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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健康學部成立至今，經歷種種變遷與革新，旨在為本港護理專才的培訓打下
結實基礎。作為自資院校，我們因應社會需要，靈活開辦各類護理學課程，例如

於 2012 年開辦健康學文憑（社區健康護理），並配合政府的醫療政策，加強社區護理
服務的支援。此外，去年開辦的護理學碩士（中醫護理）是全港首個培訓中醫護士的
碩士課程，以中醫護理臨床專科化作為目標，開拓本
地中醫護理服務。在教學上，我們也不斷引進新
方法，致力提升教與學的質素與效能。過去
一年，我們於課堂之中啟用了虛擬實境
教學，實為本港護理教育先驅。凡
此種種皆是本學部為實現「致
力成為提供靈活護理及衞
生保健教育的先驅」這一
願景所付出努力的里程
碑，繼續為香港培育專業
護理人才出一分力。

公開大學教職禮讚

香港護士管理局

課程認證
香

最新消息
受認證的課程分別是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護理學榮
譽學士（精神科）、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精神科護理學

港護士管理局代表團於去年 8 月前來本校銀禧學院，

高級文憑。之後代表團跟各級教職員代表、學生及校友見面，

為本學部四個全日制課程進行認證訪問，成員包括甘

了解他們於教學或學習的實際情況。本學部亦安排了代表團

迅駒先生、潘恩榮先生、方雲貞博士、傅興隆先生、周永新

到青山醫院和聖德肋撒醫院視察學生臨床實習的情況。代表

教授和蘇幗慧博士。一眾代表先與本學部教職員會面，並就

團對本學部的改進及發展計劃予以讚許及支持，並批出四個

四個全日制課程的運作及教學安排提問，加深了解。四個接

全日制課程的認證，為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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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

暨社區健康日

 康義工實務工作坊
健
之齊做「長者椅上操」

承 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至今，合作的社福機構及義工團體
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本學部自 2014 年起開展「賽

參與機構代表

共 19 個，共培訓了六百多位社區健康義工，以增強社區健康服務的
支援。第二屆課程的 ｢ 義工迎新日 ｣ 已於去年 10 月假銀禧學院賽馬
會綜藝廳舉行，社區健康義工接受培訓後，可為社區上有需要的長
者、殘疾人士、慢性病患者等提供適時的健康支援及照顧。本學部
62 位護理學校友更義務擔任「社區健康大使」，以其專業知識及臨
床經驗協助培訓義工，回饋社會。有關課程資訊見網站 http://hhw.
ouhk.edu.hk。

健康學文憑
 （社區健康護理）

義工迎新日大合照

自 與改革，務求令學員於畢業後能於社區護理工作中應用

2012 年開課以來，｢ 健康學文憑 ｣ 課程經歷了不少變遷

所學，加強本港的基層醫療服務。課程開辦至今，已有四百多
人報讀。當中部分畢業後即投入社區護理服務，於院舍或日間
中心等機構工作。報讀本學部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的學員中超
過五成可以順利入讀，接受登記護士的培訓。
本年 4 月，本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副主任李燕瓊博士，
以及健康學文憑課程主任何家銘博士參加了圓玄學院社會服務
部的 ｢ 青年安老服務啟航計劃嘉許禮 ｣，以表達對學員的支持
與鼓勵。｢ 青年安老服務啟航計劃 ｣ 是本學部健康學文憑（社
區健康護理）課程與伙伴機構的首個合作項目，學員受聘於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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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青年護理服務
啟航計劃開學禮

青年安老服務啟航計劃嘉許禮

玄學院的安老院舍，並獲推薦修讀本學部的健康學文憑（社區
健康護理）課程，從中分別獲得培訓與實習，以及學習護理知
識與技巧的機會。
健康學文憑課程新一屆的伙伴機構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合辦「信義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本學部為學員提供培訓
並由信義會提供實習機會。應屆課程的開學禮於去年 10 月舉
行，與會嘉賓包括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彭潔玲女
士、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安老服務）余小雁女士、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靜宜女士、本校校長黃玉山
教授、本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及教職員，為各學員致辭打氣。
兩年後，這班充滿幹勁的年輕人將於畢業後投身護理專業，為
社區提供專業護理服務。

本屆社區健康
義工代表
社區健康日 2016

應屆 ｢ 健康義工實務工作坊 ｣ 已於本年 3 月舉
行，主題為「做個愉快健康的義工」。希望各義工先
掌握快樂和健康的要訣，做個健康快樂人，再推己及
人，通過義務工作將健康和快樂帶給服務對象。當天
邀請了安老事務委員會（時任副主席）主席林正財醫
生演講，題為「銀髮義工．耆樂無窮」。林醫生指出
長者參與義務工作能提升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達
至 ｢ 積極樂頤年 ｣ ！此外，活動還邀請了中國香港體
適能總會副主席張應明先生講解體適能的基本知識，
並示範「長者椅上操」。一眾義工和社區健康大使在
張先生的帶領下即席練習，大家在音樂拍子伴隨下全
情投入椅上操，現場氣氛相當高漲。

「賽馬會社區守望相
助課程」畢業禮

是次有逾 300 位義工學員成功完成課程，並於本年 6 月第二屆「賽
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畢業典禮中，獲頒發畢業證書。是日主禮嘉賓
包括本校副校長（行政及發展）李榮安教授、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經理
韓以亮先生。畢業學員即將走進社區，以學到的護理知識和技巧履行社
區健康義工的使命，為有需要的長者和長期病患人士提供健康支援服
務，發揮守望相助精神並促進社區融和。同日下午，由本學部護理學學
生及校友一同籌備的「社區健康日」亦於銀禧學院賽馬會綜藝廳順利舉
行。通過簡單的健康檢查、健康資訊展覽、攤位遊戲等活動，期望能提
高市民大眾有關老人、長期病患者、精神病康復者和殘疾人士的健康知
識，實踐「老有所屬」、「持續照顧」和「傷健共融」的理念。

專題介紹

虛擬實境 護理教學
面

對未來人口老化的醫療挑戰，護理教學的技巧及設備也
必須不斷提升，以應付種種護理教學的需要。本學部積
極發展嶄新教學設施，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
教學就是新發展項目之一。虛擬實境利用電腦產生具三度空間
的虛擬環境，使用者在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上得到模擬感
覺，如同身歷其境般。文獻和科研都支持虛擬實境技術是相當
實用的護理教學方法。虛擬實境技術可以提供臨床上仿真度極
高的急症處理和高風險的護理情境，包括人體器官的構造和運
作、心血管病突發處理，以至精神病人暴力處理等。護士學生
於仿真度高的情境下學習如何處理危急醫護個案，日後於臨床
實習時壓力大減，效能提高。

本學部的護士訓練課程首度於護士學生解剖及生理學
教 學 講 課 之 中 運 用 三 度 空 間 模 型 及 動 畫（3D model and
animation）技術，是本地首個課程。首階段於去年 9 月展開，
應用了三度空間模型（3D Model）教授解剖學。計劃下一階
段引進三度空間動畫（3D animation）教授生理學。此外，以
身臨式虛擬實境（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技術訓練精神科
護士學生護理焦慮症病人的治療程序亦在籌備中。本校新春傳
媒午宴當天，一眾嘉賓前來參觀虛擬實境教學專區，並親身體
驗。總括而言，通過虛擬實境學習可加深護士學生對個案處理
的體驗，更能「感同身受」，護理學習和培訓也就更全面。

學生感受
2015 - 16 學年，虛擬實境（VR）技術首次融入教學之中，
教職員與學生保持溝通，以了解學習需要，並改善虛擬實境技
術於教學的應用。學生表示於課堂上應用虛擬實境能加強對內
容的理解，可以從不同角度觀看體內器官，比看實物標本更勝
一籌，而且對人體各部位的記憶更深刻。然而，技術上仍有改
進空間，例如影像、文字焦點偶有模糊的情況出現等。教職員
收到學生的反映後，已積極與技術供應公司研究討論，以提升
虛擬實境的效果。

黃家輝博士介紹
虛擬實境教學

虛擬實境課堂實況

虛擬實境體驗

邱泳龍博士在準備
虛擬實境教材

教職員感想
當尚未應用三度空間（3D）技術時，學生只能通過書本和
實驗室解剖課學習解剖學；至網絡技術普及，於課堂上播放網
絡影片也成為教學方法之一。近年 3D 電影大行其道，有關技
術更延伸至家用電視，甚至融入教學中，這是科技帶來的進步。
3D 教學不單提升同學對解剖學的興趣，也令課堂變得更富趣
味。虛擬實境教學小組成員邱泳龍博士稱：｢ 當我在預備教學
影片時，就像在解剖動物內臟一樣，通過電腦熒幕，從不同角
度，更細致地觀看特定部分。這方法不單有助同學了解人體結
構，他們也更容易明白並掌握相關的生理運作，為日後學習護
理知識打好基礎。｣ 縱使在開發和應用過程中遇上種種挑戰和
難題，但能夠促進學生學習成果仍是支持教職員的最佳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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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花絮


學生交流計劃

承蒙香港潮州商會高佩璇學生交流基金、香港中華
總商會大學生實習交流計劃及專上學生內地體驗計劃等
贊助，本學部於 2016 年暑假為修讀護理課程的學生舉辦
多項交流活動，增進他們對不同地區的護理教學和臨床
護理服務的認識。

港珠澳護理學生研習交流計劃－
與遵義醫學院教職員合照

˙ 港珠澳護理學生研習交流計劃：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珠海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

新加坡護理交流團

˙ 港珠護理學生研習交流：珠海市人民醫院、遵義醫學院
˙ 新 加 坡 護 理 交 流 團： 邱 德 拔 醫 院（Khoo Teck Puat
Hospital）、 義 順 社 區 醫 院（Yishun Community
Hospital）、義安理工學院（Ngee Ann Polytechnic）、陳
篤生醫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新加坡醫學展覽
館（Singapore Health Museum）
˙ 中醫護理臨床學習交流團：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分院
˙ 香港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計劃：廣州中醫藥大學

本學部師生跟珠海市人民醫院代表合照

糖尿天使陪着你走－世界糖尿病日嘉年華會 2015
為響應政府新成立「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少鹽少糖飲食習慣的倡議，護理及健康學
部應非牟利慈善團體「糖尿天使」邀請，於去年 11 月參與世界糖尿病日嘉年華會 2015。在活
動中除了設立健康諮詢站，本學部學生還設計了以便利店為主題，名為 ｢ 進擊之游離糖 ｣ 的遊戲。
遊戲令市民認識日常生活中不同食品的含糖量，以及如何計算每日攝取量，加強他們的健康知
識，實踐護理服務中健康促進的理念。

健康快車慈善跑步行 2015
一如以往，本學部教職員及學生都相當積極參與 ｢ 健康快車
｣ 慈善跑步行活動，為中國唯一的眼科火車醫院籌款。活動當天
秋高氣爽，是郊外活動的好日子。老師跟學生平日大多在校內碰
面，難得這天可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聚首，分享生活點滴，彼此
認識課堂以外的另一面。為慈善出一分力之餘，也是大學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葵涌醫院創藝計劃閉幕典禮
八十多位本學部的精神科護士學生連同李國麟教授、副教授
曾日坤博士、副教授黃家輝博士、高級講師劉名河先生和講師林
頌恩小姐於本年 4 月出席葵涌醫院舉辦的創藝計劃閉幕典禮。當
天，學生與精神病康復者、照顧者、醫護人員、教師、中學生和
義工，共千多人一起創作手指畫 Recovery Journey，締造手指畫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通過藝術創作活動令大眾對精神病和康復過
程有更多認識，從而摒棄歧視，並加強康復者與社區的聯繫，以
及向大眾宣揚精神健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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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學界進步獎「大學新鮮人」2016
香港公開大學站
本年 3 月，本學部應邀參與青苗基金會主辦的「大學新鮮人」活動，讓
40 名中學生體驗護理學生一天的大學生活，包括模擬講課及護理實驗室實習
課、參觀臨床模擬教學專區和虛擬實境教學專區等。在活動中，本學部的學生
擔當參與學生的學習伙伴，分享他們大學生活的點滴與困難，令參與學生更深
刻體會大學生活。

健康快車慈善跑步行 2015
最理想的護理服務應由社區開始，本着提高學生對社區護理的認識，
本學部高級講師吳亭欣女士連同 27 名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於今年
3 月參與 ｢ 跑去送禮物 Peace Box 大行動 ｣。各同學手執禮物盒 Peace
Box，由將軍澳中心跑到靈實護養院，然後親手把禮物送給護養院內長者，
把社區人士的關懷直接傳遞給長者。與此同時，同學也跟護養院的長者交流分享，長者十分樂意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感受，令學生
深切明白到長者真的很需要別人的關懷。一點關心和一句問候對長者而言已是很大的鼓勵。學生從中豐富了對長者護理的認知，
明白社區內長者的需要及對生命的看法。整個活動充滿意義，學生也有所得着，滿載而歸。

教職員活動
「青少年專業導師計劃」
本學部於本年 3 月接待了「青少年專業導師計劃」的一眾
學長和學員。此計劃由建設健康九龍城協會主辦、九龍城民政事
務處協辦，由八大界別專業人士擔當青少年的學長，按他們的職
業志向，提供升學就業、生涯規劃的指導。八大專業界別包括醫
療、法律、工程、會計、藥劑、護理、建築和測量。
是次活動共有 17 位來自醫療、藥劑、護理專業的學長和 30 名學員參與。當中的護理導師為本學部的高級講師吳亭欣女士，
以及畢業生何國禧、黃傑。活動包括參觀本學部的臨床護理教學中心，增加學員對醫療工作及學習環境的認識。本學部主任李國
麟教授亦跟學員分享他的護理工作經驗和護理行業的發展路向。各界學長代表和本學部高級講師楊智恩女士以角色扮演的方法展
示醫療體系中各專業職系的角色、責任和合作關係。在會後的分享環節中，學員深深體會到不同醫療職系間的工作有着不可分割
的聯繫，且理念一致，皆以病人為本。最後，高級講師吳亭欣女士聯同醫療界學長即席示範不同的醫護技巧，包括健康評估、藥
物衞教、傷口護理等，務求令學員更深入認識各醫療職系的工作。

健康社區
本學部教職員經常應不同社區團體的邀請，為社區內不同階層人士提供健康
講座，例如北區醫院的 ｢ 積極晚晴 ｣ 講座、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耆康會）的「優
質照顧在社區計劃」、仁愛醫療中心及基督教宣道會合辦的 ｢ 長者全人服事證書
課程 ｣ 等。本學部教職員代表在耆康會「優質照顧在社區計劃」中，向長者及其
照顧者講解護理知識，包括常見家居意外、防跌及傷口護理；長者衞生護理（穿
衣、沐浴、如廁、餵食技巧）；中風的成因、先兆、徵狀及護理；常見長者疾病
（例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柏金遜症、白內障等）的成因及護理
等。本學部一向致力推動社區護理，提升長者及患病人士的生活及護理質素。這
一系列講座給予長者及其照顧者機會學習不同的護理技巧，並加強留意長者常見
疾病的注意事項，提升他們的健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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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健康學文憑（懲教健康護理）迎新日
本學部跟懲教署合辦的首屆「健康學證書（懲教健康護理）」課程共
有 24 名在職懲教署職員報讀。開學禮於去年 10 月舉行，懲教署高級監
督（健康護理）楊俊偉先生、總懲教主任（護理及衞生服務）何志文先
生、本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及教職員一同出席，向學員送上支持和鼓勵。
課程由本學部提供課堂學習，學員需修讀 40 學分，包括修讀健康學文憑
（社區健康護理）第一年共 30 學分的學科，以及專為懲教設施內健康護
理設計的 10 學分學科，名為「懲教健康護理要領」，並由懲教署提供實
習機會。本學部計劃日後繼續開辦此課程，為在職懲教署職員提供進修機
會，加強他們為在囚者提供護理的知識及技巧。程有更多認識，從而摒棄
歧視，並加強康復者與社區的聯繫，以及向大眾宣揚精神健康的信息。

訪問學人－浙江中醫藥大學裘秀月教授
我們一向注重多元文化學習交流，是次獲得浙江中醫藥大學裘秀月教授來訪，萬分榮幸。裘
教授是中醫學博士，既在浙江中醫藥大學教授中醫護理，也是執業中醫師，是治療消化系統疾病
的專家。此外，她也是碩士生導師和教研室主任，專注於研究消化系統，尤其舌診（觀察舌頭的
狀況）於消化系統疾病的臨床啟示。是次來訪，裘教授除了於護理學碩士（中醫護理）課堂中擔
任客席講者，跟學生交流互動，分享她於臨床和課堂上的經驗，她還跟本學部教職員一同參觀安
老院舍，了解本港的安老服務。裘教授也參與了本學部於 10 月舉行的「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
程迎新日」，體驗本學部課堂以外的社區教育活動。裘教授十分享受是次交流體驗，對本學部多
元化的教學方法評價極高，例如講師鼓勵學生主動提問並通過討論豐富學習內容。裘教授期望日
後可把這些方法融入她的教學中，以加強內地的教學質素。此外，裘教授亦十分欣賞本學部護理
實驗室的設計及設備，模擬病房的真實感強、教學及模擬器材豐富且基本設施完備。通過是次交
流活動，裘教授和本學部都獲益良多。互相學習並建立深厚情誼正是交流活動可貴之處。

第七屆國際護理學生論壇
  （The 7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rum）
護理發展一日千里，近年中國各地的護理學院積極提高內地的護理
教育與專業發展水平，並籌辦各類會議、論壇活動，提供國際交流機會。
是次第七屆國際護理學生論壇由廣州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主辦、12 家東
南亞國家大學的護理學院協辦，本學部有幸成為其中一員。荷蒙香港潮
州商會高佩璇學生交流基金贊助，本學部四位教職員和 20 位來自護理學
榮譽學士（普通科）課程或護理學碩士（中醫護理）課程的學生，於本
年 5 月前往廣州參加論壇。藉此機會，本學部教職員和學生跟來自中國、
泰國、印尼等醫療護理學專業人士進行學術與文化交流。本學部教職員
和學生都有參與海報發表，當中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學生謝沛洳
更獲得海報優異獎。通過是次交流活動，學生能夠拓闊眼光，認識其他
國家護理專業的發展，在護理學習上獲益良多。

「護理學生抗毒服務訓練工作坊」
啟動禮及研討會
承蒙香港特區政府「禁毒基金」撥款資助，「護理學生抗毒服務訓練
工作坊」於本年 7 月 8 日正式啟動。儀式由本校校長黃玉山教授及本學部
副主任李燕瓊博士主持。工作坊共有三部分，包括研討會、參觀考察和反
思日誌。工作坊旨在為護理學生提供有關抗毒工作的專業培訓，為他們日
後從事相關工作做好準備。當天，護理學生通過研討會獲得戒毒治療和康
復的專業知識及護理技巧，提高對毒品的認識和敏感度，加強對毒品的危
機意識，並學習如何支援吸毒者。學生分組前往不同的戒毒服務機構參觀，
例如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基督教新生協會等，加深學生對本地現有
戒毒服務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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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
輕輕鬆鬆遊東龍島
護理學系校友會於去年 12 月舉行「輕輕鬆鬆遊東龍島」，吸引了各屆
畢業生參加，更有幸請得護理學副教授曾日坤博士跟各舊生結伴同遊，飽覽
島上風景、石刻和炮台之餘，更一同回憶昔日校園美好時光。護士平日工作
忙碌，乘風和日麗的週末一同郊遊，呼吸新鮮空氣，壓力一掃而空！

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學校友會週年大會
校友會在今年 3 月舉行會員週年大會，回顧過去兩年曾舉辦的活動，
以及舉行新一屆幹事會就職典禮。當天，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副主任李
燕瓊博士及一眾教職員一起見證第二屆幹事會成立。新一屆幹事會將繼續
舉辦多元化活動及義務工作，以聯繫畢業生並作為校友和母校的溝通橋樑，
為護理專業發展出一分力。

義務工作
本學部的校友於去年 4 － 9 月，每月到沙田大圍東華三院方潤華長者鄰舍中
心進行義工服務。於是項活動中，校友會跟長者義工合作，為中心長者做簡單健康
檢查，例如檢測血糖和膽固醇，量度血壓、身高、體重以計算「體重指標」（body
mass index，簡稱 BMI）等，並解答長者的健康疑難。

工作面試分享會
本年 4 月，校友會跟護理學會為護理學系準畢業生舉辦了「工作面試
分享會」。是次活動有 13 位校友參與，跟師弟師妹分享求職面試及前線
護理工作的經驗和心得。同時更邀請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副教授黃家輝
博士、沙田慈氏護養院護養部病房經理楊衛先生擔任嘉賓，分享求職面試
須知與技巧。當日共九十多位學生參加，反應踴躍。各人都認真聽講、提出疑問，甚至筆錄分享會內容，為投身職場作好準備。
校友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聯誼相聚的機會，分享工作上的苦與樂。是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各校友及學生鼎力支持，促進
彼此交流，增強凝聚力。

嘉許
獎項

香港公開大學 ｢ 公開大學教職禮讚 ｣
˙ 校長傑出教學奬：高級講師吳亭欣女士
˙ 校長傑出教學奬：副教授曾日坤博士

學生獎學金
˙ 滙豐職業教育獎學金：
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二年級學生樊芷瑩

第七屆國際護理學生論壇
˙ 海報優異獎：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學生謝沛洳

開放及靈活教育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and Flexible
Education, ICOFE 2016)
˙ Best Practices of Flexible Learning Award
獲奬項目：The practice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system in mass lectures: Monitoring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nhancing engag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成員：本學部副教授林清博士、教學助理邱泳龍博
士、副教授談振偉博士、助理教授何家銘博士、教
學助理莊俊賢先生；教育科技出版部總監曾婉媚博
士、經理（多媒體科技）李仲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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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發表
研究
講師謝寶婷女士獲得禁毒基金會四十多萬港元撥款，籌辦名為 ｢
護理學生抗毒服務訓練工作坊 ｣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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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道
2015 年 6 月
˙ 本
 學部舉行首個新聞發佈會，與會媒體包括《明報》、《新報》、
《星島日報》、《香港經濟日報》，介紹本學部全港首辦的「護
理學碩士（中醫護理）」課程，以配合中醫服務在香港的發展。

2015 年 7 月
˙ 副
 教授李美娟博士接受《東方日報》訪問，分享開辦「護理學
碩士（中醫護理）」課程的理念和課程內容。
˙ 學 部副主任李燕瓊博士接受《東方日報》訪問，介紹本學部的
｢ 健康學文憑（社區健康護理）｣ 課程，以及畢業生的工作路向。

2015 年 8 月
˙ 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接受《太陽報》和《東方日報》訪問，分
析引致本港精神科護士工作壓力上升的因素。

2016 年 1 月
˙ 副教授黃家輝博士接受《香港經濟日報》訪問，介紹本學部精
神科高級文憑課程，以及分析本港精神科服務的需求。

Lee, L. Y. K., Tiu, M. M. H., Charm, C. Y. C., & Wong, K. F. (2015).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n work interruptions during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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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Nursing, 24, 3336-3339.
Lee, W. W. M., Choi, K. C., Yum, R. W. Y., Yu, D. S. F. & Chair, S.
Y. (2015). Effectiveness of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on lifestyle
modiﬁ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of clients at risk or diagnosed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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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k bank in Hong Kong: a qualit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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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ng, A. Y. K., Au, L. M., Chan, H. S., Chan, P. P., Chan, W. Y.,
Chong, M. M., & Yau, K.W. (2015). Stress sources and coping of
undergraduate mental health nursing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Nursing, 24, Supp. 1, 48 – 49.
Wong, K. F. (2015).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Life Coaching” App
for enhancing post-secondary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4, 84. doi: 10.1007/s11136-0151078-4
Wong, W. C., & Tam, C. W. (2015). Beneﬁcial additions to management
of violence training among psychiatric nurses in Hong Kong.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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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進修新天地─模擬訓練
模擬訓練相當重要，為了激勵和吸引護士學生參與，
以學習為本的「模擬訓練過程」錄像大致製作完成，現正
進行後期製作。除由本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和一眾講師為
大家介紹模擬訓練的過程外，還獲得參與是次模擬訓練的
六位護士學生的協助，分享他們接受模擬訓練的經歷。這
個錄像將於無綫電視明珠台的「進修新天地」內播出。

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
本課程現正接受團體名義報名，歡迎各社福機構或義
工團體負責人與本學部接洽。報名方法可瀏覽網站 http://
hhw.ouhk.edu.hk。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120 2684 與蔡
小姐聯絡或電郵至 hhw@ouhk.edu.hk。

2016 年 2 月
˙ 本學部接待一眾傳媒，包括《大公報》、《成報》、《星島日
報》、《文匯報》等，介紹本學部的課程，並參觀本學部各臨
床教學專區，包括新啟用的虛擬實境教學專區。

2016 年 6 月
˙ 學部主任李國麟教授和副教授曾日坤博士接受《星島日報》訪
問，分享本學部精神科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以及分析本港精神
科服務的轉變。

2016 年 7 月
˙ 學部副教授黃家輝博士接受 Recruit 訪問，介紹本學部普通科
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和精神科高級文憑課程。
˙ 學部副主任李燕瓊博士、課程主任何家銘博士和首兩屆畢業生
代表接受《星島日報》及《東方日報》訪問，介紹健康學文憑
（社區健康護理）課程並分享修讀此課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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