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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1950年創校，至今已有72年歷
史

•舊校舍位處調景嶺，1993年
遷到將軍澳厚德邨現址

•近年銳意發展生涯規劃工作，
並聘用專職的生涯規劃輔導
員，與升輔組老師共同處理
升輔工作



•學校多年來校友輩出，於不

同行業貢獻社會

•在眾多校友中，不乏於內地

創業或工作的表表者

•其中一位是於廈門設廠的曹

劍峰先生，亦是促成本校發

展內地生涯規劃的重要人物

校友資源



曹校友簡歷 •曹劍峰校友於1970年代在慕
德中學就讀，畢業後曾於香
港工作，後來看準內地改革
開放的機遇，毅然到內地投
資

•曹校友的工廠主要生產紙尿
片的部件，並出口至不少
「一帶一路」的國家。



1+1>2 •前任校長陳漢明先生於擔任

校長前，為本校副校長，並

兼任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

因此，他對生涯規劃工作並

不陌生，並引入不少新的意

念，讓學生認識多元升學出

路。



•陳校長上任時，正值本校65
周年校慶，陳校長開始聯絡
不同屆數的校友。

•透過一些校友的介紹，陳校
長認識曹校友，得悉他在內
地設廠，並獲曹校友邀請到
廈門考察，成為日後「廈門
生涯規劃之旅」的基礎。



看似簡單
的工作……

•陳校長與升輔組的同工共同構思

「廈門考察之旅」，認為這不應

單純是老師們的考察，亦是讓學

生認識校友的好機會。

•最終，整個行程訂為兩日一夜，

當中包括參訪華僑大學及曹校友

的工廠、到鼓浪嶼考察等。



•在構思時，各人起初都認為

很容易，只要有校友支持，

加上旅行社協助訂高鐵車票，

一切都會變得非常簡單，然

而……



辦法總比
困難多

•活動定於7月初試後活動期間
舉行，原以為學生反應會很
踴躍。不過，事與願違，學
生的報名情況較預期差很多。

•升輔組同工向高中學生了解
他們不熱衷報名的原因，大
部分都因對廈門不熟悉，又
或覺得收費太高而卻步。



•另外，當學校詢問旅行社時，

只有中旅社能協助訂購由深

圳前往廈門的高鐵車票(因當

時香港仍未有高鐵)，而參與

學生數目頗多(30人)，要訂購

同一個車箱的座位的成功率

很低。



•結果，學校在徵得校友的同意後，

運用校友捐款津貼學生的大部分，

令報名人數直線上升。

•此外，中旅社雖未能把所有師生

安排於同一卡車內，但卻協助把

師生分為三批，每一批11-12人(1-

2位老師+10位學生)。



日期 時間 行程 學習重點

7月4日
(第一天)

0545 於學校集合
0600 於學校出發

0600-0912
乘坐直通巴前往
深圳北及過關

0912-1315
乘坐高鐵出發
前往廈門北

1315-1430 前往華僑大學

1430-1600 抵達華僑大學
 了解內地的升學途徑
 認識該大學的校園環境、設施及課

程選擇

1600-1830
離開華僑大學，
前往師兄工廠

 透過師兄第一身分享，認知創業與
成功需作好的預備及條件

 探索中港兩地經貿的關係，啟發未
來創業或商機

1830-1930 晚餐

1930-2100 遊覽當地景點
 觀察及體會當地文化及生活水平
 思想與香港生活之異同

2100 回到酒店及辦理手續



7月5日
(第二天)

0730 起床
0800-0845 早餐

0900-1145 遊覽當地景點
 觀察及體會當地文化及生活

水平
 思想與香港生活之異同

1200-1300 午餐
1300-1415 前往高鐵站

1439-1839
乘坐高鐵出發
返回深圳北

1839 到達深圳北，過關
1930 於落馬洲港鐵站解散



我們成團了



參訪華僑大學







參訪曹校友工廠





曹校友與學生分享創業經歷



到鼓浪嶼一遊



旅程後
檢討

•廈門考察之旅順利完成，參

與的同學都表達自己大開眼

界，既更新了他們對內地工

業及城市發展的認知，也令

他們對內地的大學學制、開

辦科目、設備等有更深入的

了解。



P-I-E-P 學生與老師都覺得此交流團
值得繼續舉辦，但行程太趕，
需要增加日數。

此外，除參訪大學及曹校友
的工廠外，學生也建議可增
加其他與內地生涯規劃相關
的參訪地點。



再次舉辦
的新意念

•因首年舉辦反應踴躍，不

少高中學生都詢問學校是

否會繼續舉辦此交流團。

•2017-2018年度再次舉辦，

並作了不少改良。



•行程增至三日兩夜，令參訪
時間變得更充裕。

•回應學生們的建議，透過曹
校友於內地的網絡，成功邀
請內地一著名國際酒店的經
理接待本校師生，並分享作
為香港人的他到內地工作的
苦與樂。



•除此以外，參觀華僑大學的

時間變得更充裕，而且加插

於華大內午膳，讓同學體驗

一下內地大學生的日常生活。

•當然，日數增加，費用亦相

應增加，但仍善用校友的捐

款津貼學生。





6月21日
(第一天)

0600 於學校集合

0615 於學校出發

0615-0939
乘坐直通巴

前往深圳北及過關

0939-1324
乘坐高鐵出發
前往廈門北

1324-1600 前往師兄工廠

 透過師兄第一身分享，認知創業
與成功需作好的預備及條件

 探索中港兩地經貿的關係，啟發
未來創業或商機

1600-1830 遊覽當地景點
 觀察及體會當地文化及生活水平
 思想與香港生活之異同

1830-1930 晚餐

1930-2100 遊覽當地景點
 觀察及體會當地文化及生活水平
 思想與香港生活之異同

2100 回到酒店



6月22日
(第二天)

0700 起床
0730-0815 早餐

0830-1145 前往華僑大學
 了解內地的升學途徑
 認識該大學的校園環境、設施

及課程選擇
1200-1300 於華大享用午餐  體驗華大學生日常生活

1300-1830 前往鼓浪嶼
 觀察及體會當地文化及生活水

平
 思想與香港生活之異同

1930-2100 遊覽當地景點
 觀察及體會當地文化及生活水

平
 思想與香港生活之異同

2100 回到酒店



6月23日
(第三天)

0730 起床
0800-0845 早餐

0900-1145 遊覽當地景點
 觀察及體會當地文化及生

活水平
 思想與香港生活之異同

1200-1300 午餐
1300-1415 前往廈門高鐵站

1439-1839
乘坐高鐵出發
返回深圳北

1839 到達深圳北，過關
1930 於落馬洲港鐵站解散



我們又出發了



熟悉的曹校友



曹校友親自講解生產紙尿
片部件的過程



曹校友於酒店設宴接待



酒店經理分享到內地工作的機遇與挑戰



參訪華僑大學



•活動過後，每位學生都需

要填寫反思表，讓學校掌

握學生對活動的意見，並

初步了解學生到內地升學

的意願，以便升輔組同工

跟進。

P-I-E-P
AGAIN





•收集意見後，學校再與曹

校友聯絡，並獲他答允嘗

試聯絡香港飛機工程有限

公司 (HAECO)廈門支部，

以便安排參訪及就飛機維

修工作進行講解。

P-I-E-P
AGAIN



•經過曹校友的努力，2018-

2019年度廈門生涯規劃之

旅加入參訪香港飛機工程

有限公司廈門支部。

P-I-E-P
AGAIN



•另一方面，有學生表達除參
訪華僑大學外，亦有興趣參
訪廈門大學。

•學校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駐福建聯絡處的協助，成
功聯繫廈門大學，並安排參
訪。

P-I-E-P
AGAIN



2018-2019
疫情前的
廈門之旅

•在規劃2018-2019年度的廈門生
涯規劃之旅時，除已有的項目，
加入參訪香港飛機工程公司，並
以參訪廈門大學取代華僑大學。

•另一方面，因著本校於廈門成功
締結一所姊妹學校，為使學生對
內地生活、中學與大學的銜接有
更多認識，是次廈門之旅亦加入
參訪姊妹學校的部分。



•在行程規劃上，吸收過去的
經驗，是次安排變得更順暢，
加上廣深港高鐵的竣工，師
生不用再先乘坐旅遊車前往
深圳，再由深圳轉乘高鐵前
往廈門。取而代之，可於香
港西九龍高鐵站乘坐高鐵直
接前往廈門。



DAY 1
28 JUN

高鐵班次 : G3006  0840/1315(行車時間約4小時25分)

早上於學校集合，乘旅遊巴士前往西九龍高鐵站。
西九龍高鐵站 ~ (乘高鐵列車) ~ 廈門站 ~ 午餐 ~ 
下午拜訪廈門大學 ~ 晚餐 ~ 入住酒店



DAY 2
29 JUN

早上參觀校友曹師兄工廠 ~ 
午餐 ~ 下午遊覽鼓浪嶼，島上漫步(建築博覽線、龍
頭路商業街) ~ 華僑博物館 ~ 車遊環島路



DAY 3
30 JUN

高鐵班次 : G3005  1709/2142(行車時間約4小時25分)

早上送往拜訪同安一中 ~ 午餐 ~ 
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HAECO ~ 
廈門站 ~ (乘高鐵列車) ~
香港西九龍高鐵站，抵香港西九高鐵站後，轉乘旅遊巴
士前往學校後解散。



參訪廈門大學





曹校友每年都樂意接待到訪的後學



細心講解每個工序





參訪廈門市同安第一中學



體驗內地課堂





排球友誼賽



到鼓浪嶼考察



參訪HAECO



感謝曹校友的穿針引線



活動後
檢討

•經過三年的廈門生涯規劃之
旅，整體框架已定。

•嘗試平衡升學及就業兩個範
疇。

•師生均覺活動吸引和有趣，
資源上亦容許未來繼續舉辦，
無奈受疫情影響，2020年後
未曾舉行……



成功的
先決條件

•學校要有清晰的生涯規劃藍
圖，針對各級需要訂立相關
工作。

•了解學生需要和興趣，盡力
為他們提供相關的生涯規劃
資訊。

•需要在生涯規劃和文化考察
兩方面取得平衡。



•善用不同資源，讓學生不會

因經濟因素而卻步。

•出發前需要求學生先閱讀不

同考察點的背景資料，提升

參訪的效能。



規劃時
要注意……

•要清楚舉行交流團的目的，

並按此決定不同項目所佔的

比例。



•必須安排事前簡介會，說明

考察之旅的目標，從而讓參

與的學生更清楚各活動的設

計理念。此外，簡單講解參

訪時的禮儀亦有助避免尷尬

情況出現。



•必須設有反思表或工作紙，

一方面讓學生記下資訊，方

便日後重溫；另一方面亦可

讓學生更投入參與。



•出發前要再跟校友聯繫，確

認每個考察點均已預備妥當。

•每個考察點需預留充裕時間，

避免因太匆忙而出現「到此

一遊」的情況。



總結 •學校協助學生認識多元升學出路
是責無旁貸，要促成這工作，固
然可運用教育局所提供的資源，
而坊間亦有不少機構可提供合作
機會。

•校友是其中一項非常有用的資源，
他們可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尤其
是他們所擁有的人際網絡十分寶
貴。



•校友不一定在內地工作，但

若他們有內地的人脈，亦可

嘗試請他們協助。

•不要怕煩，只要預留充裕時

間給校友準備，他們大多樂

意協助。



•想想自己的學生需要甚麼資

訊，再請校友協助，效果事

半功倍。

•當然，除了請校友協助，學

校自己也要盡力尋找其他資

源，作兩手準備。



感謝聆聽，期待交流


	善用校友網絡�拓闊學生�內地生涯規劃視野
	學校資料	
		
	曹校友簡歷	
	1+1>2
	投影片編號 6
	看似簡單的工作……
	投影片編號 8
	辦法總比困難多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我們成團了
	參訪華僑大學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參訪曹校友工廠
	投影片編號 19
	曹校友與學生分享創業經歷
	到鼓浪嶼一遊
	旅程後�檢討
	P-I-E-P
	再次舉辦的新意念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我們又出發了
	熟悉的曹校友
	曹校友親自講解生產紙尿片部件的過程
	曹校友於酒店設宴接待
	酒店經理分享到內地工作的機遇與挑戰
	參訪華僑大學
	P-I-E-P AGAIN
	投影片編號 38
	P-I-E-P AGAIN
	P-I-E-P AGAIN
	P-I-E-P AGAIN
	2018-2019疫情前的廈門之旅
	投影片編號 43
	投影片編號 44
	投影片編號 45
	投影片編號 46
	參訪廈門大學
	投影片編號 48
	曹校友每年都樂意接待到訪的後學
	細心講解每個工序
	投影片編號 51
	參訪廈門市同安第一中學
	體驗內地課堂
	投影片編號 54
	排球友誼賽
	到鼓浪嶼考察
	參訪HAECO
	感謝曹校友的穿針引線
	活動後�檢討
	成功的�先決條件
	投影片編號 61
	規劃時�要注意……
	投影片編號 63
	投影片編號 64
	投影片編號 65
	總結
	投影片編號 67
	投影片編號 68
	感謝聆聽，期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