學院所開辦的全部課程均受浸大嚴格監
管，畢業證書由浸大頒授，確保認受性。浸大副學士畢業生歷年來的升學表現理
想，去年升學率更達88.8%，當中78.7%成功升讀由八大院校提供的學士學位課程。

升學資訊日
日期：7月 17日（星期六）時間：2:00pm

地點：網上及石門校園同步進行  

立即報名：hkbucie.hk/iday2021

查詢：3411 3240

電郵：applycie@hkbu.edu.hk

網址：cie.hkbu.edu.hk

歷屆畢業生的升學表現理想且穩定，去年升學率
更達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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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升學服務
留學英國申請成功率達98%
SI-UK是一個著名的英國升學集團，成立於2003年，升學中心遍布全球二十八個

國家，超過六十多個辦事處。基於擁有龐大而可信賴的學校網絡，加上升學顧問得到
大學院校直接培訓，經SI-UK申請英國升學的學生成功率高達98%，相比之下學生自
行申請的成功率只有55%。

另外，SI-UK與英國超過四百所以上的優質著名學府有著緊密的聯繫，包括大學
本科學位、研究生學位、國際大學一年級課程、大學基礎班以及寄宿學校的申請服
務。其專業且免費的一站式升學服務包括：成績評估、揀選合適的院校、辦理入學申
請、協助簽證申請、出發前準備及日後跟進服務。

課程查詢：
機構：SI-UK
電話：2967 8199 / 296 78009　　
WhatsApp: 6513 5719
電郵：hongkong@studyin-uk.com 
網址：https://www.studyin-uk.hk

成績高與低 海外升學總有定案
DSE 放榜在即，不論分數好壞，都不用灰心。英國向來都是學生們升學的首選

方案，在放榜前夕跟大家分享兩個曾修讀「英國大學基礎課程」（Foundation）EF
舊生經典案例。

DSE成績12分：以這個成績不論在香港或海外，想直升大學一年級是不可能的任
務。同學選擇以英國大學基礎課程「洗底」（以Foundation成績取代DSE成績），
並以新的教學模式及學習文化，最終得到伯明翰大學取錄。

DSE選錯科：  有同學因家人的一句話「理科出路多」而錯選物理及M2，DSE物
理科只考獲1分。於是他以英國大學基礎課程轉修商科，並成功考入University of  
Exeter，修讀會計及金融學。

EF Education First 扎根香港二十七年，是全球最具規模的私人教學機構，提供
英、美、澳、德、法、新加坡等地的升學課程。有意於9月負笈海外升學的學生應立
即預約課程顧問諮詢及參加升學講座。

課程查詢：
機構：EF Education First
登記講座：https://bit.ly/EFDSE2021
電話：2111 2388
網址：ef.com.hk

疫情影響下 DSE成績未如理想有何出路？
DSE放榜在即，疫情影響下同學的學習極受影響，成績未如理想，實在是可以理

解的。有見及此，寰雅教育為同學整理好以下英澳升學資料以作參考，好在放榜前或
後做好準備。

DSE分數4455：同學可透過修讀英國一年制A-Level課程，藉科目集中及小班教
學考取較優異成績進而升讀英國G5大學。

DSE分數3344：同學可透過英國一年制 IY1 國際大一課程或澳洲大學文憑課程
銜接高排名大學二年級，其中包括英國Exeter、Leeds、Newcastle、UEA及澳洲
Monash、UNSW、Adelaide等大學，不過主修科目有一定的限制。

DSE分數3322：同學可透過英澳一年制大學基礎班銜接名牌大學一年級，包括
Durham、Lancaster、 Southampton、Nottingham及Sheffield及澳洲八大等大學。

DSE分數2222：同學仍可透過英澳一年制大學基礎班銜接中上級
大學一年級。

寰雅教育在7月放榜期間為DSE同學安排了多場入學面試，協助爭
取今年9月最後入學機會，詳情請參閱：globaleduhk.com/event  或 
掃瞄QR CODE。

課程查詢：
機構： 寰雅教育
電話： 9657 5080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99 號彰顯大廈 
 12樓（接待處）及2102室（會客室） 
 （灣仔港鐵 A2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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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驗樓師專業證書」課程
香港新樓相繼落成，舊樓輪住十年一強檢，

帶動市場大量驗測人才需求，且要求水準愈見專
業。COC（青年會專業書院）成立 25 年來一直
提供職業導向培訓課程，在機緣巧合之下，早前
有幸與 IBI（香港驗樓師學會）合作，推出首個
專上教育機構的「驗樓師專業證書」課程。

第一屆及第二屆在推出後短短一個月內額滿。徇眾要求，
現已接受第三屆和第四屆報名。課程顧問及導師團隊富有多年
各地驗檢樓宇經驗，陣容鼎盛並持有效專業牌照，當中包括法
院認可的專家證人及政府指定檢測人士。

IBI 會長余力生先生表示：擔任法院認可專家證人多年，處
理過好多樓宇糾紛個案，好想以教育形式，提高驗樓水準，幫
助涉案人士及大眾，減少不必要的磨擦之餘，保護自己及他人
安全利益。

課程理論與實習兼備，主要以實例及導師豐富行內經驗，
深入淺出討論檢驗樓宇多種注意事項及法律需知。由於獲得業
界大力支持，課程設有實習課，讓學員學以致用，運用不同工
具檢驗單位風、火、水、電及裝修工程。完成課程後，學員將
掌握如何應付新舊樓常見的「Defect」，例如空鼓、滲漏、駁
線失誤、天花裂痕及防盜眼反轉等問題。

COC 助 理 院 長 林
家俊博士指：最近收到
好多查詢物業管理及法
律課程，除了一班準備
收樓及換樓的準業主之
外，還有從事及欲從事

地產、建築、裝修、工程、物管、室內設計相關行業人士。大家
同出一轍，希望透過課程，增加對樓宇管理的知識，有助自己置
業、事業及升學發展。

COC 助理院長林家俊博士又指：書院有幸與 IBI 合辦「驗樓
師專業證書」課程，得到大眾踴躍支持。
因此，我們正在籌備「驗樓師專業文憑」
課程，讓證書課程畢業生繼續鑽研相關知
識，更上一層樓。

即日起報讀，學員可獲驗樓工具乙個
及豁免 IBI 入會費。

首間專上教育機構夥拍IBI
COC 職業導向培訓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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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全日制基礎文憑、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

課程
‧酒店及旅遊業務營運高級文憑

‧款待學文憑（國際廚藝及精品咖啡）

‧咖啡及廚藝基礎文憑

款待管理學系

‧運動管理高等文憑

社會科學及康樂學系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室內設計文憑

‧攝影與錄像製作基礎文憑

‧創意設計基礎文憑  

設計藝術學系

報名及查詢

資料

地址：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23號（港鐵油麻地站A2出口）網址：https://coc.cymca.edu.hk
WhatsApp：5973 9291       電話：2783 3512 / 2783 3501 FB      IG：ymcacoc

以下課程在資歷架構 (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下獲得認可 :

課程名稱 級別 登記號碼 有效日期

酒店及旅遊管理高級文憑 4 18/000550/L4 01/09/2018 - 31/08/2025

款待學文憑 (國際廚藝及精品咖啡) 3 21/000468/L3 01/09/2021 - 31/08/2023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 4 20/000442/L4 01/09/2020 - 31/08/2023

室內設計文憑 3 21/000252/L3 01/09/2021 - 31/08/2023

‧款待學文憑（國際廚藝及精品咖啡）為首個國際廚藝及精品咖啡文憑課程
‧室內設計高級文憑為首個加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技術的日校高級設計課程
‧室內設計文憑為香港首個日校室內設計文憑課程

部分課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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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生死教育為念的伍桂麟，

離開工作十一年的中大醫學院解剖

室經理一職，也像經歷一次生離死

別，「做決定前很不捨得，但當工

作找到人接手，亦知道自己未來的

工作安排後，就變得輕鬆了。」談

生說死多年，在他眼中，生死議題

從沒有人可妄稱專家，他也不例外，

「我還有想做的事，有還想在一起

的人，嚴格來說，我也怕死。」既

然對死亡的恐懼源於懊悔，他決定

豁出去，做無悔的選擇。以基層為

念的殯儀社企「一切從簡」，就此

誕生。

people
PAGE 26>
增值百味

本文摘自《星島日報》          每日雜誌  人物誌

● 考慮到附近
居民的感受，骨

灰盅擺放在店
內一角，並以窗

簾

阻隔。　 

何健勇攝

推廣生死教育

伍
桂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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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桂麟在中大的最後工作天，是
6月 9日，但「一切從簡」的實體店，
早前經已試業，選址在長沙灣政府合
署對面的樓上鋪。社企扎根於此，除了
租金相宜，也有地利之便，「對面（政
府合署）是生死註冊處，在九龍新界辦
喪事、出死亡證都要到這裏。」

「一切從簡」的主業是殯儀服務，
說穿了其實是在紅磡常見的長生店，想
走新派殯儀的伍桂麟，來到文青小店林
立的深水埗，也入鄉隨俗。店門一開，
裝潢與擺設顯然是書店格局，遠處擺放
的真空管音響，播放着以弦樂器演奏的
古典音樂，十分文青，同時展現他渴望
將生死教育滲入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
意圖。即使打扮多新派，店內擺放的骨
灰盅，總會有人忌諱，細心的伍桂麟將
骨灰盅及棺材模型置於一角，並以窗簾半
掩，避免附近住客通過店鋪的窗口窺見。

Band 5 生任遺體修復師
在香港，談生死教育的人甚少，由殯儀業界主講更是屈

指可數。觸發伍桂麟思考生死的契機，由他昔日機緣巧合入職
遺體修復師開始。畢業於Band 5（第五組別）中學的伍桂麟，
讀書絕對不是他的專長，會考除了美術科一枝獨秀，其餘學科
只是低空飛過。勉強完成銜接學士後，他做過不同的短期工
作，最後在親友介紹下，到殯儀館擔任遺體防腐學徒。

伍桂麟的工作，是看着死者生前的照片，將遺容盡可能
還原至生前的樣貌。多年來經他修復的遺體過千，有因車禍變
得面目模糊的，也有受盡病魔折磨的，縱然工作期間他能夠冷
靜面對，但俯視死者、仰望生者之際，內心深處總是漣漪泛動，
「每次完成工作，望着主家離開，我都有感受。」或許修補破
損的遺體，的確可為親屬在瞻仰遺體一刻，得到一絲安慰，但
伍桂麟漸漸感受到，喪親者的需要不止於此。

他其後帶着這份感觸，轉職至中大醫學院，看到大學缺
乏捐贈遺體作解剖學習，甚至用上無人認領遺體，情況難言理
想。伍桂麟於是從零開始推廣「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畫，過
程歷盡艱辛，「我當時是孤軍作戰，自己想方法，身邊的同事
都不看好，幸好上司一直給我機會嘗試。」他試過逐所醫院拍
門，拜訪病人資源中心、腫瘤科、紓緩科，講解捐贈遺體的意
義，又到社區中心、學校舉辦講座，高峰期一年七十個，結果
中大遺體捐贈數字，由十年前的一年四個，增至今年的一百
個。他自問以他的能力，經已做到盡，「或者需要交棒給有其
他才能的後輩，行另一條路，才可以再創高峰。」

● 伍桂麟月初邀請親朋好友，在店內為女兒慶祝生日。　 受訪者提供
● 笑言愛瞓棺材的伍桂麟，不時一家三口

參

加生死教育展覽。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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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棒固然是伍桂麟的渴望，但促使他離職的原因，是過去兩年發
生在香港的社會事件。不知道是諷刺還是命運的安排，他在 19 年及 20 年
先後獲選十大傑青及香港人道年獎，但他從未因此刻意隱藏個人政治取向，並
深信其專業不受左右，「無論先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的家人都可以很不同，遺體
處理就像醫生一樣，不看立場，見到有需要，能力所及就幫忙，這是人性上的選擇。」

伍桂麟離職的消息一傳開，不少朋友都問他「去邊」，問的不是工作方向，而是移
民到哪一個國家，他也坦白承認考慮過移民。以他的專業，要在另一個國家尋找工作，絕
非難事，但他轉念想到，推廣生死教育多年，一旦離開香港，就難以發揮過去建立的人脈，
貢獻社會。思前想後，他放下移民的想法，換來內心豁然開朗，並作出另一決定，就是放
棄中大的優差，「既然我想過放棄所有事離開，也不知會留在香港多久，不如就及時行樂，
用剩下的日子做最多的貢獻。」

早在伍桂麟仍於殯儀館任職時，已看到不少人因為對生死教育的無知，出現各
種恐懼及不理性消費，「他們很驚做漏，結果做了很多不是先人生前想要的東西，
我們叫『一切從簡』，內容可以簡單，但不可以簡陋，就算是平都可以是靚。」
這種簡約，對生活拮据的基層尤其重要，家屬亦毋須抱着做漏做少的想
法，自覺虧欠於離世至親。

 轉職中大

發起「無言老師」有成績

 轉介服務

助基層渡過難關

在伍桂麟眼中，身後事不止是殯儀服務，還有喪

親者的情緒需要，「親人離世會帶來家庭結構轉變，基層

的資訊少，不知道社會原來有不同的援助，如果我做喪禮的

同時，為他們安排一些服務轉介，已經幫了一個大忙。」

伍桂麟建立社企不久，即有醫護、社工，甚至是骨灰盅

供應商主動舉手幫忙，令他確信，過去十年建立的一切並

無白費。移民的決定，令他有恍如生死的覺悟，沒有人

知道死亡哪一天會到臨，伍桂麟自言怕死，因為還有

心願未了，但他慶幸自己已經向着叫做無悔的終

點，盡力奔跑。

●在中大醫學院工作十一年，
伍桂麟笑言離開更有助年輕同事
發揮所長。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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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汶川特級大地震的情景，至今隔着電視

屏幕，也讓人看得膽顫心驚，當然港人排隊捐錢賑

災，一度成為國際新聞。然而十三年眨眼過去，有

多少港人仍會關顧當日的倖存者？中大醫學院矯形

外科及創傷學系臨牀專業顧問羅尚尉醫生，是少數

的一員。過去十三年，他風雨不改北上廣州、成都，

為三百名在災後截肢的病人診治，更培訓了二千名

義肢矯形師，將知識薪火相傳。不過隨着時間過

去，這條路同行的人愈來愈少，身邊二百名義工已

陸續離去，善款數字下跌，冷嘲熱諷亦來了，「扮

好人、擦大陸鞋」，說得十分難聽。

PAGE 30>

早前羅尚尉獲中大醫學院頒發「2020 年傑出醫科校友獎」，表揚

他發揚人道救援的精神。與倖存者同行這條路，是孤單，尚幸仍有知

音者。

走進羅尚尉醫生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辦公室，最

搶眼是一排排擺滿醫學書籍的書架，架上有一本書，令

他珍而重之，書名叫《十年如一》。這本書，頁數不算多，

內容是由多位參加「站起來」（StandTALL）計畫的倖

存者，為汶川地震作十周年回顧。一字一句，是一份滿

載十三年的重量。

五十二歲的羅尚尉，是骨科專科醫生。多年來透過

「站起來」計畫，幫助了逾三百位地震倖存者。雖然捐助

和義工隨着年月減少，由高峰期有二百多名義工，至今只

剩下他和一位假肢矯形師，就連發起計畫的中大醫學院矯形

外科及創傷學系榮休教授陳啟明醫生，兩年前也退休去了。

孤身一人也要獨住「空房」，背後，是一份濃得化不開

的感情，「彼此已是認識了十三年的好朋友，已不是醫生與

病人的關係這麼簡單。他們結婚，會告訴我；開設了生態農

場做老闆，也會告訴我。」羅尚尉邊說邊露出喜悅的神情。

● ○八年汶川發生超強地震，四川省重災區有二百萬平方米
學校建築倒塌 ，逾七萬人遇難。

本文摘自《東周刊》               人物傳奇

中大醫學院
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
臨牀專業顧問

羅尚尉醫生

●每個截肢病人在羅尚尉心目中，都
是勇敢鬥士。圖為一七年，他為病人
李應霞（右）作診治。

●羅尚尉（右四）不時與義工團隊      北

學術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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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深感受到病人求醫心切，計畫啟動初期，每周都會

抽出周末，北上廣州作義診，後來才改為每三個月一次。去

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北上會診計畫被迫暫停，「最後一次

上成都是2019年12月，之後爆發疫情，只能透過視象會診。

部分病人的義肢已出現鬆脫，但沒辦法，只能待疫情過去才

可再次北上。」

疫情受阻 無法北上
不過病人傳來的窩心慰問，從沒停過，「他們會提醒在

疫情期間出入醫院要小心身體，就像老朋友一樣。」在羅尚

尉心目中，病人比他更硬淨、更堅強。說畢，他翻開《十年

如一》這本書，一一介紹他的好友說：「這位叫王睿，是

2016 年里約殘奧會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成員，她是

截肢後才開始打波，成績突飛猛進，曾拿過亞運

金牌，本來去年準備參加東京奧運，但受疫情影

響，比賽延後。」

語音未落，又把書翻到另一頁說：「這位叫

劉敏，當年是北村中學的學生，但意外後她發憤

讀書，已修畢兩個學位，去年 10月還嫁人了。」

羅尚尉語帶欷歔說：「截肢後勇敢生存下來的，

以女性佔多，反而不少男孩在嚴重受傷後變成隱

蔽青年，甚或自殺，所以這位叫代國宏的男孩很

勇敢，雙腿雖然已被截，但他努力把上身鍛煉到

『很大隻』，參加殘疾人士的游泳比賽，最新還

開設了生態農場做老闆，自力更生。」

羅尚尉對每位病人都如此上心，只因行醫，

是他從小的夢想。來自基層家庭的他，父親是裁

縫，從小在大坑勵德邨長大，讀聖保羅男校。中學時，讀書

成績一般，中六無法升讀原校，A-Level 也考過兩次，後來獲

港大建築系及中大醫學院錄取，但父母鼓勵他行醫，他自小

喜歡助人，決心成為醫生。可惜入到去醫學院，讀書讀得比

想像中吃力，羅尚尉露出尷尬的笑容說：「成績很一般，每

次都是僅僅過關。」

1993 年，他從醫學院畢業，投身威爾斯親王醫院，揀

了專攻骨科應用範疇夠廣，後來主攻骨科康復，羅尚尉直言

是無心插柳的開始，「這科那時好冷門，最多同學揀主攻運

動創傷，和關節置換。我卻認為揀骨科康復發展也不錯。」

見盡人情冷暖
在醫生的路上，羅尚尉習慣了與世無爭，較少人鑽研的

脊椎手術，他反而埋首研究。汶川發生地震那年，他是副顧

問醫生，因為參加「站起來」計畫擔任首務醫生，竟被人說

成是「發國難財」，「那時港府撥了八千萬元救災，『站起來』

計畫也是用當中的撥款起動，然而於被人以為我們借此機會

發國難財。其後我獲晉升為顧問醫生，也被人說成是借『站

來起』項目博升職。」

結果，時間證明一切，職已升的羅尚尉，還是留守崗位，

不離不棄守護着三百名倖存者，「這十三年來，我見盡很多事。

以前看見汶川發生災難，大家會排隊捐錢，但自從傳出內地不

當利用善款的不利消息，加上反修例風波後，香港人對內地很

抗拒，即使去年我們邀請一班地震倖存者來港，出書分享他們

艱辛的康復路，也沒引起太多回響。即使《站起來》有社交媒

體，近月也多了負面的留言，令我不太敢再發新帖。」

羅尚尉說，政府給予的八千萬撥款，已於 15 年用完，

近幾年的營運經費，全靠善長捐贈，至今約有數百萬元，「義

肢會不停耗損，因此每次北上為病人更換義肢及輪椅，花費

合共約六十萬元。」他感激不少善長慷慨解囊，當中包括一

位在娛樂圈的天王巨星，「他是『四大天王』之一，人品很好，

沒有架子，09年他二話不說捐出四十萬元。但他捐得很低調，

不想出名，也沒有要求我們須定期交報告。」

然而善款終有用完的一天，怎麼辦好？ 羅尚尉聽罷淡淡

一笑：「無擔心過，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我一點也不擔心。」

他語帶堅定說：「堅持下去，是因為能學以致用。我學醫都

是為了幫人，而在協助患者的過程中，不斷有進步的力量。

例如當患者告知義肢上落樓梯不太順暢時，就會想辦法去解

決。世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製造問題的人，另一種是解決

問題的人，而醫生就是為幫人解決問題。」只要還有氣力站

起來，義助的路，羅尚尉還是會走下去！

● 魏 雲 露
（左）雖然失
去左腿，但鬥
志堅強，靠義
肢勇敢活下
去。

隊      北上，為截肢病人提供復康治療。

●成為殘奧乒
乓球手的王睿
（左），送上
球拍感謝羅醫
生十多年來的
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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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學堂

在疫情期間，孩子停課在家上網課，與家長「困獸鬥」，

確實為家長帶來不少困擾，對於育有SEN（特殊學習需要）的

家長來說，情況更甚。為支援一班居於大埔的 SEN家長，大

埔民政事務處支持，香港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

心主辦，以及慈山寺協辦的「共融同行社區計畫」，舉辦家長

網上課程及三次慈山寺的親子體驗工作坊，讓家長學習欣賞孩

子的優點和特質，還有正向管教孩子的方法；而在慈山寺進行

的身心靈活動中，家長與孩子可以學習認識自己、他人和與大

自然的關係，並有機會學習慈心禪及靜觀，認識和控制自己的

情緒，從而促進親子感情。

直擊SEN家長

●在「慈心森
林」活動中，家長
與孩子進行親子遊
戲，創作不同動作，
這位爸爸與女兒所
展示的動作甚有
創意。

●羅先生及羅太太育有十四歲的
兒子及七歲的女兒，他們均有讀
寫障礙問題，透過女兒的學校得
知這個活動，所以報名參加，羅
太太深感活動有所幫助。

洗滌身心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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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共融同行社區計畫」，透過網上家長關愛課程、
親子體驗式活動及建立社群網絡，支援大埔區內學校就讀，
疑似或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一至中三學生及其家人。

計畫分為兩大部分，由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融合教
育中心提供十八小時的網上家長課程，當中有個案分享，並
邀請醫生、教育心理學家及註冊職業治療師等，就信望、正
向、親子、學習、才能及成長六大主題，引導家長運用新思
維的角度，欣賞孩子的優點和特質，與孩子一起成長。

家長完成網上課程後，一連三個星期日前往慈山寺進行總
共十二小時的體驗式工作坊，當中有「自愛」、「感恩」及「聯
繫」的三大主題，讓家長和孩子可以認識自身的情緒，培養正
向情緒及積極的態度，從而改善與其他人相處，融合社會。

PAGE 33>

採訪當日，一眾家長與孩子在環境清幽的慈山寺，進
行最後一次的親子體驗工作坊。大家先一起製作紙帽手工
作熱身，增加親子互動；然後，家長和孩子分成不同小組，
在註冊社工的帶領下，進行「慈心森林」活動，當中融合
靜心的元素，有角色扮演和遊戲等環節，從中學習融合大
自然；之後，便進行較靜態的活動，家長和孩子大玩桌遊，
在不同情境下，孩子可以認識自己和父母的情緒，促進親
子關係。最後在尾聲，大家在演皓法師的帶領下一起誦讀
慈心觀，以及進行靜觀活動，讓情緒平靜下來，為整個活
動畫上完美的句號。

當日，大埔民政事務專員陳巧敏太平紳士，亦有親臨
現場並作分享，「今年是第一次舉辦這個活動，意義深遠，
因為在疫情下，我們了解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停課
在家，令家長的壓力大增。我們找到香港教育大學的專業
團隊合作，加上慈山寺一直做關於社區服務的活動，所以
一拍即合。」

親子 體 驗工作坊
整個活動圍繞身體、心理和心靈三方面，例如：親子

打功夫，訓練孩子的紀律和鍛煉身體；由遊戲治療師帶領
進行五感官遊戲，讓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由註冊社工帶
領一眾親子進行遊戲及創作動作等，以學習融合大自然，
認識自己與大自然的關係；透過情緒卡的桌遊活動，學習
正確處理負面情緒的方法；最後透過學習靜心及「慈心襌」，
為自己、家人及身體不良的人送上祝福。

結合身 心 靈活動

翁先生（左圖）
育有一名十歲的女兒及六
歲的兒子。現時入讀主流小
學的女兒在四歲時疑似有自
閉症、ADHD（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及默寫極差的問

題；兒子亦疑似有 ADHD及自閉症的問題。翁生坦言自己對一
對子女的學業成績要求不高，但太太則與他相反，並聘請補習
老師為子女惡補功課。他表示透過今次活動，學到很多放鬆
情緒的方法。今次是他第一次與子女一起去到慈山寺進行
活動，女兒相當興奮，表示最鍾意學打功夫和畫畫的
部分，而她亦建議可以增加玩泥膠的項目。

家長
心聲

●大埔民政事務專員陳巧敏太平
紳士，大力支持是次活動，並在
活動中與家長和孩子交談，了解
當中的成效。

●在慈山寺的親子體驗工坊中，家長
與孩子一起玩關於情緒的桌遊活動，
從中增加彼此了解和認識情緒。

●家長和孩子畫禪畫，有助放
鬆心情和專注。

●由慈山寺出品一套四款的「慈心
觀」，當中印有一些至理名言的句，
可以讓情緒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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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興趣

變成職業，是不少人的願望。

護理系畢業生練樂儀（Alina）的興趣

是當模特兒及演員，為了成為藝人，她可以

廢寢忘餐，甚至放棄高薪厚職。追逐夢想的

過程中，難免有起跌，有喜亦有悲，全靠她

堅持多年，珍惜每次演出機會，才得償所

願，脫穎而出，榮獲「亞洲美人魚大賽」

三料冠軍，更入圍亞姐決賽，

踏上娛樂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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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薪高糧準，是不少年輕人的理想工作；模特兒、

演員在霓虹燈下，展現美麗動人的姿態，羨煞旁人，如能

兩者兼當，何其美哉！ Alina 是香港公開大學 2017 年護

理系高級文憑畢業生，穿上制服時，她是一名護士；當換

上華麗襯衣，她是一名模特兒。訪問當日記者從遠處的人

海中，一眼便認出其模特兒身影。

大學時期，Alina 已一邊讀書，一邊接拍廣告模特兒

工作。她表示，護理系課程很緊湊，首年以理論為主，二

年級開始到醫院實習。「我平日上課為主，假日接拍廣

告。」她整個讀書生涯均是讀書及工作，每天只睡四五小

時，更失去陪伴家人的時間。她時常勉勵自己：「你必須

非常努力，才顯得毫不費力。」她認為，如想同時成功兼

顧工作及學業，唯一可以犧牲的便是時間。

不少人誤解女生為了名氣，才跑去當模特兒或演員，

她卻不以為然，「很多人說『你一定是發明星夢』，但其

實當模特兒或演員是我的興趣，我只希望在年輕時，留下

青春倩影。」她並不奢求成為大明星，全香港人也認識自

己，只想做自己喜愛的事。「很多演技超凡的演員未必人

人認識，也未必能夠搵大錢，但他們享受表演所帶來的樂

趣。」她亦認為，當演員及廣告模特兒，如同扮演別人的

人生。「我希望透過當演員及廣告模特兒，獲得更多不同

經歷。」她即場裝作喝下苦澀的啤酒，並表演得如魚得水，

說廣告模特兒須代入愛酒之人的心態。

畢業後，Alina 沒有放棄所學，成為登記護士，亦是她

主要收入來源。「模特兒及演員工作常望天打卦，不是每

天固定有工開，為了生活安穩，我需要穩定收入，所以我

選擇做護士，模特兒拍攝及歌唱演藝只能當業餘興趣。」

惟護士的工作時間長、壓力大，亦須輪班，空閒時間很少，

難配合廣告公司檔期，她亦因此失去不少工作機會。

Alina 卻從未放棄，更抓緊公餘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

如當水底模特兒、廣告模特兒、演員及婚宴司儀等，但要

同時兼顧工作及興趣，使她相當吃力。「其實一份全職護

士工作已經不愁生活，為甚麼仍要花這麼多時間在演藝興

趣上呢？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模特兒及演員生涯。」

即使是自己喜愛的興趣，路途亦未必一風帆順，Alina

也試過心情低落。在娛樂圈打滾，與讀書、健身不同，付

出與收穫不一定成正比，「我每天運動兩小時，一定有成果；

每天溫習五至六小時，一定能獲得知識，但娛樂圈並非這

樣。」面對困境，她只好堅持及繼續努力，反省自身不足，

「從失敗中學習，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每當接獲演員

劇本，她便會反覆對鏡訓練，觀察自己的五官神態，亦會

拍片記錄自己的演技，觀察自身強弱處。

● Alina 畢業後於
醫管局轄下醫院
工作。

● Alina 表示自己並
非發「明星夢」，而
是追逐自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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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a經過多年努力，終於獲得肯定。2019年，她參加了「亞洲美人魚大賽」，

比賽過程須穿着「人魚尾」在水中表演。「要成為水底模特兒須事先考取潛水牌

及進行水底訓練。」她稱，拍攝過程亦極為危險，她曾目睹有人缺氧暈倒。「如

要成為優秀的水底模特兒，我不可以佩戴潛水器具，肺內空氣亦會使人浮起，因

此下水前須呼出肺內大部分空氣，才能順利潛入水底，更要張

開眼睛，憋氣約一分鐘才完成一次拍攝或表演。」苦苦訓練多

時，最終她榮獲「三料冠軍」——冠軍、最佳潛水小姐及最受

歡迎美人魚小姐。

憑着美人魚大賽的成功，Alina 在 2020 年再下一城，參

加亞洲小姐競選，並成功入圍決賽，雖然未能獲獎，但獲益良

多。參選亞姐不但令她大開眼界，了解大平台的資源，更認識

了很多娛樂圈中人，令她成長不少。「我之前一直浮浮沉沉，

找尋各種演藝機會，而美人魚比賽及亞姐競選提升了我的媒體

曝光，工作也增加了。」對 Alina 來說，這兩段經歷最為難忘，

亦立下其人生里程碑，讓她終於真真正正踏入娛樂圈。

近期 Alina 的護士合約期滿，她決定放棄穩定工作，轉任

接種疫苗場所的兼職護士及私家看護，全心發展演藝事業。至

今她已參與過大大小小的演藝工作，如《鴨王 2》、《大叔的愛》、《志明

救春嬌》、拳賽司儀、意大利內衣品牌模特兒等，具少許知名度。今天的成

功，她形容全賴「堅持」，「堅持不放棄才令我走到今天。」

對於前路，她坦言不知道能攀上甚麼位置，也不知自己能否堅持下去，

但她以堅定的語氣回答：「我只知道現時在這年紀，我想做自己喜愛的事，

找尋自己的興趣，發展演藝事業。」至於短期目標，她口中不斷強調「學習」

二字，更引用前人金句：「頭可斷，血可流；學問不可不追求。」以示決心。

她希望未來不斷學習，進修成為註冊護士，並且磨煉自己的演技及歌唱技巧。

演員是終身學習的職業，經歷愈多，演技愈好，學海無涯也。

● Alina 曾參與過大
大小小的演藝工作，
如《鴨王 2》、《大
叔的愛》、《志明救
春嬌》、拳賽司儀、
意大利內衣品牌模
特兒等。

● Alina 於 2020 年參
與亞洲小姐競選，並
成功入圍決賽。

● 美人魚小姐比賽及
亞洲小姐競選使 Alina
終於真真正正的踏入
娛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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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有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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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凱霖在馬其頓街頭寫生。

● 鍾凱霖（右）與張培賢（左）
在運動場上交流。

第一次與鍾凱霖見面是

2019 年一個北京的藝術交流團

上，尚是大學生身分的她，十分文靜

害羞，但談起創作時卻侃侃而談，眼中充

滿拼勁。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鍾凱

霖，說自己曾經「少年得志，沖昏頭腦」，

聽後不禁失笑，心想現在才二十三歲的她不

還是「少年」嗎？不過年紀輕輕的她，

學習和創作的道路並不平坦，讓她想

法比真實年齡成熟，更會珍惜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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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竿跳》●《飛躍夢想》

鍾凱霖十歲時被診斷有脊椎側彎症，脊椎呈「S」
形，家人帶她看過不少醫生，嘗試過物理治療、針灸等
各種方法，依然未能治好，中學時期曾經需要二十四小
時戴上膠架，對一個青春正盛的少女來說無疑是煎熬，
幸而鍾凱霖從小酷愛畫畫，創作成為她最好的成長伴侶。

鍾凱霖學畫是從西方畫開始，也喜歡寫生，中學時
候曾忍受長途飛機和戶外寫生對身體造成的壓力和痛楚，
跟隨劉浩昌老師參加有「畫壇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
青少年蒙馬特現場繪畫比賽》，並獲得「全球最佳青少
年畫家」獎項：「當時覺得自己了不起，升上大學後才
漸漸發現自己的不足，特別是接觸中國水墨畫後，傳統
中國畫的『氣韻生動，骨法用筆』的技法和涵義，讓我
對創作有全新的看法，我很幸運有機會跟隨王秋童老師
學習，未來我會專注提升自己的技法，希望結合香港獨
特的都市環境與傳統水墨畫，傳承中國文化。」

因為身體的狀況，鍾凱霖很多運動也做不了，但她
學會了釋懷：「這個病不會完全康復的，我已經學會如
何更加了解自己的身體，安排作息時間，而且最近不用
寫生，身體的壓力減輕了。」也許正是這個原因，鍾凱
霖近日參與《敢動藝術》項目，與香港撐竿跳紀錄保持

者張培賢見面交流，感
受特別深刻，驚歎有人
會選擇這麼冷門的運
動項目，並排除萬難堅
持下去：「張培賢說撐
竿跳的竿就像是他的
Buddy（夥伴）一樣。
這個想法特別新鮮，和
我看待畫筆一樣。不是
單純的死物和工具，它
們陪伴我們一起成長，
度過許多考驗和難關，
是生命中重要的夥
伴。」

勇氣熱情今何在
鍾凱霖以水墨設色完成了兩幅作品《撐竿跳》和《飛躍夢

想》，捕捉張培賢撐竿躍起的一刻，前者的背景是鍾凱霖作品常
見的香港都市背景，並加上了奧運主辦城市的元素，後者較為抽
象，描繪運動員夢想世界，兩者都凸顯了運動員與竿的關係：「與
張培賢的認識雖然不深，但是足以看出他的堅毅。克服畏高，每
日訓練八小時以上的他，冒着經常受傷的危險，卻一次又一次握
緊手中的竹竿。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對撐竿跳的熱愛。如果換
作是我，恐怕早就被嚇怕了。以他現在的成績，雖然與參加奧運
的門檻有距離，但是希望他不要放棄自己的奧運夢想。」

談到夢想，鍾凱霖對藝術夢堅定不移：「我現在最大的動力
就是每天畫水墨的過程，思考如何改善，希望看到自己一天一天
進步。過去一年疫症令展覽和交流的機會減少，但也給我時間去
反思，盡量讓自己不被外界影響，專心做自己的事。我覺得年輕
人最難得的就是青春，我們必須珍惜，凡事『搏到盡』，承擔責
任，不要讓自己後悔！」

突然覺得運動員和藝術家有很多相似之處，特別在香港這個
商業社會，從事運動和藝術創作這類沒有保障的工作，被視為沒
有前途，運動員甚至冒着身體受傷的危險，究竟讓這些年輕人無
怨無悔投入的動力來自哪裏？無論手中拿着的是竹竿還是畫筆，
他們毫不畏縮勇往直前，憑的就是青春的力量，令人感動，也令
人羨慕。踏入哀樂中年，驀然回首，當年的勇氣和熱情今何在？
祝福所有為自己理想默默奮鬥的年輕朋友！

青春

●當年得獎作品之一。 網頁  www.artnextexpo.com《敢動藝術》  網上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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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DUplus.hk
香港首個匯集不同程度升學及在職進修課程資訊的多媒

體平台，發放熱門增值情報，更具備課程/活動搜尋功

能，讓有志進修及升學人士輕易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

全面資訊網站

‧匯集不同程度升學及進修課程資訊的多媒體平台

‧增設海外升學及內地來港升學資訊

‧詳列各國寄宿中學一覽表

‧詳盡DSE本地升學出路資訊

EDUplus.com.hk GO

多方位進修雜誌
‧每月深入報道城中增值熱話

‧名人分享生活增值心得

‧各界職場達人教你升呢秘技

‧發行網絡遍布港、九、新界70間大學及專上教育機構

‧換領點遍及全港　　　　 便利店免費換領

‧出書當日隨《星島日報》附送 (指定地點)

EDUplus.hk GO

‧海外升學展 

‧學士課程展

‧本地升學展 

‧高中畢業生出路講座

全方位升學及
生涯規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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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峯

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及三個碩士學位，從事資訊
科技超過三十年，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香港零售科技商會副會
長、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亞洲域名爭議解
決中心專家名冊成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
認可綜合調解員、英國特許仲裁學會（東亞分
會）委員、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學科專家、
香港、新加坡及英國電腦學會資深會員、英國
特許市務學會資深會員、國際扶輪3450區中環
海濱扶輪社創社社長。
電郵地址：mail@joseph.hk‧個性全面睇‧職場Q&A‧智富增值‧書評

職場升呢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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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踏入高速發展的科技世

界，要維持其競爭力甚至

超越對手，單靠一句「與時並

進」已不足夠。企業要懂得數

碼轉型才能帶來新機遇，但在

過程中亦難免帶來不少挑戰，

例如企業的架構及工種會受到

衝擊，以往一些傳統的工作可

能需要改變。以零售銀行業為例，由於網上銀

行服務漸見普及，加上 ATM 功能愈見先進，

傳統櫃台服務的需求大幅減少，因此不少人以

為銀行業是夕陽行業，令不少年輕人及畢業生

卻步。

筆者認為事實並非如此，整個產業正面對一個轉

型的階段，這亦正好解釋為何金融科技（FinTech）近

年如此流行。其實，不論是零售銀行及其他類型的銀

行業務，都不能逃避數碼化這個階段，而這正好是年

輕人和畢業生的機遇，皆因銀行業涉及多方面的管理

知識，而資訊科技必定是其中重要一環，這是新世代

成為金融業專才的最大本錢，關鍵是他們該循甚麼途

徑參與。

一個產業要持續健康發展，除業界服務機構外，

培育人才的相關專業團體亦是非常重要：不但要具代

表性，而且還要能夠聯繫及團結整個產業；既要保留

傳統智慧及行業精神，又需要因應市場變化而引入新

的發展策略。以銀行業為例，香港銀行學會相信是最

具代表性的組織。它在 1963 年成立，是香港首家為銀

行業提供培訓及認證的非牟利機構，過去多年都專注

培訓銀行從業人員及其職涯專業發展，並成為香港第

一家非大學專業機構，能提供相當於碩士水平的認可

銀行專業資格課程。去年，學會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教育局委任為「專業資歷評估機構」（PQAA），

能夠透過頒發專業資歷。

此外，近年銀行業有不少新發展，如金融科技、

綠色金融、跨境業務等，對金融服務、融資等方面產

生一定的影響，所以能夠持續更新相關資歷是非常重

要。香港銀行學會的銀行專業會士（Certified 

Banker）便可以幫得上忙，其課程內容涵蓋多方面銀

行業知識，並且與時並進地不斷更新課程內容；更重

要是能夠對應資歷架構，凸顯其認受性。據了解，這

個課程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評審，其

中「銀行專業會士深造文憑」更是現時唯一能夠取得

資歷架構第 6級（QF6）的香港銀行業專業資格，水

平等同碩士學位。 

筆者認為，銀行業跟其他產業一樣，需要年輕人

加入才能夠薪火相傳，並朝着更專業的方向發展，令

不同專科畢業、甚至仍在學的人士，都能夠透過銀行

業相關的培訓去提升自己的資歷。

銀行再專業發展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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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志康

香港投資培訓學院（HKITI）講師，專長教
授 CFA 備試課程，為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
會員，參與制定持續專業培訓研討會。為香
港電台普通話台節目《e 線金融網》及Now
財經台的嘉賓講員之一。曾從事香港地產發
展業、擔任股票分析員，碩士畢業於新加
坡國立大學，2001 年取得財經分析師資格 
（CFA charterholder）。閒時喜愛閱讀，深
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Email : tedkwan@gmail.com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個性全面睇‧職場Q&A‧

智富增值
‧書評

最近有機會同年輕人分享投
資，他們大部分都不是商

科背景，當大家都在升市中感到
迷惑，都想在股市賺錢。如用二、
三十年的角度去看，股市的升幅
跟本地生產總值的成長差不多，
所以最佳的投資方法就是把你每
月辛苦賺回來的錢，平均地放在
指數基金中，因為將來你退休的
時候，理論上亦會在這個城市繼

續生活，所以你的投資回報會跟這個城市掛
鈎，亦即是你的投資回報能夠給予你一個平穩
的退休生活，不多亦不少。二、三十年的時間，

就大約等於由初出茅廬到退休的工作時間。

但大部分人都不接受這種平穩的生活，他們對投

資的錯誤了解是：透過投資，就能不勞而獲！除非你

的職業是投資家，否則你在工作之餘，哪有時間做深

入的研究然後跑贏大市呢？但如果你對投資真的有興

趣，就必然要在你的時間分配中，放棄一些玩樂或休

息的時間，去從事投資的研究如看書，做盈利預測，

了解如何經營生意等。

在理論上，如你的工作是與投資相關，應該有點

優勢。但是人總有盲點。在中環打滾的金融人，受最

時興的想法影響，所以在每個浪潮之中都會買入某一

類別的股票。他們都是知識分子，買入的目的也不一

定是短炒，而是看好他的長遠盈利能力。可是，當你

只得有限資金時，每一次亦用掉一些資本，例如你手

上有一百元，每次都用十元買一隻股票，你的組合裏

面就有十隻股票。除非你每次所揀的股票都有數倍以

上的升幅，否則整個投資組合的表現，最終都是平平

無奇，跟大市差不多！因為，儘管有一些股票表現很

好，當中亦會有一些是在蝕錢的，所以要跑贏大市就

要忍得住手！具體執行方法是：要在十隻之中再找到

當中一至兩隻非常出色的股票，而你較多的資金是放

在這兩隻股票中，這樣再扣除一些平平無奇表現後，

你仍然可以得到一個比大市更佳的回報。因此，不要

因為錯過了一班地鐵而後悔，因為總有下一班你想搭

的列車。

筆者的個人經歷是，當你發現一隻不錯的股票，

你卻不敢放進大量金錢，永遠在股票上升後才後悔沒

有買進更多。我自己回望過去的經驗，檢討後，發覺

問題仍然是研究做得不夠深入！就算做足功課，仍然

沒有把握它的長遠盈利能力及增長，所以不敢買進更

多，結果整體表現仍然是平平無奇，這樣，為甚麼還

要花那麼多時間在研究呢？投資本身是一門很值得學

習的學科，因為令你更明白公司是如何賺錢、如何保

障長遠利益等等，學習過程令自己有所成長，而作為

一種職業，其收入亦不錯。但如果只想賺不對稱的回

報，倒不如買大市，跟當地經濟一同成長，過一安穩

的生活，公餘時多點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這樣的

人生，不是更美好嗎？

投資是為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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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重盛

簡重盛醫生，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精神科醫生，
中文大學醫學院 1988 年畢業，1993 年取得英
國皇家精神科學院院士專科資格，並在英國劍
橋大學深造精神科近一年。自畢業後一直在政
府醫院工作，自 1991 年在青山醫院工作，任
職老人精神科高級醫生，及屯門精神科門診部
（又名屯門精神健康中心）主管多年，自 2010
年起私人執業。

‧職場Q&A‧智富增值‧書評

個性全面睇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

親情、愛和恨

網絡上有人說，「這個世界

上，比黃金更加貴重的是親

情。你不必刻意的掛在嘴邊，當

你需要的時候，父母一定都在。」

她想說，父母重男輕女，家業雖由女兒努力扶

持，但兒子卻坐享其成。父女大吵後，女兒被綁架，

父親救她被車撞傷，她奔到父親跟前，嚎啕大哭，終

於驚覺自己多麼不懂事。父親拄着拐杖，和她並肩看

夜空時，她終於明白，幸福從未離開過。愛，寬闊遼

遠如大海，純粹透明沒有雜質，而子女只能用杯水回

報大海。

偏心，心是偏的，但也有人心不偏左卻偏右。父

母子女的相處，不能簡單的說一句「天下無不是的父

母」，歲月的洗禮及相互的互動堆積出來的情感，有

時好像陳年佳釀，有時陰差陽錯，一顆老鼠屎壞了一

鍋，終成 ⋯⋯ 

再愛我一次

另一個她，患上白血病住院時，父親每天細心照

料她，要她甚麼都不要想，安心治病。她每天寫日記，

記下心情和身體的狀況。父親把所有積蓄都準備拿出

來，繼母下了最後通牒：如果治孩子，那就離婚。父

親深思熟慮後，決定讓她自然離去，少受治療的折磨。

她問父親，「爸爸，你不會丟下我吧？」父親心

中難過，卻微笑勸她放心，她安心的依偎在父親懷裏

離去。

父親收拾遺物，翻開她的日記，心像撕裂般疼

痛。她這樣寫：「我知道爸爸不會繼續給我治病了，

但我只想聽他說他願意，我只想再讓他愛我一次。」

父親頓時嚎啕大哭，覺得自己失去的是全世界。爸爸，

再愛我一次。如果時間能停在初病時，一切多好。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有時親欲

養，而子不在。希望時間撫平所有的恨，讓愛留在有

生之年（美好的記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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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衝刺，唔好等啦！

DSE點修科網站

現已上載到

學友社  
學生輔導顧問
吳寶城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就業網絡
青年工作幹事
黃民信先生 

麥理博精英教育主席
何永釗教授

EF Education First
海外升學課程總監 
謝貫姿小姐 天達海外升學中心

高級經理
Mr Jonathan Ho

英國 Oxfor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  Director of 
Recruitment 
Services
Ms Stephanie Koo

《打開優質寄宿
中學之門》作者 及 
出版人、求職廣場
出版人及行政總裁
陳筱芬
教育博士

宏恩基督教學院
幼兒教育學院導師及
學生代表

布定邦先生

紐西蘭 UP EducationRegional Recruitment Manager
Mr Michael Yen

即嘟即睇查詢熱線：3181 3322    電郵：enquiry@eduplus.hk

EDUplus.com.hk EDUpl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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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學堂‧靈巧技能‧職場升呢‧個性全面睇‧職場Q&A‧智富增值‧

書評

掌握心理學
   了解兒童心理
人與人之間相處總有煩惱，無論是朋友、情侶、家人、同事。作為

家長，跟子女溝通本來就問題天天都多，可有想過用心理學解答遇到的各

種煩惱？

父母對孩子的愛是毋庸置疑的，但你還是有必要了解，甚麼樣的愛

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孩子從出生到長大，心理需求會不斷變化，表現出

各種各樣迥異的行為。本書探討嬰幼兒到兒童的心理發展規律、心理需求，

幫助了解孩子的性格、行為特點，帶你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讓父母和孩

子一起成長。

宇宙裏的迷思太多，需要解讀的更多。春牛圖，大家可能曾經聽過，

但看也未看過。隨着社會愈趨現代化，一些被視為封建迷信的《春牛》、《地

母經》等「唔科學」內容，已被某些地區的《通勝》刪掉的古老智慧；但透

過解讀春牛圖，也許可讓現代人掌握一點處世啟示。

本書以「春牛圖」命名，因為書中主軸為春牛圖（畫有一頭牛及一個

牽牛牧童），那是古代農業社會一種用來預測來年天氣、降雨量、穀物收成，

以至經濟好壞的方法──天氣好壞影響收成，收成好壞影響經濟，其實十分

科學呢。

春牛圖
   原來是咁的

書   名： 《春牛圖密碼解讀—  
  一本通書讓你讀懂春牛預言謎思》

作   者：蔣匡文

出版社：萬里機構

售   價：港幣 88 元

書   名 ：《兒童心理學 ─ 你其實不懂孩子》

作   者 ：速溶綜合研究所、施臻彥 

出版社 ：小天地

售   價 ：港幣 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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