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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一直積極投入發展

我們在提高教學質素方面從不懈怠，引入

護理教育工作，自1994年至

先進科技以促進教學，例如在本校臨床護理教

今已然廿五載，當中經歷種

學中心開設「模擬人體教學專區」，加強模擬

種變遷與革新。作為培訓護

（simulation）訓練；更創先河地在護理教學上

理專才先驅，學院首辦多個

應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科技，且於教學

本港護理學課程，每個課程的設計皆配合醫療

活動中融入3D元素。最近更引入嶄新的「數碼

政策，以及回應社會需要。2015年，本學院開

虛擬解剖系統」，打破以圖片或模型教授解剖

辦首個中醫護理碩士課程，旨在培訓護士有關

課的傳統，學生可通過電腦系統靈活地進行多

中醫護理的理論與技巧，並在臨床護理工作中

層面的解剖學習。至於「VR Cave教學系統」，

應用，以配合「中醫護理」專科護理的未來發

學生可以在模擬病房內學習處理緊急情況，加

展。中醫護理學校友會也於去年成立，團結中

強學習效能。學院更推出全新流動學習應用程

醫護理課程畢業生之餘，更有效地推廣本地中

式，為學生提供具可移動性質的持續學習環

醫護理的專業發展。

境。這些教學方法得以落實執行，並且在安排

署理院長



的話

上日趨成熟，達至預期教學目標，實有賴各教
職員努力不懈，以及學生的寶貴意見與支持。
正值銀禧紀念，學院將秉承辦好護理學課程
的初衷，在護理教學上精益求精，尋求進一步
突破。

過去，我們同心協力，締造亮麗成績。
現在，我們準備就緒，開啟嶄新里程。
將來，我們承先啟後，成就無限可能。

李燕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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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介紹

中醫護理

護理學碩士（中醫護理）課程
近年中醫業在港發展備受關注，本港18區的中醫診
所、即將興建的中醫醫院，對中醫護理人手需求十分殷
切。為配合發展趨勢，本學院於2015年開辦首個中醫護理
碩士課程，旨在為在職護理人員提供進修機會，讓他們能
夠在日常臨床護理上運用中醫理論與技巧，以配合「中醫
護理」專科護理的未來發展，同時促進中西醫配合治療與
護理。

至今已有三屆畢業同學，共68人。畢業同學表示，通
過臨床實習更能掌握中醫護理的臨床應用與技術操作，而
且取得資歷後有助日後晉升，全因學院的教學質素深受認
可。香港公開大學中醫護理學會（校友）也順勢成立，是
繼學院護理學校友會之後第二個與護理相關的校友組織，
旨在團結中醫護理課程畢業生，並推廣中醫護理的專業發
展。

課程採用兩年制兼讀面授模式，理論與實
踐並重，達到資歷級別第六級；持香港或海外
認可護士執業資格，以及持有學士資歷者可申
請修讀。課程內容包括中醫學基礎、中藥及方
劑學、中醫護理學基礎、中醫臨床護理學、臨
床實習和專題研究。
課程教學方法多元化，包括講課、導修
課、研討會、實驗課、實地考察和臨床實習
等。在實地考察中，教師與學生一同到本港郊
區尋找不同草藥，加強學生對中藥的認識；
至於臨床實習方面，學生獲安排在本港中醫診
所、廣州和浙江省的中醫醫院進行臨床實習，
以強化中醫護理的基本技術操作及臨床實務。

增強中醫護理教學設備
2016年，本校榮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華永會）撥款超過一百萬元資助，原來的中醫技
術教學區擴建成「華永會中醫護理教學專區」，改
善教學專區的整體環境。專區內配備各項中醫護理
的設施和儀器，包括百子櫃、人體穴位模擬裝置，
以及中醫療法的相關設備，可為中醫護理碩士課程及其他護理學課程的學生提供
穴位按摩、拔罐、針灸等專業中醫護理技術訓練和中藥實物認識。教學專區的擴
展讓教師能充分利用空間，方便教學示範，更為修讀中醫護理的學生提供更佳學
習環境。專區也可用作舉辦與中醫護理有關的健康講座、健康推廣活動，以及進
行相關研究活動。
2

學習交流計劃
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並開拓其視野，學
院舉辦不同的學習交流活動供同學參與。過
去10年，承蒙「香港中華總商會」／「專上
學生內地體驗計劃」贊助，學院每年都會安
排學生到廣東省中醫院參與中醫護理臨床學
習交流活動。除此以外，自2015年起，學院
有幸得到「中國教育部」贊助，每年可為學
生安排為期約10天的「香港與內地高等學校
師生交流計劃」，到廣州中醫藥大學參觀和
學習；2018年11月，學院首次安排學生到台
中進行中醫護理學習交流活動。另外，學院還舉辦了中藥製
劑（古法藥油製作）實驗工作坊，以及帶領學生到中國廣東
省普寧市科技工業園參觀中藥廠。學院將繼續開拓更多與中
醫／中醫護理相關的交流機會，讓學生在境內外學習。

2016年5月，廣州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主辦的「第
七屆中外護理學生交流論壇」，本學院作為協辦機構
之一，老師帶領學生參加；當中一名學生更獲得優異
海報獎項。

科研發展－「院校發展計劃」
在「院校發展計劃」的支持下，學院於2017年開辦了
中醫護理實務工作坊，並有幸邀得台灣中國醫藥大學護理
學系陳麗麗教授擔任主講嘉賓。此外，中醫護理團隊也籌
備撰寫研究計劃書，以促進學院對中醫護理學術研究的發
展。
除此以外，學院將20篇有關中醫護理教育、科研與實
務的文章輯錄成書，供護理同業認識中醫護理的現況與未
來發展方向，以推動香港中醫護理的發展。著作除實體版
外，也會製作成電子書，供有興趣人士閱讀。
學院已於今年10月24日假本校賽馬會校園主辦「中
醫護理發展：教育與實務」座談會。是次座談會邀得廣州
中醫藥大學、浙江中醫藥大學和台灣中國醫藥大學聯合支
持，學院深感榮幸。除此以外，座談會的嘉賓講者更是專
家雲集，包括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中醫醫院發展
計劃辦事處總監張偉麟醫生、中國內地、台灣及本港的學
者。希望與會者能藉此機會就中醫護理的未來發展方向彼
此交流。

中醫護理團隊
除教學外，中醫護理團隊積極籌辦各項與中醫護理及中醫有
關的活動，開拓學生視野，期盼學生畢業後對香港的中醫護理發
展有所貢獻。中醫護理團隊包括本學院課程主任暨副教授李美娟
博士、高級講師甘婉菁女士、鍾寶寶女士和張家敏女士；團隊更
計劃進行相關科研，建立本地數據庫，以實證推動香港中醫護理
的發展。中醫護理團隊於2017年獲「校長卓越成就獎」嘉許，
表揚其對中醫護理的教學熱忱和貢獻。團隊將繼續秉承學院宗
旨，培訓優秀中醫護理專才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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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消息
數碼「無言老師」──於教學上引入「數碼虛擬解剖系統」
學院一直致力提升教學效益，多年來投放不少資
源加強教學設施。學院於2015年率先於教學上應用
3D技術與虛擬實境科技（virtual reality），最近更
引入嶄新的「數碼虛擬解剖系統」和「VR
Cave教學系統」，成為全港運用有關科
技教學的首家大專院校。
「數碼虛擬解剖系統」突破
以圖片或模型教授生理解剖課的
傳統，學生可從中學習人體構
造和不同病理。通過系統，學
生可進行無限次和多層面的解
剖，而且系統內的影像全數
來自真實病理解剖，人體結
構以一比一的比例呈現；學
生也可選擇在特定部位「落
刀」，以觀察內臟結構甚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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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從不同角度了解人體構造。系統內置疾病與醫學
影像資料庫，提供諸如骨折、心臟病等過千種病理影
像，有助學生深入認識疾病和病理。
至於「VR Cave教學系統」的特點
就在於可供多位學生同時進入同一場
景體驗，大大增加互動和真實感。
系統軟件的場景設計由學院自行
研發，重塑難以在傳統課堂內
展示的情景，例如模擬病房內
的緊急情況、畏高體驗等，讓
學生有如置身其中，從中嘗試
應用相關知識。學院未來將研
發更多場景，例如家訪、急症
室突發情景等，以配合普通科
和精神科護士學生的學習需
要。

「護您依時」App 提患者食藥覆診
健康流動應用程式「護您依時」
由本學院設計及開發，可有效提醒用
家，以免錯過食藥時間或覆診日期。
用家只要掃描或直接輸入藥物資訊，
程式即可提供相關的基本藥物知識及
服用方法。此外，若他們忘記服藥或
錯過覆診，其照顧者亦可收到提示。
醫生亦可透過程式查看病者的服藥記
錄，了解他們的狀況。
「護您依時」內置全港首個免費

中文藥物資料庫，設有200 多種常見
藥物的基本資料，方便用家了解不同
藥物的功效及副作用。程式亦可播放
資訊短片，教導用家正確服用噴霧藥
劑方法等的用藥知識。
「護您依時」現可於Google Play
平台免費下載，App Store 會於短時
間內上架，詳情請瀏覽https://www.
facebook.com/ecareouhk/。

流動應用程式

增潤學習
為增潤學習，學院於去年推出
名為「健康評估︰心血管系統」的
全新流動學習應用程式，學院負責
撰寫內容和學習活動，本校的教育
科技及發展部則負責設計和製作。
程式共包含六個單元，學生通過影
片動畫、自我評估測驗和互動活動
等鞏固課堂所學知識。除心血管系
統外，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和神經
系統的流動程式將相繼推出。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範圍擴至高級文憑課程
政府由2015/2016學年起推行「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
助計劃」（SSSDP），資助學生修讀指定的全日制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繼往年本學院學士學位課程資助學額大幅增
加後，由2019/20學年起，政府將擴大計劃的資助範圍至副

學位課程，報讀本學院「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和「精
神科護理學高級文憑」課程的同學將受惠。這是政府肯定
學院教學質素的明證，學院在此支持下定當培訓更多護理
專才回饋社會。

樂齡科技國際會議
近年興起的樂齡科技是社會應對 人口老化挑戰的新出
路，備受各界重視。本學院承蒙特區政府的專業服務協進
支援計劃撥款資助，將於2020年3月11-13日假賽馬會校
園舉辦全港首個樂齡科技國際會議，其主題為「引進樂齡
科技 實現卓越老年護理」；會議將為醫護、學術、科研等
人士提供協作平台，分享和交流樂齡科技的研究、技術及
經驗，提高業界和大眾對樂齡科技的認識和應用，藉以提
昇長者的生活質素及自主能力。歡迎有興趣人士投稿及登
入大會網站 http://icg2020.ouhk.edu.hk登記，入場費用全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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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花絮
義工活動－以專業知識推廣社區健康，關懷社會
學院不同年級的學生都積極參與義務工作，以專業知
識貢獻社會。學生參與多個活動，設計不同資訊攤位，
推廣社區健康知識，又為市民進行簡單的身體檢查和講
解，當中包括「世界衞生日」、「九龍城區世界衞生日
2019」、東華三院方潤華長者鄰舍中心舉辦的「長幼健康
在美田－共融嘉年華」、香港衡脊中心舉辦的「老友健康
同樂日」、真奧社會服務舉辦的「心晴健康同樂日」、北
區醫院舉辦的「乳健康同樂千人操同樂日」，以及由香港
風濕病基金會舉辦的活動等。除此以外，學生也於維珍航
空公司的活動中示範簡易的急救方法。今年初，學生也參
加了由禮賢會沙田長者鄰舍中心舉辦的「健康起動遍水泉
之水泉健康大使訓練及探訪」活動，夥拍中心職員探訪獨
居長者。學生參與不同活動既可開闊視野，也可通過義務
工作學以致用，增強使命感，繼續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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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活動－

護理學生畢業論文學術海報展示
學院護理學學生學術表現優秀，除去年於本地護理會議中
奪得優異海報獎外，更有學生揚威海外，於新加坡國際會議中
獲頒最佳學生論文獎。此外，也有學生受訪並於報章媒體分享
其研究結果，可見學生的畢業論文質素卓越。今年，學院為學
生提供另一平台，首次舉辦畢業論文學術海報展示，以拓寬學
生的研究視野，並加強傳播研究結果的信心。學院很榮幸地邀
請到業界人士擔任評判嘉賓，學生向前來參觀的學生、老師和
嘉賓評判即場解說和討論其研究結果，藉此加強學生之間的學
習交流。

師生同樂，午間小聚
往年的師生午間小聚深受歡迎，今年再接再厲。學生還是
踴躍參與，聚會充滿歡聲笑語；同學彼此分享了許多學習和生
活上的經驗與點滴，師生互勉互勵，氣氛融洽。

校內活動－分享會
過去一年，不同界別人士應邀到校園
舉行分享會，包括現職護士的網路名人小
毒男護士、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執委會
副主席羅偉祥先生和會員許毓青先生，以
及催眠治療師林雲峯先生，學院深感榮
幸。各位嘉賓無私地教授同學護理知識，
更分享不少自身經歷，以生命影響生命，
相信學生定能從分享中獲得啟發。

校外活動－參觀體驗館
學院為了增加學生體味人生，反思生命的機會，並發揮將
心比己的精神，分別於去年8月和今年2月安排學生參觀黑暗中
對話體驗館和賽馬會「生命‧歷情」體驗館。前者為參加者提
供在黑暗中善用眼睛以外感官探索四周環境的機會，從而改變
對視障人士的看法，並反思自己的生活。後者則是全亞洲首個
利用嶄新手法，配合多媒體遊戲、視覺與影音效果，
讓參加者經歷模擬人生的體驗館，年輕一代可從新角
度認識和了解年老，加深他們對珍惜時間、珍惜身邊
人的領悟，以不同角度看待｢年老｣，減少對長者的負
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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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

花絮

護理交流活動

學院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機會，鼓勵學生通
過交流活動和海外實習走出香港，拓闊視野。學院每年都
會積極開拓海內外的交流活動，今年5－8月有幸獲得「高
佩旋學生交流基金」、「專上學生內地體驗計劃」和「萬

韓國護理交流團

珠海護理學生研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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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計劃」的贊助，學院師生分別前往韓國、澳門、珠海、
汕頭、中山、廣州、深圳等地作護理交流。
學生不但有機會了解護理專業於不同地區的實際運
作，還能與當地學生交流討論，獲益不淺。

深圳珠海護理交流團

香港與內地高等學校
師生交流計劃

粵港澳護理專業學生
暑期聯合夏令營

粵港澳大灣區高鐵
三天護理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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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合作
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
自2014年起，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香港公
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主辦的「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
與50多個社福機構和義工團體合作，訓練超過1,500名社區健
康義工。
第五屆「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迎新日已於去年10
月27日舉行，本年度共有18個社福機構和義工團體，超過
420位學員參與。訓練活動為期10個月，學員通過自學教材、
不同主題的講座和工作坊，以及在社區健康大使（全為本校
護理學畢業生）的支援下完成訓練，加強他們參與健康義工
服務時的信心。完成課程的學員皆獲頒發畢業證書。他們即
將走進社區，運用所學的健康知識和照顧技巧為有需要長者
和長期病患人士提供健康支援服務，發揮守望相助精神、促
進社區融和。
第五屆「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畢業典禮已於本年
7月6日舉行。本年度畢業典禮主禮嘉賓為社會福利署副署長
（行政）李婉華女士、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青年、
教育及培訓、扶貧）應鳳秀女士和公大校長黃玉山教授。

本年度的義工獎勵計劃共有60多名義工得獎，當中15
名更榮獲金獎，他們在課程期間完成了最少10小時義工訓練
和30小時義工服務。另外，為嘉許傑出的健康義工，表揚他
們為社區作出的貢獻，今年特設健康義工精神大獎，主題為
促進共融。首屆健康義工精神大獎共有11個團體和個人獲此
殊榮，他們由50多個合作機構提名，再經評審團選出。我們
十分榮幸邀請到評審團代表義務工作發展局總幹事鍾媛梵女
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服務總監黃翠恩女士蒞臨
畢業典禮擔任頒獎嘉賓。
自今年10月起，本課程將會改名為「守望相助健康義工
培訓課程」，以全新面貌出現，屆時將會加強現有的訓練元
素，加入新的課程內容和學習模式。2019年度，本課程將重
點提升健康義工對藥物的認識，為他們提供相關訓練，並配
合本學院自行研發的手機應用程式，提醒長者和慢性病患者
準時覆診和服藥，進一步加強健康義工的角色。本課程現正
招募合作伙伴，繼續推動「社區自強、守望相助」的文化。
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社福機構和義工團體踴躍報名。
本年度課程網頁新增了「健康義工故事系列」和「網
誌」，全由本學院護理學學生設計，歡迎瀏覽hhw.ouhk.edu.
hk，網頁包括活動回顧和課程資訊。

接待來自各方的代表團
學院多年來接待來自各方的機構，一同探索未來的合
作空間，拓展海內外網絡。隨着學院發展，大學於4月15
日接待了伊利沙伯醫院由行政院總監盧志遠醫生率領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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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1人；5月17日接待了中
山護理學院教職員，在是次
交流活動中，雙方就粤港澳
護理學生暑期聯合夏令營活
動作更多了解，期望爭取更
多合作機會。在較早前（2月15
日），學院也接待了日本醫療科學
大學的教職員。
會面期間，代表團深入了解學院的護理教育和發展等
方面，也參觀了校園設施，包括最新引入的數碼虛擬解剖
系統。

信義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本學院於2012年開辦了「健康學文憑（社區健康護
理）」課程，旨在培訓社區健康工作者，教授學員基本護理
及健康評估等知識和技巧，學員能在社區和相關的基層護理
機構任職。課程屬資歷架構第四級，是同類計劃中獲最高認
證級別的課程，為學員提供持續學習階梯，更容易與其他課
程銜接。

根據第一屆「信義啟航」計劃學員（2017年畢業生）的
出路統計調查，接近七成學員繼續投身醫護和社福行業，包括
擔當保健員、護理員、復康治療助理、醫護支援人員；當中更
有12 位學員獲不同護士學校取錄，修讀登記護士課程。他們
力爭上游，迎難而上，對往後的師弟師妹無疑是一支強心針，
實在令人鼓舞。

自2015年起，學院與同行伙伴－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
服務部（信義會）聯合推出「信義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至今已培育超過200名護理新力軍，這些精力充沛的年輕護理
員為業界增添朝氣，紓緩人手短缺等問題，他們為長者、殘疾
人士、長期病患者和精神病康復者提供多方面的社區健康護理
服務。這項先導計劃採用「先聘用後培訓」模式，由信義會提
供職前訓練，引導參與計劃的年輕人發揮潛能；學員會到安老
或康復服務單位從事有薪護理培訓，同時兼讀本學院的「健康
學文憑（社區健康護理）」課程。完成兩年培訓後，畢業生可
獲社會福利署發還課程費用。

第二屆「信義啟航」計劃畢業典禮已於去年11月27日於
本校舉行。完成計劃的學員共有76位，計劃中共有60間安老
及復康服務的單位和業界參與，為學員提供工作機會、指導和
支持，做到真正的「師徒同行」，這些同行伙伴都是計劃成功
的關鍵。畢業典禮當天，社會福利署陳德義助理署長（安老服
務）、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長者服務管理委員會主席
戴浩光先生、本校校長黃玉山教授和時任學院院長李國麟教授
親臨主禮，信義會職員、本學院教職員和畢業同學也一同參
加。典禮中，學習成績和工作表現卓越的學員獲頒發奬項，一
眾嘉賓與各學員分享努力學習取得成果的喜悅。

《照護人》電影放映會 ×《香港年青護理人員留職意向調查》發佈會
由本學院、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以及鐵樹
銀花聯合舉辦的《照護人》電影放映會 ×《香港年青護理
人員留職意向調查》發佈會於今年
3月2日在本校校園舉行。電影
《照護人》講述一名年輕護
理員在照護患有認知障礙症
長者時所得的新領悟。本學
院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
服務部於發佈會中同時分享
了《香港年靑護理人員工作滿
意度、留職意向、離職意向及其

影響因素》的研究結果。研究訪問了18－30歲年青護理人
員，並深入分析年輕人的「工作滿意度」與留職和離職意
向的關係。研究為
服務機構、僱主和
社會提供具體和方
向性的建議，期望
有關研究有助未來
培訓本地護理人
才，促進本港護理
服務的可持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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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
活動
「我是我本身的傳奇」－微電影拍攝
本學院副教授黃穎芝博士早前應基督教聯合醫院邀
請，參與了「我是我本身的傳奇」微電影的拍攝活動，計
劃旨在通過學生與康復人士接觸，增加他們對精神病康復
者的認識，並藉着歌曲和微電影創作向公眾人士推廣精神
健康，並消除精神病污名。「我是我本身的傳奇－消除污
名」分享會已於今年1月5日於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舉行，
以推動社區共融。

聯同明愛專上學院合辦
社區健康會議
去年8月30日，本學院與明愛專上學院聯合舉辦「社
區健康會議」，來自海外和本港的講者於會上探討促進社
區健康和改善基層醫療的方法，又分析現行制度和相關研
究，吸引了超過270人出席會議。與會者包括衞生政策制定
人、醫生、護士、藥劑師、輔助醫療人員、健康信息學專
家等醫療專業人員，還有不少研究人員和學生參與其中。

「促進共融的支援」研討會
由香港精神健康護理學會主辦、本學院協辦的「促進
共融的支援」研討會於本年1 月26日假香港公開大學賽馬
會綜藝廳舉行。本學院高級講師劉名河先生為研討會講者
之一，分享了護士在推動精神健康和社會共融上所擔當的
角色。

第卅四屆全港教師
田徑運動大會2018
全港教師田徑運動大會於去年12月舉行。本學院刁美
霞教授、副教授黃穎芝博士和高級講師林佩樺女士參與了
3,000米長跑賽事；署理院長李燕瓊教授更親臨為眾健兒打
氣。學院教職員身體力行推廣健康生活信息，展現悉力以
赴的體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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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職員而設的健康講座
學院於本年年中為教職員舉辦了一系列健康講座，希
望藉此提升教職員對自身健康的關注。學院邀請不同醫療
範疇的專業人員，以新穎有趣的角度討論減重議題，深受
參加者歡迎。
主題

講者

體重管理系列
‧減肥的疑惑
‧從中醫護理角度探索體重管理
‧減肥與精神健康的迷思
類固醇少用為妙？
（與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合辦）

岑楊毓湄博士
伍曉彤小姐
黎思明小姐、陳穎茵小姐
張錚醫生、郭雪琪姑娘

嘉許
 獎項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 義
 務工作嘉許狀－金狀：香港公開大學護
理及健康學院
• 義
 務工作嘉許狀－銀狀：社區健康大使
（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計劃）

香港公開大學「公開大學教職禮讚」
• 校
 長傑出教學獎：高級
講師林佩樺女士
• 舒
 小佩慈善基金傑出研
究著作獎：助理教授何
家銘博士

賽馬會齡活城市－
  「全城．長者友善」計劃
• 「賽馬會社區守望相助課程」
獲得「全城．長者友善」計劃標籤
及友善人情大獎

香港公開大學「開創社」（Open InnoChallenge）創新創意計劃
• 麥麗晴 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獲獎項目︰果皮家族 Fruit Peels Family
• 何憬沛 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
獲獎項目︰童創文化 情緒Mix & Match

香港公開大學
獎助學金

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及
健康學院優異生頒獎典禮

於2018－2019年度香港公開大學獎助學金

學院為表揚過去一年努力學習且成績優異的同學，於去年末舉辦了優異生

頒授典禮中，本學部共有89名學生獲頒授獎

頒獎典禮。當日由時任學院院長李國麟教授主禮，各課程主任頒發獎項予

學金，包括卓越表現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學術表現卓越的學生。於是次頒獎禮中，近300名同學取得優秀的學期總

才藝發展獎學金、外展體驗獎，以及展毅獎

成績，名列院長嘉許名單上。此外，共有95名全日制課程學生和87名兼

學金，合共約三百萬元。

讀制課程學生於各學科中表現優異，獲頒優異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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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活動
校友隨筆
1. 劉雪瑩，2011 年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畢業
生，現於公營醫院內科病房工作。
時間匆匆流
逝， 還 記 得 2007
年中七畢業後獲公
開大學護理系取錄
修讀學士學位，心
情興奮無比。護理
工作極具挑戰，而
且生命意義極之重
大。入讀護理系以
後，我更珍惜生命、
更明白知足常樂。
當年 公 開 大 學
護理系臨床實習時
數比其他院校多，
我們大部分時間在
私家醫院實習。我
獲分派到養和醫院
實 習， 從 中 學 懂
以專業和謙虛的
態度對待病人。畢業前兩年我在明愛醫院內科病房做 TUNS
（temporary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每天充實的護
理工作令我了解到自己的興趣所在，並決心畢業後在老人科
病房工作。
公開大學護理系老師與學生關係緊密，無論學業還是心
靈上都溝通無間，像是一家人，四年大學生活很快就過了。
2011 年從公開大學普通科護理學學士畢業後取得註冊護士資
格，並獲得威爾斯親王醫院取錄，成為內科註冊護士。每天
工作都充滿挑戰，例如經常要急救病人，面對很多做學生時
沒有遇過的護理程序等。醫管局要求新畢業護士同事三年內
前往兩個不同部門工作，因此除了內科病房，我還在外科病
房工作了一年。戰戰兢兢地走了八年的南丁格爾之路。
在這八年間，我在內科病房工作得十分愉快。每一天都
認真工作，放工後我會直接從醫院跑步回家，將一天的工作
壓力消除淨盡。幸運的是這幾年間遇上了幾位內科部門的好
上司（內科部門運作經理和病房經理），她們用心帶領我並
給予無限鼓勵與支持。每天在病房忙碌地處理刺激的護理工
作，2018 年 10 月獲晉升為內科部資深護師。
香港人口逐漸老化，醫療體系需要更多護士加入提供護
理服務。希望年輕的你不怕辛勞、不感厭惡，加入我們團隊
成為專業註冊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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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信，2015 年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畢業生，現
為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學校友會主席。
因為「生命影響生命」這一句，開展了我的護士生涯。
我希望在自己最有魄力、腦力的時候踏入護士領域，學習終
生受用的專業知識。
在公開大學畢業成為護士後，我到了行業稱為少林寺／
戰地的地方工作，令我更確信生命能夠影響生命！那怕改變
不了事實，但可以用專業知識令事情向更好方面發展。一位
43 歲女士確診癌症，拒絕治療，但經過溝通後，她願意接受
治療，並從絕望走向珍惜每一天。雖然我所學的專業知識改
變不了她患癌症的事實，但改變了她面對癌症的心態，使她
在最後的日子裏不至於絕望中渡過。
畢業後成為校友，再擔任護理學校友會主席，通過參與
無國界醫生野外定向比賽、面試分享會、行山、工作坊等不
同活動與同業交流，發現護士工作少不免令人覺得卑微和負
面，因為醫院除了嬰兒出生，更多的是令人「唔開心」的事
情，更要接觸厭惡的事物，但對我而言背後意義更大！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階段，雖然未必會全
數經歷，但「生」和「死」總免不了！生時呱呱落地，死時
悄悄離開，這不折不扣的過程沒有預演，每個人也只有一次
機會。我愛我身邊的人，更希望能夠照顧和幫助身邊的人。
不卑不亢－我們也值得尊重！
經歷時代變遷與專業化演變，香港護士行業已日漸成熟，
不同專科、護士診所、學術研究等令護士成為專業行業。
我曾經也有迷惘的時候，面對病人及家屬的無理取鬧、
不受尊重，當刻內心百般難受、委屈，但回頭一想，只要做
正事做好事，做好自己，「不卑不亢，我們也值得尊重」！

護理學校友會－野外定向活動
過往三年，護理學校友會幹事與老師每年都會
參加由「無國界醫生」舉辦的野外定向活動－「救
援在野」。這是挑戰體能和智慧的活動，參加者需
運用地圖和指南針攀山越嶺，在限時內找出控制點
（check point）。今年，護理學校友會參加了體驗
六人組賽事，最終排名18（共56組），尚算佳績，
盼望來年有更多校友和師生一起參與。

第一屆護理學榮譽學士－畢業十週年
時間飛逝，第一屆護理學榮譽學士學生畢業至今已有十個年頭。
今年8月，一眾畢業生相約李國麟教授、李燕瓊教授、刁美霞教授和
黃家輝博士共聚晚宴，慶祝十週年。昔日師生相聚，除了探討業界前
景，當然還會緬懷過去種種，勾起許多大學時期的愉快回憶。

媒體
報道
2018年10月

2019年3月

• 就
 讀本學院「護理學榮譽學士（精神科）」三年級學生
朱慧妍接受《蘋果日報》訪問，分享她於暑假時參與義
務工作，探訪長者和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經歷與感受。

• 《
 香港經濟日報》、《東方日報》、《華文網》、《成報》、《文匯
報》、《明報》等報道了本學院聯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對
院舍護理員工作滿意度的調查；本學院署理院長李燕瓊教授建議政
府、業界提供進修和晉升機會，增強護理員的專業程度，鼓勵年輕人
投身並留職護理行業。

2018年11月
• 就
 讀本學院「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二年級學生
姚梓康接受《蘋果日報》訪問，分享他選擇報讀本學院
護理學課程的原因。
• 就
 讀本學院「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五年級學生
麥麗晴接受《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訪問，分享她
成立社企「果皮家族」的經歷和感受。

2018年12月
• 本
 學院接待《明報》、《明報－加西版（温哥華）》、
Classified Post、《香港經濟日報》、《香港01》、
《星島日報》等一眾傳媒，本學院副教授黃家輝博士
介紹本學院最新引入的「數碼虛擬解剖系統」和「VR
Cave 教學系統」。

2019年1月
• 就
 讀本學院「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三年級學生
鍾詠琳接受《明報－加西版（温哥華）》訪問，分享她
就讀本學院課程的感受，以及校園生活點滴。
• 本
 學院連續第三年跟社會福利署合辦為期兩年的全日
制登記護士（普通科）／登記護士（精神科）訓練課
程，《香港政府新聞－中文版》、《文匯報》、《香港
01》等皆有報道。
• 《
 蘋果日報》介紹本學院的「數碼虛擬解剖系統」和
「VR Cave 教學系統」，為全港運用這些科技教學的
首家大專院校。

• 《
 明報》和《香港經濟日報》報道本學院健康學文憑（社區健康護
理）課程畢業生廖穎芝立志加入護理行業的心路歷程。

2019年4月
• 本
 學院「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五年級學生龔子珊獲得自資專
上教育基金才藝發展奬學金，《香港政府新聞－中文版》、《星島日
報》、《香港經濟日報》、《大公報》、《明報》等予以報道。

2019年5月
• 時
 任學院院長李國麟教授於《信報》撰文闡釋推動年輕人加入護理行
業的策略及其對安老服務的優勢。
• 本
 學院副教授黃家輝博士接受《明報》訪問，介紹精神科護士需擁有
的特質，以及分享他於精神科臨床工作的經驗。

2019年7月
• 時
 任學院院長李國麟教授接受《灼見名家》訪問，介紹本學院自1994
年起至今於護理教育上的發展。
• 本
 學院首屆「健康學文憑（社區健康護理）」課程畢業生梁澤標同學
任職安老院保健員後，入讀本學院｢普通科護理學高級文憑｣全日制課
程再進修，現已成為登記護士。他接受《東方日報》、《香港01》訪
問時表示，他現正修讀本學院的 ｢護理學高級文憑｣ 課程，決心成為
註冊護士。

2019年8月
• 本
 學院署理院長李燕瓊教授於Classified Post訪問中分享擔任「護理
精神大獎2018」評判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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