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 及「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合辦
生涯規劃教育講座
「工作世界在變：儘早裝備年青人邁向未來職場」
日期

: 2022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時間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

: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四樓演講廳

語言

: 廣東話

參與對象: 家長、參與照顧青少年的家庭成員、中學教師、學校社工等
名額

: 200 人

備註

: 視乎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發展情況，講座流程及模式或會作出相應的調動。
程序表#
時間

內容

10:15-10:30

* 嘉賓
接待及登記

10:30-10:50 致歡迎辭

教育局代表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代表

主禮嘉賓致辭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方奕展先生

10:50-11:40 跨界別薈談：
助子女「變」出個未來

主持人：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計劃總監(學校)
及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聯席總監
葉蔭榮博士
講者：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方奕展先生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甄韋喬先生 MH，JP

11:40-11:45
前往分享環節地點

11:45-12:30

以下各分享環節同時進行
分享環節<一>

嘉賓講者*
南豐發展有限公司業務創新及共享價值主管
劉家駿先生

變幻才是永恆 ：
培養「可轉移能力」
，促進年青
LinkedIn 代表
人生涯發展
吳薇薇女士
分享環節<二>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
羅乃萱女士 BBS，MH，JP，Honorary Fellow

最佳「失敗」獎：
激出成功軟實力，裝備未來職
場人生

分享環節<三>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
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
呂大樂博士 JP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網絡學校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學校分享：
推動家長教育，助青少年生涯
發展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吳玉珊老師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資源學校：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升學及事業輔導組核心成員及
學校網絡領袖
楊庭威老師

#程序表如有任何改動，將不作另行通知
* 排名不分先後，按英文字母順序列出

跨界別薈談：助子女「變」出個未來分享簡介
分享內容
工作世界在變，如何協助子女「變」出個未來？從 VASK (價值、態度、技能及知識)，企業家
精神，理財能力以至其他未來軟技能，如抗逆力、親和力及團隊精神，甚至積極的前路觀，家
長教育子女的方式也需要變才能協助子女創造更理想的人生。大力推動青少年生涯發展的葉蔭
榮博士，將以主持人身分，與兩位嘉賓講者把自身作為家長的經歷與出席者一同分享。講者甄
韋喬先生出身於草根家庭，積極自强的性格為他建立起清潔王國。另一位講者方奕展先生推展
家校合作，過去一直熱心參與和教育、青年相關的社會服務。這個環節讓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
包括學者、家校界及商界，交流生涯發展的自身經歷和親子經驗。
主持人
葉蔭榮博士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計劃總監(學校) 及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聯席總監
嘉賓講者簡介
方奕展先生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增輝集團董事副總經理，從事屋宇電機及相關行業，曾任香港電器工程
商會副會長多年。早年曾任職於澳洲兩所企業 BHP 及 Boral，為澳洲
會計師公會會員及澳洲證券學會資深會員。方奕展先生一直參與多個青
少年服務的組織，如扶輪社、和富領袖網絡、AIESEC 香港、香港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和平中心、兒童發展配對基金等，亦持續在扶貧、教育、
青年就業方面積極參與。他現為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
席，並為多個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員。

甄韋喬先生 MH，JP
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甄韋喬先生 MH，JP 是利興環境服務有限公司、香港環保再造有限公
司及利興蟲鼠控制服務有限公司的創辦人，為香港市民提供優質的環
境管理服務。他也是 366 關愛服務有限公司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並開發創意品牌 iilink 和 iimobile。此外，他也是瀚中資源整合有限
公司的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並開發了創意品牌 339 到家。甄韋喬先
生於 2007 年成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獎』及於 2008 年成為『世界十
大傑出青年獎』，2016 年成為『世界江門十大傑出青年』，2016 年獲
頒授榮譽勳章，2019 年獲委任太平紳士，爲青年人樹立榜樣。

並行分組時段 : 分享環節 < 一 >
變幻才是永恆：培養「可轉移能力」，促進年青人生涯發展
分享內容
有多少職業種類在不知不覺已經消失？邁入後疫情時代，不少企業加快檢視人力資源和經營模
式，為未來世界帶來更多變數。在培養子女專業才能的同時，值得加倍留意的是不受限於單一
職務的可轉移技能和積極正向的個人特質。不過，可轉移技能很多時候不能單靠學校課堂的學
習，並且需要不同經歷的累積和體驗。究竟有那些可轉移技能需要年青人儘早培養？兩位講者
將探討可轉移技能對青少年在個人成長上和未來職場上的重要性，以及家長在青少年培育這些
能力和態度上可擔當的角色。
嘉賓講者簡介
劉家駿先生
南豐發展有限公司業務創新及共享價值主管
作為一位 Y 世代 (Gen-Y)及兩名孩子的父親，劉家駿先生(Garrick)希望
為下一代締造能幸福快樂地實踐抱負的環境。他深信每一個人以至每一
門生意都應為社會做好事並創造共享價值。劉家駿先生的經驗涉獵甚
廣，範疇覆蓋社會創新、可持續發展、變革管理及企業內部創業、酒店
及房地產資產管理以及青年培訓發展。劉家駿先生現於私營企業集團致
力將可持續發展整合到企業營運各個方面，旨在展現和提倡創造共享價值
(Creating Shared Value)作為企業的營運模式。

吳薇薇女士
Head of Talent Solutions, Hong Kong and Taiwan
LinkedIn
吳薇薇女士從事科技與教育行業超過 20 年，經驗遍及香港至亞太區。在
加入 LinkedIn 公司之前，吳女士擔任多間著名國際機構高層，包括大型
教育出版社、科技公司以至公營機構。吳女士擁有新南威爾斯大學商學
士學位，以及香港科技大學與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合辦的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使命感與熱情推動吳女士在工作與日常生活間不斷提
升自己，她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工餘亦喜愛跑步與烘焙之樂。

並行分組時段 : 分享環節 < 二 >
最佳「失敗」獎：激出成功軟實力，裝備未來職場人生
分享內容
有些家長希望幫助子女避開自己曾經歷的困境，但過度保護反而令他們缺少失敗的經驗，在面
對生涯路上的未知，更加容易產生無力感。當青少年踏入青春期，若父母期望子女， 在生涯
決定上跟隨他們的意願，往往導致家庭矛盾，破壞親子關係。事實上，親子關係影響生涯發展，
父母與子女的互動方式影響青少年的興趣發展及職業選擇。兩位講者將探討「成長思維」如何
培養青少年以正面積極心態面對失敗回應逆境，助他們建立正向的生涯前路觀，亦藉此促進家
庭關係，減少親子衝突。未來職場的成功指標取決於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家長應擔當同行者
的角色，協助子女培養未來職場軟實力，陪伴他們面對挑戰邁向成功。
嘉賓講者簡介
羅乃萱女士 BBS，MH，JP，Honorary Fellow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
資深親子及家庭教育工作者，常獲邀主領有關家庭和諧和親子教養的講
座。羅乃萱女士 BBS，MH，JP，Honorary Fellow 於 2020 年獲頒授香港
教育大學榮譽院士，也於 2005 年獲頒授香港特區榮譽勳章、2008 年獲
委任為太平紳士及 2018 年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羅女士同時也是一位心
靈勵志及親子教育作家，獲第九屆基督教金書獎之金筆獎(2021 年)，現
任香港電台「一分鐘閱讀」主持。羅女士並於多個公共機構及政府委員
會擔任委員(包括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副主席、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
員會委員、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成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委員等等)。

呂大樂博士 JP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
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
呂大樂博士 JP 加入香港教育大學(前身香港教育學院)前，曾任香港
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期間並出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2010 - 2011)及社
會學系系主任
(2011 - 2014)。他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
(1986 - 1988) 及香港中文大學 (1988 - 2009)。呂博士早年畢業於香
港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
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博士的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
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他一直熱心
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
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

並行分組時段 : 分享環節 < 三 >
學校分享：推動家長教育，助青少年生涯發展
分享內容
家長在青少年生涯發展擔當十分重要的角色。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及香港聖公會何明華
會督中學相信家校合作可產生協同效應，透過家長教育，裝備家長理解青少年的能力，以及鼓
勵青少年探索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並積極追逐人生目標。兩所學校將會分享校本經驗，前者透過
家長教師會，舉辦不同生涯規劃教育活動，協助家長學習與反思如何支援子女。後者則提供體
驗式學習，讓家長更瞭解子女多元出路的需要及可行性。家長和學校攜手推動青少年生涯發展
事宜，實在是極為重要的支援策略。
嘉賓講者簡介
吳玉珊老師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網絡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吳玉珊老師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升學就業輔導主任，推動中學
生生涯規劃教育工作十多年，深信讓青年人認識自己，發揮潛能，是協
助靑年人勇於踏上自己生涯路的重要關鍵。

楊庭威老師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資源學校: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升學及事業輔導組核心成員及學校網絡領袖
楊庭威老師現職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升學及事業輔導組核心成
員，生涯規劃科科主任。楊老師以科技推動學生培養自主學習及未來工作
素養，積極與校內同工以多元學習經歷及個別化輔導，讓學生認識自己，
尋找個人生涯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