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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
政府向來重視年輕人的成長和發展。近年，教育局透過一系列措

特約專輯

多方參與 全方位支援學生規劃未來

志向，並把握社會及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除為學校提供經常性

為了匯聚各區不同持分者的力量、善用地區資源及鼓勵學校在地

津貼外，在專業支援方面，教育局增加教師專業培訓的名額、舉辦

區層面交流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良好方法及經驗，教育局在 2016/17

不同專題的分享會及工作坊、建立教師網絡及設置升學及就業資訊

學年起建立區域發展網絡，並按各區的需要，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

網頁。此外，教育局透過 「商校合作計劃」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

動及不同事業探索活動。

「事業探索」 活動，讓學生對職場有更深入的了解。經過數年的發

「商校合作計劃
商校合作計劃」」

舉辦 「生涯規劃教育」 分享會

施，加強支援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協助學生認清自己的潛能和

聯繫社會各界 助學生了解職場實況

教師專業分享會是區域發展網絡其中一項重要活動，透過學校分
享其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功經驗，促進區內各校的專業交流。

展，學校已累積了豐富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經驗，而生

教育局於早前（十月六日）為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的學校舉辦

涯規劃教育亦漸漸獲得家長及社會各界廣泛認同和

了首次分享會，當中有兩間區內中學及教育局教師網絡分

支持。

享其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經驗，其中明愛粉嶺陳震夏中

發展 「生涯規劃教育區域發展網絡」

學分享學校如何以電子平台及雲端科技，促進生涯規
劃教育的進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則分享透

教育局一直致力透過 「商校合作計劃」 ，推動社會各界和學校合

過教師配對為學生的 「友師」 ，貼身地支援學生生

作，為學生籌辦多元化的事業探索活動，幫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

涯規劃的經驗；迦密中學則分享如何以 「全校參與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教師分享學校
如何以電子平台及雲端科技，促進生
涯規劃教育的進行。

▲粉嶺救恩書院高
級學校發展主任黃
華駿老師表示，參
加教師網絡可以跟
其他教師分享心
得，了解其他學校
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的情況。

▲教師積極發問，了解分享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細節。

自 2016/17 學年開始，教育局進一步建立 「生涯規劃教育—區域發

模式」 推行生涯規劃教育。隨着將來更多地區成立

展網絡」 （下稱：網絡），旨在匯聚不同持分者的力量及善用地區

區域發展網絡，相信將會有更多區本的學校及教師交

資源， 以區本形式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及舉辦事業探索活動。教育局
已於七個地區建立了三個網絡，每個網絡均有其發展主題，預期在

流活動，攜手發展生涯規劃教育。

括透過帶領學生參觀企業、與 CEO 對談等活動，讓學生了解職場的

設立教師網絡

實際情況。又會舉辦校內交易會（Trade Fair），讓學生於創業的過

未來一、兩年內，網絡將擴展至全港各區。 「新聞教育基金」 及長

程，實踐學習所得。這些點子啟發了我的英文課堂設計，透過教導

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已率先參與網絡，成為支持機構。

除了在不同地域設立區域發展網絡外，教育局亦成立了 「教師

學生撰寫工作規劃書，讓學生學習英語時，能同時獲得生涯規劃的

網絡」 ，讓不同教師交換及分享教學心得。粉嶺救恩書院高級學校

知識。」 他繼續表示，網絡也可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如共享教

發展主任黃華駿老師，已參與 「教師網絡」 兩年多，與來自 9 間學

材、不同機構的聯絡資訊，令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更加暢順。

舉辦 「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
2006 年由香港報業公會及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成員推動的 「新

經過數年發展，本地各中學大致已訂立生涯規劃教育的框架，透

聞教育基金」 屬非牟利組織，旨在提升香港新聞業水平，擴闊香港

享中，得到新點子，例如有教授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過訂立不同的框架，有系統地引入輔導及教學內容，讓學生從中認

新聞界及社會整體的國際視野。基金成立後，致力籌辦各種形式的

（BAFS）科目的教師分享將生涯規劃教育的元素滲入學科之中，包

識自己的專長，並且對前路有更清晰的發展方向。

媒體教育課程及參觀媒體機構等活動，供大專生及中學生參加，增

校、14 位教師交流生涯規劃教育的心得。 「我經常在這個網絡的分

進公眾，特別是學生對傳媒的認識。
「新聞教育基金」 自 2007/08 學年成為 「商校合作計劃」 伙伴，
為全港中四至中六的學生舉辦 「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 ，更於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迦密中學

2016/17 學年加入 「觀塘及西貢網絡」 ，為該兩區學生提供了解傳
媒工作的活動。

「全校參與模式」

加強學生對傳媒行業的認識

中學生對前路經常感到迷惘，對繼續升學

「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 每年於 7 月舉行，為期兩天，每天可

或就業容易失去方向。為了及早讓學生訂立目

供約 100 名學生參與，活動內容包括參觀傳媒機構（電視台、電

標，迦密中學按照學生不同階段的成長需要，

台、報館等）、簡介基本新聞概念、分組討論新聞時事和總結，以

將生涯規劃教育的元素逐步滲入於不同年級之

及邀請資深新聞從業員作分享等，深受學生歡迎。

中。

▲學校生涯規劃教育網站模仿《大富翁》設
計，讓師生取得各項有用資訊。

迦密中學中一級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以認識

迦密中學

自己，訂立目標及方向為主題；中二級着重不

過遊戲等活動讓學生了解其性向及引導他們構

▲學校舉行 「Career Week」 ，讓學生了解不同的
行業、崗位。

想未來，協助他們為選科作準備。
高中年級則以針對性的活動為主。迦密中學
事業及生涯規劃主任李玉怡表示： 「除了 『職

自己的專長和志向，及培養他們的生涯規劃意
向及團隊精神。

業導向講座』 、 『師友計劃』 等不同活動，學

▲堅樂中學老師約見學生，
進行生涯規劃輔導。

李立中表示：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能力，生涯

校每位教師也投入參與生涯規劃教育，班主任

李主任續表示： 「學校為中五學生舉辦的三

規劃教育的好處，是協助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

會緊貼學生的情況，以安排適切的跟進工作如

前路。學生可以從中得到三個 『有』 ，即 『有

日兩夜生活營，旨在透過事業興趣測試、撰寫

個別或小組輔導。迦密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個人自述及校友分享等活動，讓學生加深認識

的模式之成功，獲教育局邀請成為 「專業發展

選擇』 、 『有可能』 ，也令他們的人生更加
『有意義』 ！」

學校」 ，至今已踏入第四個年頭，與
▼迦密中學事業及生涯規
劃主任李玉怡表示，學校
透過 「全校參與模式」 ，
學生在不同階段都可吸收
生涯規劃元素的不同內
容。

設立趣味生涯規劃網站

不同學校分享及交流經驗。李主任深
深感受到生涯規劃對學生的重要性：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李立中校長
（右）及程德智老師，後方展示學校與多間
海外大學結盟，為雙方學生提供交流機會。

索，當中可能會揀錯行業，例如有人希望成

由於學校及學生反應熱烈， 『新聞教育基金』 計劃於 2017/18 學

幕，除了常設及專題展覽外，我們也希望將參觀博覽館納入 『中
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 的一個環節，加深學生對新聞工作的認

規劃教育體驗，陳淑薇表示： 「以前沒有相關

性格及興趣，為選科作準備；教師亦會個別輔

這些都是他們認識新聞工作的好方法。」

說： 「 『新聞教育基金』 正積極籌備香港新聞博覽館，明年正式開

「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 是一次很好的生涯
的概念及資源，年輕人求職時只能自行摸

傳媒教育工作坊』 踴躍查詢行業的情況，也對相關書籍深感興趣，

年繼續舉辦有關工作坊，以增進學生對傳媒行業的認識。陳淑薇

及早了解 免揀錯行業

性向測驗，填寫輔導表格，讓他們認識自己的

識。」

模擬求職活動

導每個中五學生，協助他們為將來升學或就業

▲學生到長和集團旗下企業參觀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長和）一直秉承回饋社

作準備。」

會的企業文化及關懷社群的精神，支持教育局協助學生在

多元化生涯規劃活動

「不同背景和潛能的學生也需要學懂

特別設立了生涯規劃網站，讓教師及學生從中

如何尋找自己的方向及作生涯規劃，

獲取各種有用資訊。堅樂中學程德智老師表

學校透過不同的生涯規劃活動，如學長計

而學校應按他們的需要以合適的方式

示： 「學生除可於網站找到各大專院校的連結

劃、海外交流等，以擴闊學生的視野。李校長

支援他們。」

外 ， 還 可 收 看 『 堅 樂 人 電 視 』 (YOUTUBE 頻

認為學生見識越多，便更能了解自己： 「最重

道)，當中包括多位校友訪問，以了解他們所投

要是讓他們知道不同的選擇，並從其中找出最

身不同職業的情況。生涯規劃工作必須全校參

適合自己的前路。其中一個最難忘的例子，是

與，我會為班主任進行培訓，而我校的老師亦

本校畢業生黃文亨，他自小對飛行深感興趣，

無分你我，會下載放於生涯規劃網站的教材，

學校給予機會讓他參與不同航空及工程的相關

並加入班本元素，利用班主任課進行生涯規劃

活動，畢業後修讀機械工程。去年他於政府推

活動。」

出的 「卓越獎學金計劃」 獲取資助，報讀英國

培養 團隊 精神
▲中 五生 參與 生活 營，
。
前路
未來
外，也讓思考

職業，是否與自己的性向、能力互相配合。我喜見學生在 『中學生

尋資料，我們也會提醒他們若從網上資料尋找新聞報導時應先抱懷

為了有系統地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堅樂中學

適時作生涯規劃輔導
劃，
▲學生透過師友計
況。
情
際
實
了解職場的

合作計劃』 可以讓學生了解不同行業的情況，並且及早了解理想的

自由的一面。」

疑的態度，並且小心求證資料來源。」

除了專責 「事業及生涯規劃」 的教師外，學

等，鼓勵及加強他們認識大學的課程。」

為護士，但是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體力？是否接受輪班工作？ 『商校

報導方法，引導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問題，並感受香港新聞界多元、

起。香港新聞博覽館行政總監陳小冰表示： 「新一代習慣在網上搜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堅樂中學）校長

▲ 「新聞教育基金」 加入 「觀塘及西貢網絡」 ，為兩區學生提供傳媒行業的資訊。

份報章同日的報導，讓學生進行比較，原來各報章有不同的取態及

隨着科技的進步，近年傳媒業有很大變化，例如網絡媒體的興

▶堅樂中學畢業生黃文亨於
「卓越獎學金計劃」 獲取資
助，前赴英國追尋飛機夢。

成為 「專業發展學校」

校也要求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每年參與一次升學
活動，例如各大學的開放日、海外升學展覽會

生大開眼界，更了解傳媒行業的實際運作；而下午的分組討論中，
我們讓學生了解何謂新聞。以牛頭角大火事件為例，我們搜集了多

同工種的介紹及其能力需要，透過小組活動培
養學生正確的工作觀念和態度；中三級主要透

「新聞教育基金」 副主席陳淑薇表示： 「早上的參觀活動，讓學

▲左起： 「新
聞教育基金」
副主席陳淑薇
及香港新聞博
覽館行政總監
陳小冰

踏出校門前認識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狀況。自 2005 年，長和

職過程，包括：填寫申請表格、筆試、自我介紹及面試，以加強學

已經開始參與 「商校合作計劃」 ，招待莘莘學子參觀旗下多

生自我介紹及表達的能力，透過相關體驗，增加求職的能力和信

元化業務，同學們除了透過活動認識各行業的工作外，更可藉

心。導師會在完成活動後給予學生意見及求職心得，令參加的學生

此了解長和是一家紮根香港、業務遍及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僱用約

義工隊關心年輕人成長

長和獲邀加入 「大埔及北區網絡」 ，成為其中一個支持機構。長
和參與這個網絡，是希望能夠與各界攜手，協力支持年輕人做好生
涯規劃。

長和旗下有一支義工隊，由集團在香港的員工組成，多年來服務
不同社群與有需要人士，包括鼓勵員工與青少年人聯手一起為有需

求職面試是學生踏入職場的一大挑戰，長和組織籌辦多次 「職業
▲參觀電視台新聞部

盡早為自己的未來規劃。

二十九萬員工的大型跨國綜合企業。

生涯規劃—求職面面觀」 活動，透過不同行業的資料介紹及模擬求

要人士提供服務與協助，從而令青少年認識到助人與參與社區服務
的意義。
長和義工隊成員來自集團旗下不同行業與崗位，包

倫敦帝國學院的航天工程理學碩士課程，繼續

括港口、零售、基建、能源和電訊，他們多元化的專

追尋自己的夢想。」

除了設立生涯規劃網站外，學校亦運用資源

展望將來，李校長表示會發展將生涯規劃教

增聘了人手。李校長說： 「增聘人手能讓學校

育的元素滲入不同學科，並將之組織成有系統

在生涯規劃上做更多工作，例如為學生進行生

的框架，期望能更全面地支援學生的生涯規

涯規劃輔導。教師會安排中三學生分組，進行

劃。

業知識可擴闊參與學生的視野，啟發學生在不同領域
探索事業。因此，長和鼓勵義工隊成員支援 「商校合
作計劃」 及網絡的活動，並且為員工提供相關培訓，
令他們參與活動時能更有效地幫助學生認識到不同的
行業，並引發學生對這些行業的興趣。
支持年輕人的生涯規劃教育，對參與機構絕對有正
面的影響。以長和為例，參與這個計劃除了能令學生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拓視野‧展成果 ─ 兩地生涯規劃教育研討會
為分享香港在推動生涯規劃教育方面的成果，藉着香港回歸二
十周年，教育局將舉辦為期兩天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拓視
野‧展成果 ─ 兩地生涯規劃教育研討會」 ，並藉此促進與其他
地區的專業交流。
日期：201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四及五）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內容：主題演講、經驗分享、教育論壇及參訪學校和
「商校合作計劃」 機構
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生涯規劃網頁：www.edb.gov.hk/lifeplanning

更認識了解長和企業文化及高水平的營運標準外，亦
令參與的員工能透過接觸年輕人了解社會發展的趨勢
及需要，從而幫助長和進一步提升服務。

▲學生在工作坊中分組討論，從多角度分析
新聞。
▲長和集團組織講座，講解職場的
情況。
◀長和安排模
擬面試，讓學
生為求職作好
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