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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百分百就業
平均入職月薪達$33,000

牛仔布製旗袍
重現華服文化

CBCC四個高級文憑課程
納入SSSDP資助計劃

畢業生百分百就業 平均入職月薪達$33,000
明專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未來五年培訓學護人數將增至1,800個
又到了同學為大學選科的時候，
各同學總會猶疑揀選甚麼科目，
在兼顧自己的興趣作出選擇外，
亦有為數不少的同學會以畢業後
的就業前景及待遇，揀選相關的
大專課程。近年本港護士人手長
期不足，醫院管理局更超額招聘
護士應急，護理學課程成為熱門
報讀課程，事實一般畢業生甫完
成學業即獲醫療機構聘用，且獲
得理想的工作待遇。
明愛專上學院(CIHE)健康科學院
五年制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首批合共111名同學於今年6月
畢業，短短時間已全數投入專業
醫護機構服務，根據學院的統計，
護理學畢業生擁有優秀的就業前
景及工作待遇，畢業生平均入職
月薪達33,000元。學院有信心
能提供經過專業訓練及具備關愛
精神的護士專才，為正面對醫護
人手嚴重不足的本港醫療體系作
出貢獻。
明愛專上學院健康科學院院長陳
磊石教授指出，已獲香港護士管
理局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批准，在本學年增加護理學學
額，亦是課程開辨五年以來第二
度增加學額。至於首屆111名護
理學畢業生，已於今年六月開始
投身註冊護士行列，入職公共及
私營醫療機構。

健康科學院就畢業生進行的統計顯
示，首屆已獲得註冊護士專業資
格的111名畢業生，錄得百分百
就業率。大部分畢業生選擇投身
醫護工作、學以致用，其中
95%獲得醫院管理局聘用為註
冊護士，亦有3%入職私營醫療
機構，並已正式上班投入專業護
理工作。
學院對首屆畢業生在短時間內全
數就業感到鼓舞，學院對畢業生
的就業情況作出統計時，發現畢
業生獲得理想的薪酬待遇及出路，
平均入職月薪達到33,000元。
在2019/20學年，護士學額由
現時每年200個增加至360個。
隨學額增加，CIHE未來五年培
訓的學護人數將由1,000個增加
至1,800個。課程的報讀反應一
向非常熱烈，今個學年收到逾
6,000份申請，約3,000名申請
者獲安排進行面試。
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屬獲得指
定專業/界別課程計劃(SSSDP)
資助的課程，有助同學減低學費
壓力及負擔，每名學生本學年將
獲得74,600元資助，實際學費
為36,860元，已調節至低於公
帑資助大學課程的水平。

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的資助及學費
學年

每年學費(元)

SSSDP資助(元)

實際每年學費(元)

2020/21

111,460

74,600

36,860

2019/20

108,850

72,800

36,050

取錄有志愛心服務、有心當護士的同學
陳磊石教授承認，護理學(榮譽)學士課
程競爭頗大，過去有DSE考獲23分的
同學報讀，但他強調學術成績並非校方
取錄同學的唯一準則，包括了解同學的
品格及報讀學程的決心，最重要是取錄
將來有心當護士的同學，「分數低唔代
表學唔到嘢。希望每個階層，不同背景
的同學都可獲扶助入行。」
陳磊石教授指出，在現有感染控制模擬
病房及高科技模擬病人等先進教學設施
以外，正有意再再加設6個教學實驗室
及24張教學病床，以擴充教學空間。
學護在修讀課程期間的實習時數超過
1,400小時，並有機會全面體驗內科、
外科、兒科、婦產科、老人科及精神科
等不同臨床部門的實際工作需要。陳磊
石教授表示，健康科學院將會持續發展，
未來將加設更多切合實際社會醫療照顧
需要的教學設施，以及研究開辦有需求
的專業護理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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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麥建華校長及陳磊石教授到訪護理實習室並接受傳媒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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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學院本月舉行了「護理、配藥
日」，招待部份中學到明專將軍澳校
園，課程主任及老師介紹課程內容及
升學就業前景，參觀教學實習室示範
護理技巧，部份護理同學亦與來訪中
學生交流，分享實習經驗。
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麥建華博士表示，
CIHE一直致力培育社會有需求的專
業人才，期望護理學(榮譽)學士課程
增加學額，能稍稍幫助舒緩醫護人手
不足的情況，也為有志以「愛心服務」
為目標的應屆中學畢業生帶來一個升
學好出路。他重申CIHE作為自資院
校，會持續保持靈活性，與公帑資助
界別相輔相承的方針，為社會出一分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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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明愛專上學院備有寬敞及設備齊全的護理實習室供學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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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布製旗袍 重現華服文化
時裝設計師

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職業，林春菊(Janko)成功創
立了自己的時裝品牌，擁有展示自己作品的專門店，
然而眼前的成果得來不易。
2008年於明愛白奇英專業學校時裝紡織設計系畢
業，Janko回想當初選修設計時，完全未決定自己
的路向。首年的基礎課程，包括攝影及繪畫等設計
必須技巧，初期比較喜歡室內設計，最終卻選擇了
主修時裝紡織設計。

Janko畢業後進入了電視台工作，擔任電視劇的服
裝設計師。事實上，劇集服裝設計是一項繁複的工
作，既有時裝復有古裝，需按照不同角色不同時代
背景設計合適的服裝，背後是非常詳盡的資料蓃集
及採購工作。她不諱言非常喜歡這個崗位，但兩年
後熱情褪減，亦始終希望往外闖、嘗試建立自家品
牌。
離開電視台後，Janko一邊以自由身接工作維持生
活，一邊為實踐創立自家品牌努力。這段日子她會
在不定期舉行的跳蚤市場，為自己設計的作品爭取
曝光機會，在呼拉圈圍上布幕，就成了顧客的流動
試身室。她也在這期間不停到內地的製衣廠觀摩，
又開始回收牛仔布，卻沒料到為日後的自家設計播
下了種子。

「設計是甚麼都要接觸」，是Janko一直堅持的信念，
她將不為人注意的舊牛仔布，與傳統展現女性優美身
段的旗袍成功結合，做成了以牛仔布織造的旗袍。旗
袍是極講求手工的服裝，擁有這些上乘造詣的老工匠
已碩果僅存，Janko努力找到老工匠教授技巧，更重
要是不想這些縫紉技巧失傳。
Janko坦言並不是單單偏愛旗袍，事實她對中國傳統
的華服情有獨鍾。她的設計除了旗袍，也有男性的長
衫，長衫單是鈕扣設計，也是一門學問。情迷華服，
她承認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堅持，很多傳統文化包括
華服原貌，在歷史洪流中被破壞失傳，心中不時浮起
一個問題，「若未受破壞，會如何在今天展現？」
Janko為設計品牌取名「新裝如初」，正正是對華服
文化的一份堅持和初心。

舊生簡介

林春菊 Janko

畢業於明愛白奇英專業學校時裝紡織設計系，曾任職無
綫電視服裝設計師，創立品牌「新裝如初」推廣華服

CBCC四個高級文憑課程
納入SSSDP資助計劃

明專、
白英奇
SSSDP 課程增至六個
各位應屆DSE考生，是否已決定自己的升學去向
？是否正費煞思量揀選心儀的大專院校或學科？
若到自資院校升學，是否清楚哪些課程獲得政府
資助？

款待管理學
高級文憑

設計學
高級文憑

配藥
高級文憑

健康護理
高級文憑

$61,520

$68,540

$65,030

$63,500

資助金額

$21,400

$37,300

$37,300

$37,300

(1)-(2)
扣減資助後

$40,120

$31,240

$27,730

$26,200

(1)
一年級學費
(2)

政府於2019/20學年擴大「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SSSDP)至副學位課程，由2020/21
學年開始，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CBCC)四個高級
文憑課程，包括款待管理學、設計學、配藥及健
康護理，下學年將分別獲21,400元及37,300元
資助，受惠學生人數逾300人。扣除資助金額後
，有關課程的學費將達至低於或與公營資助大學
課程相約的水平。
連同明愛專上學院(CIHE)原本已納入SSSDP資助
課程的護理學(榮譽)學士及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
課程，受資助課程將增加至六個。護理學(榮譽)
學士及數碼娛樂(榮譽)理學士課程資助金額分別
為每年$74,600及$42,800，學生實際應繳學費
分別為每年$36,860或$35,340，大大舒緩學生
的負擔。學生可經JUPAS報讀上述兩個課程。

「院校發展計劃」(IDS) 撥款建立跨學科研究的分佈式人工智能實驗室
明專於2019/20年度在「院校發展計劃」
(IDS) 中獲撥款港幣2,713,880元，用作
「建立跨學科研究的分佈式人工智能實驗
室」(UGC/IDS(R)11/19)。項目為期三年
，由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帶動，透過設
立人工智慧實驗室，以推動深度學習及跨
學科人工智慧研究。

明專、白英奇為各校中學生舉行「護理、配藥日」
為了讓學生更了解明專的護理學榮譽學
士(聯招編號：JSSA01)及白英奇的配藥
高級文憑課程，兩校特意於去年12月7
日(星期六)為各校中學生舉行「護理、配
藥日」，當日活動包括：課程簡介、校
園導賞、護理技巧實務示範及與護理學
生交流。

明專社工舊生
當選「2019十大傑出青年」
明專社工舊生 Jeffrey Andrews 早前當選「2019十大傑
出青年」，Jeffrey 是香港印度裔註冊社工，現任職於基
督教勵行會。本港少數族裔一直面對融入社會的難題，
他在成長期間亦曾迷失方向，憑個人努力克服生活及學
習困難。明愛專上學院對 Jeffrey 獲獎感到鼓舞，並向他
送上祝賀。

明專、白英奇教職員
聖誕茶聚

明專及白英奇一眾教職員於去年12月23日於實習
餐廳舉行聖誕茶聚。

CIHE Headline - Promising Career Prospects for Nursing Graduates
Graduated in June 2019, the first batch of 111 nursing graduates from Bachelor of
Nursing programme all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healthcare sector. According to the
graduate employment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vast
majority (95%) of the graduates are employed by the Hospital Authority as Registered
Nurses (RN), while the remaining 3% are working in private healthcare organisations.
With promising career prospects, graduates receive an average starting salary of
HK$33,000.
The increase in subsidised places from 200 to 360 under the Study Subsidy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s/Sectors (SSSDP) allows more DSE graduates who are
determined to be professional nursing practitioners to study for an accredited nursing
programme offered by Carita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CIHE) with affordable
tuition fee. After the deduction of SSSDP subsidy, the annual tuition fee paid by
eligible students will be HK$36,860 in 2020/21.
Latest News - New Programmes under the Support of SSSDP
Four Higher Diploma programmes offered by Caritas Bianchi College of Careers
(CBCC) are now under the support of Study Subsidy Scheme for Designated
Professions/Sectors (SSSDP). Eligible students of Higher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Higher Diploma in Design, Higher Diploma in Pharmaceutical
Dispensing and Higher Diploma in Health Care programmes can receive the annual
subsidy amount of $37,300 or $21,400 in the 2020/21 academic year. The subsidy
amounts and tuition fee (before and after netting off the subsidy amounts) of
respective programmes are as follows:

Higher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Higher Diploma
in Design

Higher Diploma in
Pharmaceutical
Dispensing

Higher Diploma
in Health Care

2020/21
Annual subsidy amounts

$21,400

$37,300

$37,300

$37,300

2020/21
Tuition fee (Year 1)

$61,520

$68,540

$65,030

$63,500

2020/21
Tuition fee after deduction of subsidy

$40,120

$31,240

$27,730

$26,200

CIHE/CBCC NEWSLETTER
Alumni Story - Classic Anew
Janko Lam, graduate of the Higher Diploma in Design programme (Fashion
Design), is the founder of the local brand “Classics Anew” (新裝如初). After
graduation from CBCC, she worked as a drama costume designer at TVB. However,
with her passion to establish her own brand, she later quitted the job and worked
freelance to devote more time to start her business. During that time, Janko earned
exposure for her works by actively joining flea markets and regularly visited garment
factories in China to observe and learn sewing skills. She also recycled denim pieces,
and she w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that it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her future fashion brand.
Janko’s hard work has paid off. With her love for Chinese costumes, she successfully
turned unused denim into qipao,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es which requir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launched the brand “Classics Anew”. By recreating
Chinese aesthetics with contemporary styles, Janko aims to pass on traditional
qipao craftsmanship skills as well as keeps the ancient tradition and culture alive.

CIHE Ethnic Minority Graduate was Nominated as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
Jeffrey Andrews, graduate of Social Work programme, was nominated as one of the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in 2019. Jeffrey is the first ethnic minority social
worker in Hong Kong and now works at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Christian Action.
As many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Jeffrey faced identity crisis during his youth.
However, with perseverance, he successfully overcame life challenges and learning
difficulties. CIH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Jeffrey!

Research Funding for Establishment of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In 2019/20, CIHE received research funding with the amount of HK$2,713,880 from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Scheme (IDS). The three-year project “Establishment
of 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will be
led by the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I
laboratory aims to facilitate deep lear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AI research across
different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