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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醫學檢驗需求增 畢業生待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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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下要進行大量檢測，醫學檢驗專才需求殷切。

內地升學資訊

疫情重創經濟，不少行業薪
酬下跌，但與醫療相關的行業則
未受影響，其中醫務化驗師（即
是內地的醫事檢驗師）需求大，
起薪點高。目前八大院校中，只
有香港理工大學開辦醫療化驗科
學理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可註
冊成為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的
註冊醫務化驗師；而同獲委員會
認可的還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
頒發的醫療化驗技術高級證書課
程。
內地多所院校亦設有醫學檢
驗技術專業本科學位，大公報記
者揀選介紹三所有參與香港的文
憑試招生計劃、同時在
軟
2021
科中國大學專業排名 中首十位
內的大學，包括上海交通大學、
廣州醫科大學和南方醫科大學，
讓有志成為醫務化驗師的同學多
一個選擇。
大公報記者 張凱晴
﹂

﹁

上交大醫學檢驗系 專業排名前列
上 海 交 通 大 學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簡稱上交大）醫學院
醫學檢驗系始建於1983年，是內地首批
創辦本科醫學檢驗教育的高等醫學院校之
一。1986年獲得全國高校首批 「臨床檢
驗診斷學」 碩士學位授予點，1998年獲
得該專業博士學位授予點。在 「2021軟

科中國大學專業排名」 中，位居第二
名。
醫學檢驗專業於2007年獲教育部一
類學科 「特色專業」 ；2009年隸屬檢驗
系的實驗技術中心作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
院臨床技能實驗教學中心的分中心，成為
上海市和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一般入學要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費及生活費

中文5分

英文4分

學費

數學5分

通識5*分

住宿費

註：去年只有1人成功入讀，填寫名次為1。

▲南方醫科大學檢驗系今年起參與香港的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檢驗系去年在 「2021軟科中國大學
文憑試招生計劃。
專業排名」 中，位居第二名。

人民幣5000至6500元／年
人民幣1200元／年

伙食及雜項

約人民幣1500元／月

內地其他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專業
入學要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廣州醫科大學 校際合作交流多
廣州醫科大學（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簡稱廣醫）的醫學檢驗技術專
業開設於1989年，有30多年的辦學歷
史，是全國最早開設該專業的院校之一。
在 「2021軟科中國大學專業排名」 中，
排名全國第六。
學院專業教師99人，其中高級職稱
45人；博士生導師6人、碩士生導師27
人；45歲以下的中青年教師佔75%。
學院先後獲得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

點、省級特色專業建設點、省級名牌專
業、省級重點專業、省級專業綜合改革試
點單位、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
省級試點學院和省級產業學院等稱號，
2019年獲批廣東省首批一流本科專業建
設點。
學校先後與美國、加拿大、英國、法
國、荷蘭、愛爾蘭、澳洲、新西蘭、韓國
以及港澳台等地的多所院校和研究機構合
作交流。

英文3分

數學2分

通識2分

註：過去2年沒有學生透過文憑試招生計劃報讀，因此
以該校一般收生要求。

▲廣州醫科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專業
開設於1989年，是全國最早開設
該專業的院校之一。

學費及生活費

一般入學要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文3分

大學

學費

人民幣7656元／年

住宿費

人民幣1000元／年

伙食及雜項

醫療科技發
展迅速，化驗室
不斷增加，有學
就業前景 者預期未來7至
10年，醫務化驗
師的人手需求將持續上升。資
深業界人士表示： 「即使沒有
新技術或新醫院啟用，隨着本
港首批大專院校畢業的醫務化
驗師陸續退休，畢業生也不愁
沒有出路。」 據早前媒體報
道，目前最 「搶手」 的是臨床
生化學和血液學醫務化驗師。
而本地副醫務化驗師起薪點為
31,055元。
截至2021年12月，本港有
逾4000名註冊醫務化驗師。不
過自疫情爆發後，公立醫院化

約人民幣1500元／月

目前師資隊伍主要來自10所附屬醫
院的檢驗學科群，由校本部檢驗系及附屬
醫院檢驗科的專職教師組成。師資優良，
擁有博士學位和高級職稱的教師佔比
60%以上，其中博士生導師8人，碩士生導
師28人。同時亦有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
者、珠江學者特聘教授等優秀教師代表。

一般入學要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文3分

英文3分

數學2分

通識4分

註：此學科是首年參與文憑試招生計劃，因此以該校
一般收生要求。

學費及生活費
學費

人民幣7660元／年

住宿費

人民幣1700元／年

伙食及雜項

約人民幣1500元／月

學）。同時理大提醒，色覺正常不是錄取標
準之一，但申請人要注意，在醫學檢驗行業
工作可能需要色覺正常。

▲香港理工大學是八大院校中，唯一開辦
醫療化驗科學理學士學位課程。

理大醫療化驗科學收生要求（中學文憑試最低分數）
中文

3分

通識

2分

英文

4

4

5

4

中南大學*

3

3

3

4

廣東藥科大學#

3

3

2

2

浙江中醫藥大學

3

3

2

2

溫州醫科大學

3

3

2

2

*去年獲取錄者的最低分數參考
#生物／化學達第2級

3分

數學

兩選修科各3分

驗師工作量大增，目前只靠本
港增加的學額仍追不上需求。

預計未來十年續欠人手
現時本港的醫療科學學士
課程，主要由香港理工大學及
東華學院開辦，每年學額分別
為54及45個；另外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每兩年亦會開辦一個醫療化驗
技術高級證書課程，提供約70

個學額。東華學院醫療化驗科
學理學士課程主任李世杰提
及，目前學校實驗室有限，若
貿然增加收生，將對實驗室構
成壓力。
而海外相關學歷人士想註
冊成為醫務化驗師，需向醫務
化驗師管理委員會提出相關申
請，委員會會獨立考慮每個申
請，並可要求持有非本地學歷
的申請人先通過相關考試。

本港醫務化驗師晉升階梯
級別

起薪點

醫管局一般職系薪級點

高級醫務化驗師

88,327元

34至39

醫務化驗師

55,133元

25至33

副醫務化驗師

31,055元

13至24

中昆大醫務化驗課程 設全日及兼讀制

理大醫療化驗學位課程 八大唯一
香港理工大學的醫療化
驗科學理學士學位課程，四
年學制，是八大院校中唯一
開辦此學位課程。畢業生可
直接註冊成為醫務化驗師管
本地升學資訊 理委員會第二部分的註冊醫
務化驗師，亦可成為國際認
授的英國 「醫事生化科學學會」 （IBMS）副
院士，同時可應考國際化驗員MT（ASCPi）
考試，合格者可成為美國臨床病理學會
（ASCP）認可的國際化驗會員。
課程提供全面的相關訓練，使學生具備
良好的專業知識、技巧及思考能力，畢業後
能成為合資格的醫療化驗科學人員。而在
成績取錄上，佔比最高的優先科目是：
英語、數學、數學（M1/M2）、生
物學、化學、綜合科學（生物和化

武漢大學*#

副醫務化驗師起薪點逾3.1萬

南醫大今年起參與文憑試招生計劃
南方醫科大學（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簡稱南醫大）的檢驗系在高
三網公布的2022年醫學檢驗科目排名
中，獲得第10名。其檢驗系開設於2003
年，是廣東省特色專業、國家級特色專
業。該學科今年起參與香港的文憑試招生
計劃。

中文 英文 數學 通識

2分

由於香港開設醫療化
驗課程的院校不多，所以
部分人會選擇赴海外修
讀。澳洲是其中一個修讀
醫療化驗課程的熱門地
點，而普遍澳洲大學相關
海外升學資訊 課程一般只要求達到香港
中學文憑試（DSE）18至19分，門檻比物理
治療專業更低。中央昆士蘭大學（CQ
University Rockhampton North，簡稱中昆
大）的醫療化驗課程獲澳洲醫學科學家機構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tists
（AIMS）所認可，同學在澳洲修畢課程，可
向AIMS申請註冊成為醫務化驗師。
有關醫療化驗課程Bachelor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Honours）-CL10設有四年
全日制或八年兼讀制，課程對入學能力有要

求，如申請人不是出生於澳洲、加拿大、新
西蘭、英國、愛爾蘭、南非或美國，則必須
達到大學規定的英語語言能力要求。
申請人在DSE四個核心科目需至少15分，
計分法為DSE獲5*或5**相等於6分、獲得5
相等於5分，獲得4相等於4分，如此類推。

▲中央昆士蘭大學的醫務化驗相關課程，
分四年全日制或八年兼讀制，切合不同學
生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