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士學校使用模擬病房進行另類教學，
此場景為VR病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苑怡(藍衣者)認
為任空姐時應對危機
的經驗，能讓她勝任
護士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逾六成港師有意北上執教鞭
八成指考取資格資訊不足 教聯會籲政府提供支援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日趨完善，各地教育事務的交流亦日益頻

繁。國家教育部2019年初推出政策，合資格的港澳台居民可在內

地成為教師，令本港教師的工作機會大增。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昨日公布「香港教師北上執教」意見調查，有七成受訪教師認同

北上執業有助擴闊專業視野，有六成多現職教師表明有意或將來

會考慮到內地執教，惟亦有八成人認為考取內地教師資格的資訊

不足，半數人認為相關資格程序繁複。教聯會總結香港教師對北

上執教取態普遍正面，惟相關資訊及支援不足，籲政府必須推出

措施，讓有意北上執教者可獲適切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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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公布調查教聯會公布調查，，指有六成多現職教師表明有意或將來會考慮到內地執教指有六成多現職教師表明有意或將來會考慮到內地執教。。
圖為教師進行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活動圖為教師進行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為了解香港教師北上執教的意願及
所需支援，教聯會上月進行問卷

調查，共收到585位教師回應，職級包
括校長、主任、教師及支援教師等。

七成認同北上執業助擴視野
調查結果發現，有71%受訪教師認
同北上執業有助擴闊專業視野；27%教
師表示有意到內地執教，36%教師表示
將來會考慮到內地執教，兩者合計超
過六成，顯示內地教席具有一定吸引
力。
調查又顯示，港籍學生班及港人子

弟學校比較吸引香港教師申請執教，
前者有61%教師表達了任教意願，後
者亦有49%，相信跟這類學校的課程
與香港課程相近有關。

逾半數人指申請認證繁複
至於北上執教的考慮因素，有89%
受訪者表示會考慮薪酬待遇，73%關注
兩地教師資格認證，66%教師考慮內地
的生活配套，另有逾半教師考慮教學

環境、職業發展空間等。
調查亦指出，雖然不少現職教師均表

達到內地任教的意向，但有88%教師表
示不了解內地考取教師資格的安排，
51%教師認為申請資格認證程序繁複。
有不少教師表示，期望了解內地教師聘
用條件（74%）、報考資格和條件
（72%）、內地教師認證安排（66%）、
考試內容（62%）、內地教學情況
（61%）、報考流程等（54%）。
具體措施方面，有64%受訪教師期

望兩地政府可以制定教師跨境聘任政
策，近六成人期望由教育局向香港教
師支薪、舉辦講座說明考試及認證安
排；在港設立內地教師資格考試試
場、推出內地學校實習或交換教師計
劃、設立專門熱線回應有關查詢等。
教聯會指出，調查反映香港教師對

北上執教取態普遍正面，但礙於申請
資訊不足、程序繁複，加上薪酬待
遇、生活配套等顧慮，令部分教師卻
步。教聯會期望兩地政府可推出更多
支援措施，鼓勵香港教師北上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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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學歷的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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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苑怡大專時修讀語言專業，一畢業就入行
做空姐，轉眼6年。對於轉行的決定，她表示
主要出於個人發展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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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時將近三十，相
對其他DSE升學同學要年長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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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世有方抗壓力亦強
伊利沙伯醫院普通科護士學校校長張美茵表

示，近年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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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該比例跌至四成，有工作經驗、有
bachelor（學士學歷）的人則越來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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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願意理解要求背
後病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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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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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制的護士畢業生還可繼續修讀明愛健康

科學院的銜接學士課程，有關課程全日制學時
為1年，兼讀制則為兩年。明愛專上學院健康
科學院院長陳磊石指，現時兼讀制更多使用網
課和虛擬教學，並不局限於上夜課，同學可有
更多時間自主權。
明愛專上學院設有三處模擬場景，包括普通
病床、家居劏房和VR病房，模擬病人的假人
可調節各項生命體徵，或比真實病人更具挑戰
性，上述三間護校的學生均可到場上堂。

空姐轉行做護士
應對危機更拿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東京
奧運會將於本月23日正式開幕，香
港特區政府為支持本港運動員參與，
康文署將於當日舉行「奧運直播區」
啟動活動，在轄下18區指定體育館
設置「奧運直播區」播放奧運賽事節
目，讓市民一起感受奧運盛事的氣
氛，同時為出戰奧運的香港運動員打
氣。
下周五（7月23日）東京奧運開幕
當日下午5時，康文署在九龍公園體
育館舉行「奧運直播區」啟動活動，

當天節目除了有運動示範及同樂活動
外，亦會有香港運動員分享運動知
識，一起為參與奧運的香港運動員打
氣。活動詳情稍後公布。其他場地的
「奧運直播區」亦會由當晚開始開
放。所有「奧運直播區」在本月24
日至8月8日期間的開放時間為上午8
時至晚上11時，歡迎市民到場收看
奧運賽事和精華片段。各個場地亦會
展示以香港運動員參與奧運為主題的
展板，活動地點可參閱康文署網頁
https://www.lcsd.gov.hk/。

此外，康文署「寓樂頻道」內的運
動教室101已上載一系列運動入門知
識影片，由精英運動員親身講解和示
範運動技巧，其中奧運項目包括長
跑、網球、籃球、高爾夫球、羽毛
球、排球、欖球、乒乓球、足球、游
泳，另外亦有非奧運項目壁球、體育
舞蹈和遠足。
在奧運期間，其他運動項目如劍

擊、空手道等影片將陸續推出，從而
提升大眾參與運動的興趣，觀看奧運
賽事時更添趣味。

18區體育館設「奧運直播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入伙
54 年的港島南區華富邨預料將於
2027/2028年度開始清拆重建，屆時
逾半世紀的人與事將進入歷史，故浸
會大學一班學生把握最後機會通過服
務該邨長者，以不同媒介書寫華富邨
街坊的老故事，結集成香港基層市民
打拚的實錄。
浸大歷史系及語文中心早年合辦跨

學科通識課程「服務學習與實踐：香
港老故事書寫」，學生分別在華富邨
及黃大仙區展開口述歷史採訪服務學
習計劃。73歲的華富邨街坊林婆婆是
其中一名故事主人翁，她生於福建，
不到15歲便要外出工作養家，20歲
前已結婚生子。上世紀八十年代，當
時38歲的林婆婆移居香港，「他們
（家鄉親友）羨慕我能到繁華的香

港，但初來港的生活比鄉下更加困
難，語言不通、物價又貴。」
為了養家餬口，林婆婆一度打幾份

工，「不要怕苦，一路做、一路學」
是艱苦時代教會她的生活技能，約30
年前上天終於給她一家獎賞－成功
分配到華富邨公屋單位，「未上樓前
每租5,000元，後來住華富1,000多元
租金，兒子又投身社會交得起租，我
就無再做嘢，大家都話我中了六合
彩。」

婆婆：一草一木皆感恩
如今，林婆婆兒孫滿堂，苦盡甘

來，「現在得閒就找人聊天，去街
市買菜，參加社區中心活動。之前
手術出院後，每朝洗完傷口我都要
去打麻將！」在華富邨居住數十

載，該邨一草一木也令她感恩，尤
其是該邨自給自足的社區配套設
施，足不出邨也能獲得各種生活所
需，她期望能安置到另一個同樣配
套完備的屋邨。
為林婆婆進行口述歷史記錄的3名

浸大學生均表示，該課程收穫豐富，
同時也面臨不同挑戰，因為他們除了
製作短片，不同小組也要通過文字、
聲音、漫畫等不同形式記錄屬於屋邨
街坊們的歷史。
浸大歷史系講師郭錦洲博士表示，

口述歷史作為傳統大事件歷史的補
充，能讓平民也參與到歷史故事的書
寫中，「具有跨時代意義的華富邨、
街坊的個人故事，也是社區歷史、屋
邨歷史，乃至香港歷史的重要部
分。」

浸大生記錄華富街坊老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
韻）本港學生近年赴內地升
學人數不斷上升，為確保學
生不會因經濟困難，錯失獲
得專上教育的機會。教育局
擬修訂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
劃免入息審查資助部分現行
的申請資格，以涵蓋經校長
推薦計劃獲內地大學取錄的
學生，助成績稍遜，但取得
如體育、藝術等非學術成就
的學生可在內地升學。教育
局預計因擬議修訂而引起的
額外個案數量不多，能以現
有資源應付，可於2021/22學
年起生效。
國家教育部與教育局自

2012/13學年起推行內地高校
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
計劃，讓參與計劃的內地大
學根據文憑試成績招收香港
學生，並對香港學生豁免聯
招考試或有關大學的入學
試。雖然計劃下大部分課程
採用一般入學要求（文憑試
四個核心科目「3322」成
績），內地大學亦可透過校
長推薦計劃，以稍低的門檻
取錄學生， 即4個核心科目
分數總和為10分或以上，而
每 個 科 目 的 分 數 不 低 於
「2」。
惟現時經校長推薦計劃獲取

錄的學生，於申請免入息審查
資助仍須達到一般入學要求。
因應近日有意見促請政府檢視
現行免入息審查資助的申請資
格，以便透過校長推薦計劃獲
取錄但未達一般入學要求的學
生亦可受惠，從而肯定他們的

非學術成就。教育局表示經檢視有關事
宜後，局方認為上述學生的申請資格可
作修訂。
教育局引用國家教育部資料，2020/

21學年有655人是經校長推薦計劃獲內
地大學取錄，預計約有35%獲取錄的學
生最終接受學額，而部分學生或已達一
般入學要求。因此，局方預計因擬議修
訂而引起的額外個案數量不多，對財政
的影響亦屬有限，教育局可用現有資源
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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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執教有助拓闊專業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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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服務學習與實踐：香港老故事書寫」課程的浸會大學
學生，與華富邨街坊林婆婆(右二)相談甚歡。

▲圖為浸大「服務學習與實踐：香港老故事

書寫」學生課堂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