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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感抗壓力強 自覺更會照顧病人

在職持學位讀護校增多
伊利沙伯醫院普通科護
士學校校長張美茵表示，近

幼童無錢睇牙拖症 倡設醫療券
社區組織協會兒童權利關注組去年
11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展開貧窮家庭幼
童牙齒健康情況調查，訪問 124 位入息
在貧窮線以下、育有 2 歲至 6 歲子女的家
長，發現 81.5%受訪基層家庭幼童曾有
牙患，70.2%家長從來未曾帶子女去檢查
牙齒，63.7%人表示等子女升小學後看政
府免費牙科保健，50%表示沒有錢看牙

醫。
今年 6 歲的朱笑涵有蛀牙問題，去年
朱媽媽花了 2,000 多元帶女兒去看牙醫杜
牙根，今年初又再牙痛，朱媽媽本身打
算讓笑涵忍到讀小學，就可有學童牙科
保健免費看牙醫，但見女兒吃不下、睡
不好、上學又沒有精神，唯有去看醫
生，「原來很多私家診所是不看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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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嚴懲支持、美化暴力行
為，從源頭上消除亂港隱患，保護國
家安全。
其實，只要細心觀察修例風波期
間的各類事件便能發現，其本質根本
不是如黑暴分子宣稱般，是在爭取所
謂的「言論自由」或「民主」，而是
藉着政治炒作來合理化暴力行為，以
達到分裂和顛覆國家主權的最終目
的。這與早年的「顏色革命」如出一
轍。所幸中央及時出手，建立了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基礎，才令亂港組織
土崩瓦解。
然而，亂港暴力分子仍未肯收
手，更欲將極端暴力思想植根於社
區，「洗腦」年輕一代仇恨國家和
特區政府。這與當年阿蓋達等恐怖

郭靈 資深傳媒人
組織的發展過程極為相似。例如當
年敘利亞平息暴亂後，社會大致恢
復穩定，但激進分子轉變為更極
端、更隱蔽，並利用網絡平台來對
支持者進行深度「洗腦」，以及策
劃各類恐襲活動。
香港目前似乎正處於這階段，亂
港分子看似不再鬧事，但是部分人仍
在網上散播極端思想，鼓吹暴力等反
政府行為。受蠱惑的人，平時可能與
正常人無異，但隨時可能變成「孤
狼」，發動恐襲，令人防不勝防。因
此，特區政府需規管網絡安全，將散
播暴力思想的人繩之以法。「患生於
所忽，禍起於細微」，只有全面扼殺
亂港思想的生存土壤，才能保障香港
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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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機生活發展基金與南豐紗廠合作，
將於 7 月至 8 月期間合辦紗廠農墟及多個食農工
作坊推廣以「社區支持農業」的概念。紗廠農
墟將會設有十多檔本地農場或農產品的攤位，
市民能與農夫直接交流，從而學習如何選購本
地時令農產品，深入認識農作物的多樣性及多
元化的用途，並了解不時不吃的重要性。另
外，活動還有多個食農工作坊，工作坊內容豐
富，包括烹飪工作坊、都市農耕體驗、粟米衣
編織工作坊及夏日植物拓染驅蚊香包工作坊，
希望大家可以從不同角度認識本地農業。

夏日閱繽紛
地點：
18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一年一度
大型閱讀活動
「 夏 日 閱 繽
紛 」 於 7 月 17
日 至 8 月 15 日
舉行，今年活
動以「探索閱
讀新領域」為主題，走進 18 區公共圖書館和互
聯網，一連 30 天推出故事劇場、親子工作坊、
故事時間和網上影片等超過 100 場線上線下精
彩活動，並新增設青少年及成人工作坊，讓大
人和小朋友感受多元化的閱讀體驗，親自為自
己的喜閱密碼解鎖。

Gucci Diana Pin 期間限定店
地點：

黑暴更兇殘 執法勿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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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躺在床上會怕、會哭，醫生說我們
幫不了你，叫我們要去看專科，但得知
費用要四五萬元。」
社協會幹事王智源表示，逾八成受訪
基層幼童有牙患，遠高於全港幼童水平，
情況堪憂。他建議衞生署現時推行的學童
牙科保健服務的受惠對象，擴闊至幼稚園
學童及中學學童，並加強現行母嬰健康院
的職能，為就讀小學前的幼童提供牙齒健
康教育服務，及設立兒童牙齒醫療券。

與種籽有約—「百籽櫃」

號

陳 苑 怡 ︵︵ 右 二 藍 衫 ︶︶ 希 望
■
未來成為一名急症室護士。。

姐，轉眼 6 年。對於轉行的
決定，她說主要是出於個人
發展需要，身邊任職護士的
親屬對她亦有影響。雖然對
航空業有許多不捨，但她亦
希望能以更專業的角度服務
他人，「做空姐時我會服務
長者、小朋友等不同乘客，
當時很想照顧好客人，我想
病人應該會更需要照顧。」
陳苑怡目前 20 多歲，畢
業時將近 30，相對其他 DSE
升學同學年長不少。惟她認
為，年齡並非從業障礙，認
為過往任空姐時處理過不少
小型危機事件，累積的經驗
會對做護士有幫助，冀未來
成為一名急症室護士。

年在職人士報讀護士的情況
有所增多，「5 年前，約有
八成人是以 DSE 資歷入讀護
校，目前比例跌至四成，有
工作經驗、有 Bachelor（學
士學歷）的人則愈來愈
多。」她指有閱歷的學生處
世有方，抗壓能力亦強，
「比如空姐有服務業經驗，
會願意理解病人的心情。」
醫管局轄下三間護士學
校，明愛專上學院、伊利沙
伯醫院及屯門醫院普通科護
士學校，今年起將以往的三
年制高級文憑（HD）護士課
程升級為四年制專業文憑
（PD）課程，學生一畢業即
可在資歷架構中獲第五級，
學額將維持每年 300 人（每
校 100 人 ） ， 每 年 學 費 約
3.25 萬元。張美茵強調，報
讀者均需要接受面試，考試
成績會作為參考，最重要的
還是學生「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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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白田壩街

陳苑怡大專時修讀語言專
業，一畢業就入行做空

HK

地點：

空姐轉行護士 勝在社會經驗
過去兩年的社會動盪及疫情，令不少港人重新規劃職業
道路。有護士學校校長表示，近年報讀護士的申請者中，有
工作經驗、學士學歷的愈來愈多。曾做過 6 年空姐、大專畢
業的陳苑怡去年亦轉換跑道，報讀明愛專上學院護士課程，
同班更有多達 10 位前空姐。她不擔心畢業時較其他同學年
長，指工作過的人相對成熟，認為任空姐時應對危機的經
驗，能讓她勝任護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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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 Diana Pin 期間限定店於 7 月 6 日至
26 日登陸香港置地廣場，Gucci Pin 企劃靈感源
自互動數碼地圖上標示位置的圖標。限定店專
為 Gucci 最新手提袋 Gucci Diana 系列而設，場
地布置井然有序地展示 Gucci Diana 手提袋，反
映品牌在奢華時尚界別的破格取態，希望與世
界各地的用家及其周邊社區建立聯繫並與之互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