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2022
學員申請須知
(一) 計劃簡介
楊震青年護理啟航計劃由社會福利署資助推行為期兩年護理行業在職培訓計劃。為有志在護理工
作發展的年青人安排聘用及培訓機會。學員會被配對到安老或復康服務單位，負責護理工作，同
時獲全額資助修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開辦的兩年制兼讀證書及專業文憑課程。

(二) 申請資格：


申請人須年齡介乎 17 至 29 歲及



完成中五課程或擁有同等學歷及



有志投身護理服務行業、具愛心及同理心的年青人

(三) 計劃內容
「楊震啟航計劃 2022」獲社會福利署資助，以「先聘用後培訓」形式招募合適的年青人，安排在香
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完成兩年健康學兼讀制課程。第一階段課程主要以中文授課；第
二階段課程以英語授課，為年青人提供為期 24 個月在學在職訓練。


學員必須先完成由本處提供的職前培訓課程，包括「職場導向」
、「服務單位參觀」、
「護理員
課程」及「急救證書課程」
；完成課程及考試合格後將獲編配在安老或復康服務單位擔任「護
理員」
，每週工作 40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月薪為 14,150*。



完成第一階段(HKU SPACE)開辦之「健康學證書(保健員統一課程)」而成績亦達標，學員將獲
註冊為「安老院舍保健員」及「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
。學員獲取保健員證書，並於計劃內任
職護理員滿至少 12 個月後，方可向服務單位申請晉升為保健員^或同級職級月薪，為 17,090*，
工作時數及工作地點不變。

*此為 2021/22 年度薪金水平；2022/23 之薪金有待社會福利署公佈調整。
^服務單位督導將定期與計劃參加者進行工作評估，服務單位可保留工作表現欠佳者的晉升權利。

A) 兩年兼讀制課程
授課日期：2022 年 9 月至 2024 年 8 月
第一階段為「健康學證書(保健員統一訓練)」，為期 9 個月。
完成第一階段課程(包括實習)及符合計劃要求的學員，可獲發「健康學證書(保健員統一訓練)」
，
並可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申請註冊為保健員。


實習安排：

按社會福利署要求，學員必須完成十天保健員實習並達到所需要求，才能符合資格申請註冊成
為保健員。
-實習將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安排於課程的第一階段進行，學員必須達到指定要求(包括出席率及成
績要求等)，方符合資格進行實習。實習並不計算為工作時數，因此學員需向服務單位申請有薪／無薪假
期以進行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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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為「健康學高等文憑(綜合護理及社區照顧)」課程，為期 15 個月。
完成第二階段之學員可獲發「健康學高等文憑(綜合護理及社區照顧)」
，相等於資歷架構級別四
資格。

B) 職前培訓安排
授課日期：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8 月


計劃會按學員加入時間，安排參與不同期數的培訓，為期約 1 個月，約 105 小時培訓。



訓練內容豐富，當中包括：護理員證書課程、急救證書課程、基礎社會服務理論課程、長者及
復康單位參觀及服務體驗、護理職場解構及人際解難工作坊。



完成「職前培訓」及符合要求，便會安排配對入職面試。學員必須出席所有課堂及活動，否則
將影響入職或考取保健員資格之安排。

培訓內容：
單元

項目及注意事項

單元一：

計劃簡介及體驗日

計劃迎新

團隊建立訓練

單元二：

基礎社會服務理論工作坊

自我提升

自我認識及生涯發展工作坊

單元三：

求職技巧提升工作坊

職場導向

護理職場解構及人際解難工作坊

時數
6 小時

6 小時

6 小時



目的：透過理論及實習教授提升計劃參加者基本護理知識及技巧。



教學語言：粵語為主，輔以英語

單元四：

 補考安排：如學員未能取得認可證書，學員需要自費安排重讀並取得認

護理員證書課程

可護理員證書，才可獲聘為本計劃認可之服務單位護理員的資格。


40 小時

課程豁免：已持有有效認可護理員資格者，可申請豁免修讀本單元，有
關申請須經本處審批。

 目的：學習基本急救知識和技術，於有需要時為病者進行急救。
 教學語言：粵語為主，輔以英語

單元五：

 補考安排：如學員於第一次考試未能取得認可證書，學員需要於三個月

急救證書課程

內自費安排重考並取得認可急救證書。

30 小時

 課程豁免：已持有有效急救證書者，可申請豁免修讀本單元，有關申請
須經本處審批。

單元六：
服務單位參觀
單元七：
鞏固課堂學習



此活動為註冊成為保健員的要求之一，如學員缺席活動，將影響考取
保健員資格之安排。

 成果分享會

16 小時

1 小時
合共：10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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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支援


社工支援：
a) 每名學員獲安排伙伴社工，社工將定期約見學員，為學員提供個人輔導支援及職業面談。
b) 提供多元化活動包括學生活動及獎勵津貼活動，包括：減壓、情緒調適及康樂活動。
c) 提供家長會： 提升家長對學員的支援及協助家長了解護理行業的工作及前景。



學習支援： 已評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員如欲申請特別考試安排，請向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職員查詢。



工作前景： 學業及工作表現良好的計劃，如申請本處職位可獲優先考慮。



同儕支援： 所有學員均獲邀請參與「啟航同學會」，在日後發展路上互相支援。

D) 計劃年期及薪酬安排
2022 年 5 月至 8 月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 月至 8 月

楊震職前培訓課程

職位

入職護理員

保健員或同級

 職前訓練(單元一至三)

月薪

$14,150*

$17,090*

 護理員證書課程(單元四)
 急救證書課程(單元五)

每週工作時數

每週 40 小時(包括用膳時間)

工作時間安排

工作編排限於早上 7 時至晚上 10 時，無需輪通宵班

工作類型及地點

長者：長者院舍、長者家居照顧服務、長者日間中心等
復康：殘疾人士展能宿舍等

 服務單位參觀(單元六)

 成果分享會(單元七)

工作區域：全港
工作福利

於保健員實習期間享有五天有薪進修假期

*此為 2021/22 年度薪金水平； 2022/23 之薪金有待社會福利署公佈調整。

 僱傭福利及保障：
服務單位與學員之間存在僱傭關係，學員所享有之僱傭福利及保障，包括但不限於工作日數、假
期日數、假期安排、額外津貼、實習期間工作安排等，一概由學員所屬之服務單位訂立。

E）繳費及學費發還
 楊震職前培訓課程費用：
計劃之培訓費用為$2,500，請於通過入學面試後，以現金或支票繳交費用，劃線支票抬頭「循道衛理
楊震社會服務處」
，並於支票背後填寫學員姓名及聯絡電話。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費用：
兩年全期學費為$67,000，分四期繳交

-

第一階段學費

1st $20,000

2nd $8,630

第二階段學費

3rd $20,000

4th $18,370

第一期學費$20,000 必須於入學註冊時以現金或支票繳交，

實際繳交日期將按學費單所示為準。繳交辦法請於辦理入學手續時詳閱相關文件。
*本處將為處於經濟條件不利環境的學員提供經濟援助以參與計劃，詳情可向計劃社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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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學費金額

楊震職前培訓課程

 完成職前培訓課程 (單元一至七)

 職前訓練(單元一至三)

 取得護理員資格

 護理員證書課程(單元四)
 急救證書課程(單元五)

發還條件

$2500

 服務單位參觀(單元六)

 成果分享會(單元七)

 取得急救證書
 與服務單位簽約並入職滿一個月
 入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

申請截止日期/ 所需文件
2022 年 10 月 31 日/所需文件：
 學費發還申請表
 有效護理員證書副本
 有效急救證書副本
 獲聘為護理員的合約副本
 職前培訓學費收據正本
2023 年 12 月 31 日/所需文件：

第一階段課程
「健康學證書(保健員統一訓

 學費發還申請表

$28,630

1. 完成該階段兼讀制課程
甲、 課堂達 9 成出席率
乙、 完成課程內容包括：所有
測驗及考試及功課

練)」

 健康學證書副本
 完成 12 個月護理員合約證明
 健康學證書學費收據正本
2024 年 12 月 31 日/所需文件：

2. 完成該年工作

第二階段課程
「健康學高等文憑(綜合護理

$38,370

及社區照顧)」

(例如：2022 年 9 月 1 日入職，
需工作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為
止)

 學費發還申請表
 健康學高等文憑證書副本
 完成 24 個月護理員/保健員合約
的證明文件
 健康學高等文憑學費收據正本



如學員未符合各項課程發還款項的條件，或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所繳交費用皆不獲退還。



本處保留取消開辦個別課程之權利。若未能開辦課程，學員所繳費用將獲全數退還。



根據社署就啟航計劃訂立的條款，如學員於計劃期間沒有工作累積超過 30 天，或於離職後未能成功配對下一份
工作，將有機會被要求退出計劃。

F) 聯絡方法
計劃辦事處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地址：新界沙田愉翠苑服務設施大樓二樓
電話：2609 1855 / 6239 5584
傳真：2602 7115
電郵：ns@yang.org.hk
網頁：www.yang.org.hk
指定辦事處﹝只供索取或遞交計劃申請表﹞
總部
油尖旺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 54 號
地址：九龍旺角西海泓道海富苑海欣閣二樓
電話：2251 0888
電話：2332 0969
傳真：2770 1417
傳真：2782 0349
何文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地址：九龍何文田邨恬文樓地下
電話：2718 1330
傳真：2716 2524

九龍城區青少年外展社會服務中心
地址：九龍愛民邨嘉民樓 501-508 室
電話：2395 3101
傳真：2715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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