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8時45分至下午4時15分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內容：上午–主題演講

一）拓展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多元出路

二）香港不同族裔青年升學及就業上的突破與出路

三）職專教育 迎向行業機遇創未來

下午–學校、機構及「 商校合作計劃」伙伴經驗分享

詳情請瀏覽以下教育局網頁及教育局培訓行事曆：

生涯規劃資訊網頁：www.edb.gov.hk/lifeplanning

「商校合作計劃」網頁：www.edb.gov.hk/bspp

*教育局將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發展，研討會有可能改以網

上直播形式進行，請留意本局日後相關安排的公布。

教育局將於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舉辦「 關顧不同需要．拓展多元出路–2021生涯規劃教育研討會 」，邀請學者、專業人士及教育

工作者，分享生涯規劃教育的最新發展，並就照顧學生的不同生涯規劃或事業發展的需要，以及有關行業發展和多元的升學途徑交流心得及分

享經驗，支援學生做好生涯規劃。研討會的詳情如下：

關顧不同需要．拓展多元出路–2021生涯規劃教育研討會

星期五 2021-9-3A13 星期五 2021-9-3A12

▲校方提供獨立生活能力訓練

▲（左起）譚志威主任、鄺永燊校長及吳森森副校長

▲中三級學科巡禮▲學生透過桌上遊戲，了解自己的個性和生涯發展方向。

▲參賽學生預備以太陽能推動充電車模型

▲中心透過精心設計的工作體驗活動，助學生了解職場實際工作情況。

曾璧山曾璧山（（崇蘭崇蘭））中學中學
營造氣氛營造氣氛 規劃未來規劃未來

生涯規劃教育有助學生了解自

己，建立興趣，從而找到未來目

標。曾璧山（崇蘭）中學何沛勝校

長表示，學校的辦學方針是「 承先

賢德智，啟學子潛才 」，繼承了曾

璧山居士的辦學理念，致力啟發學

童潛在才能，無論是學校課程、課

外活動及生涯規劃教育，均是圍繞

學生的未來發展。
生涯規劃教育要做得有系統及有

成效，建立氛圍是首要工作。生涯

規劃組主任葉碧欣助理校長解釋，
一般學生對於輔導諮詢工作較為抗

拒，故學校需營造全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氣

氛，向各位教師及學生講解生涯規劃的重要，並

於課堂滲入生涯規劃的元素，配合輔導工作及全

校活動，例如生涯規劃週，讓每位學生參與其

中，時刻意識到自己要計劃將來。

建立檔案 反思求進
學校一直採用不同的生涯規劃輔導工具，幫助

教師在不同階段進行學生輔導工作。學校為全校

學生建立學生個人成長檔案，儲存學生的成長及

活動記錄，有助教師了解學生的成長及想法，亦

可讓學生有系統地計劃人生。葉助理校長指，每

年學校舉辦不同的活動，但之後學生可能忘記活

動內容，這個檔案是生涯規劃組為了幫學生記錄

活動而設，後來獲不少教師的認同，於是擴至不

同科組，令檔案的資料更豐富。
學生個人成長檔案包括學習歷程記錄表、活動

工作紙、活動反思及各類獎狀，學生約三個月需

填寫一次記錄表，記錄過去不同的活動，並挑選

較深刻的活動作反思。何校長強調，班主任的角

色非常重要，因為學習歷程記錄表的學生反思會

由班主任閱覽，並為學生撰寫評語及回饋，過程

中能了解學生的變化及成長，有助進行輔導工

作。

個別輔導 提供資訊
學校推行「 同心同行創未來顧問面見 」計劃，

由資深升學及就業輔導專家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

師楊少榮擔任顧問，主要對象為面對選科的中三

級及接觸高中課程的中四級學生。生涯規劃組成

員李嘉敏老師提及，楊顧問為每位學生及家長進

行個別化輔導，以第三者角度向學生及家長就選

科及未來發展方向提供客觀及可行的意見。曾有

中三級學生期望修讀學校沒有提供的音樂選修

科，楊顧問則提供外界資訊，告知學生可參與校

外機構課程，選擇音樂科作選修科，而學校也積

極配合學生的選擇。計劃至今，大部分家長滿意

學校這個安排，認為有助家長了解子女，子女亦

可更加了解自己，令他們向最合適的方向發展，
同時子女與家長相處亦更見融洽。
學校亦為中六級學生安排升學相關的個別化輔

導，將他們分為六組，按升學意向及目標分配予

熟悉本地、台灣、內地等升學資訊的生涯規劃教

師，生涯規劃教師將會負責學生一整年的輔導工

作，教師會主動向學生提供個別化輔導，學生有

任何升學及就業問題亦可向負責教師查詢。

能力各異 全面支援
學校亦有提供學生支援服務，照顧能力較弱如

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學生。社工、生涯規劃

及輔導教師會持續關注他們的情況，帶領他們出

外參觀大專院校及其他適合他們能力課程的學

校，讓他們更了解不同的學習環境及課程內容；

亦會個別輔導部分SEN學生，利用遊戲幫助他們

發掘興趣和了解自己，從而找到合適的出路。
葉助理校長提及校內部分學生是新來港學童，

他們不熟悉香港讀書及就業環境，需多加關注他

們的學業及情緒問題，故學校推行「 師兄師姐計

劃 」，由已適應香港生活的新來港高年級學生協

助他們適應本地生活，亦會特別加強學生的英文能

力，有助他們將來更具信心面對文憑試及升學。

增益課程 擴闊視野
學校新學年開設校本高中知識增益課程，包括

歐美文化、中國文化及文學、工程科學、生命科

學、宇宙及地球科學和經濟及理財，專為沒有修

讀三科選修科的中四及中五級學生而設，學生可

以在兩年內按個人興趣修讀其中的四科增益課

程。何校長認為，開設不同的增益課程，讓學生

接觸不同範疇的事物與知識，了解自身興趣及潛

能，對未來出路亦有更多選擇。

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
配對服務促成商校合作配對服務促成商校合作

教育局自2005年起，透過「 商校合作計劃 」推動社會各界和學

校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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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自2018年起參與計劃，成為

機構伙伴。中心舉辦的工作體驗活動，一直深受學生的青睞。
2012年，保良局生涯規劃及理財教育中心成立，是保良局屬下

專門提供生涯規劃教育和理財教育的服務單位。中心提供不同類型

的生涯規劃教育活動，包括講座、工作

坊、行業參觀、工作體驗、性格分析、模

擬放榜及模擬人生活動，讓學生了解生涯

規劃概念，認識自己及工作世界，及早訂

立目標，策劃未來。

穿針引線 三方受惠
中心督導主任莊子霖表示，教育界近年

對於生涯規劃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
愈來愈多學校希望跟企業合作，為學生提

供工作體驗活動。然而，礙於跟行業的連

繫不足，校方往往只能借助教師或校友的

人脈接觸個別企業，能夠提供的活動名額

不多，行業覆蓋面亦有限，未能全面照顧不同學生的興趣

和需要。另一方面，不少有心的企業希望通過跟學校合作

支援學生，只是苦無門路和不懂得舉辦合適的工作體驗活

動。中心充當中介的角色，促成學校和企業之間合作，因

應彼此需要進行配對，例如學校想舉辦針對特定行業的工

作體驗活動，可經由中心轉介與相關行業的機構接洽。企

業也可邀請中心度身設計工作體驗活動，招募學生參與。中心與商

校攜手協作，共締「三贏」局面。

工作體驗 獲益良多
目前，與中心有聯繫的企業和機構種類五花八門，包括投資銀

行、寵物美容公司、時裝品牌、工程機構、幼稚園和學前教育團

體、非牟利組織，甚至初創企業，行業覆蓋層面廣

泛。莊子霖指，為了讓學生累積多元化的工作體驗，
中心要求合作企業提供不同類型的工作，或安排不同

的工作崗位給學生。活動結束後，企業亦會與學生進

行回顧檢討，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工作表現。中心亦會

引導學生作活動後的反思，總結參加活動期間累積的

經驗和學會的知識與技巧。學生通過工作體驗活動，
不但可加深對個別行業的認識，更可清晰了解自己的

個性、強項和弱項，同時學習待人處事和工作態度，
從而確立明確的職涯發展方向和目標。

拓新服務 探索無限可能
除了一般工作體驗活動，中心察覺愈來愈多年輕人

有創業的打算，近年積極舉辦青年創業體驗計劃，透過工作坊和講

座，教導學生實務創業技巧；亦邀請青年創業家分享成功經驗和心

得；更有創業市場，讓學生體驗創業滋味。莊子霖透露，因應斜槓

族（Slash）的興起，中心在新學年將推出相關的體驗活動，讓年

輕人認識自由工作者或多重工作者的職涯發展路向。
莊子霖形容，「 生涯規劃助年輕人確立目標，有目標自然有動力

學習。不過，即使有目標，仍需不斷探索，發掘更多不同出路和方

向，尋找更多可行性。」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
商校合作商校合作 探索廣闊出路探索廣闊出路

莘莘學子對「 工程師 」一詞應

不會感到陌生。可是，電機工程

師又是甚麼一回事呢？其實，在

日常生活中，差不多每個角落皆

可看到電機工程師的貢獻。有志

入行的年輕人除了擁有相關的專

業知識，還需要具備其他特質。
因此，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

自2014/15學年起，成為「 商校合

作計劃 」機構伙伴，為中學生舉

辦事業探索活動。
電力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不

可或缺。家居生活、工商業營運

及交通運輸等皆需要電機工程把

電力引入。電機工程師的工作包括設計、安裝、
操作、維修及保養，涉及醫院、商場、鐵路及隧

道等場所的電力系統和機電設備。他們的工作繁

重，極具挑戰，亦會接觸各類型的機電設施，大

如變壓器，小如電路斷路器，需要應用專業知識

以確保電力系統或機電設備安全有效地運作。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主席梁耀康工程師指

出，本港的電力系統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不論政

府、公營機構、電力公司、顧問

公司或建築承辦商，均會聘請相

關的工程師服務市民。

與時並進 培養創新思維
梁主席認為，有志成為電機工

程師的中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

數學和物理基礎，如具備數學延

伸部分M1或M2的基礎知識則更

佳。至於大學階段，學生須修讀

電機工程課程。隨着時代發展，
他們也要研習各種進階和新穎知

識，充實自己，培養創新科技的

思維。
梁主席續說：「 除了專業知識

外，電機工程師還要善於獨立思

考和理性分析，才可於工作上表

現更優秀。同時，由於電機工程

師的專業無地域限制，除了在香

港本地工作外，還可到大灣區其

他城巿就業，因此他們需要有廣闊的視野，了解

香港鄰近地區的情況，這樣才有助把握每個機

遇，成為出色的電機工程師。 」

梁主席補充，若要成為本地的專業電機工程

師，必須經過註冊程序：一）完成認可的電機工

程學士學位課程；二）接受兩年認可的專業訓

練；三）累積不少於兩年相關工作經驗；四）向

香港工程師學會申請註冊專業資格，該資格獲世

界多個國家認可。
至於電機工程師的晉升階梯，當學生畢業於相

關本科後，可任職見習工程師。兩年後，可升為

助理工程師。獲得至少兩年相關工作經驗後，便

可註冊成為工程師。累積數年經驗後，更有望升

至高級工程師、高級項目經理，甚或總工程師等

職位，視乎能力而定。
以往較少女性從事電機工程行業，梁主席認為

這或因大眾對於這行業有錯覺，以為電機工程師

需要長期於電機房內工作，但其實現今電機工程

師的工作內容廣泛，包括設計、數

據分析、策劃及更多包含數碼化性

質的工序，而女性一般心思慎密，
溝通和表達能力亦高，這些都有利

他們在業內佔一席位。

舉辦比賽 喚起學生興趣
香港工程師學會電機分部成為

「 商校合作計劃 」機構伙伴後，為

中學生舉辦各類關於電機專業的活

動和比賽，讓他們認識電機工程知

識與就業前景，喚起對電機工程行

業的興趣。充電車模型設計比賽為

其中一項盛事，每年均吸引約40

多隊初中生參加，不少學校更是長

期支持者。參加比賽的學生須以小

組形式並根據主題製作以太陽能、
風力或水力等可再生能源驅動的充

電車模型。
梁主席表示，參賽者不但學懂電

機工程知識和環保概念，亦可發揮創意。「 充電

車要負重，以最快速度行經斜路和跨越障礙物，
比賽過程充滿挑戰，學生可趁機鍛煉解難能力。
同時，他們也可學會團隊合作精神。當他們向評

判匯報與講解設計意念時，甚至能磨練溝通及表

達技巧。 」

最後，梁主席提醒有意將來在大灣區其他城市

發展電機工程事業的中學生，定要學好普通話和

簡體字。此外，要多留意區內常用的技術辭彙，
以幫助溝通。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港島海逸君綽酒店
助學生認定志向助學生認定志向 使命為先使命為先

▲何沛勝校長（左）及葉碧欣助理校長

助學生探索未來路向助學生探索未來路向全方位推動全方位推動生涯規劃教育生涯規劃教育

匡智翠林晨崗學校匡智翠林晨崗學校
生涯規劃教育生涯規劃教育 覓多元出路覓多元出路

每個人都有夢想，都有自己想走的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亦

是一樣，他們的意願和志向更值得尊重。匡智翠林晨崗學校透過有

系統的生涯規劃教育，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認清自己的興

趣、能力和專長，及早規劃生活、學業、成長和職業的發展方向，
尋找適合自己的道路。
「 從前，特殊學校學生畢業後不是進入

庇護工場，就是進入展能中心，這些出路

究竟是否切合他們的意願和需要呢？ 」匡

智翠林晨崗學校校長霍俊榮博士認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都有自己的喜好和想

法，他們都應該一同規劃自己的前程，學

校的角色是引導學生找到方向所在。為

此，該校特別開發了一套校本生涯規劃教

育計劃，配合網上系統，由小一開始為學

生提供支援，直至中學畢業。「 我們關心

的不只是擇業路向，而是學生的全方位發

展，例如自理、社交、興趣、學業、身心

健康和情緒等。」

深入評估 了解需要
該校生涯規劃教育組張鏡光主任指，學校在學生入學、轉學習階

段時為學生評估，利用匡智會發展的評量工具「 學生個人成果評

量 」（Personal Outcome Assessment for Students, POAS）分析

學生在「 獨立能力 」、「 關係建立 」、「 貢獻 」、「 學校與社區參

與 」、「 個人福祉 」共五項理想個人成果的表現，針對個別學生成

長需要，提供適切支援。如個人需要方面，有各種小組學習和個別

化輔導；學業方面，有跟不同學科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兼顧拔尖保

底；個人健康和情緒則有社工、校護、訓輔組和健康發展組跟進。
校方同時為每位學生建立電子學習歷程檔案，詳細記錄學生的評估

結果、曾參與的活動項目和表現，方便

教職員和家長同步了解學生進展。校方

亦鼓勵家長拍攝短片或相片，記錄子女

平日在家中良好的行為表現及學習情

況，再上載至校本網上平台跟教職員分

享，既方便校方了解學生的狀況，亦促

進家校合作，共同關顧學生。
霍博士認為，要有效實踐生涯規劃教

育，不能單靠個別小組教師的力量，而

是需要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參與。各班每

年舉行三次班會，班主任聯同科任老

師、個別學習計劃老師、社工、言語治

療師、職業治療師、護士一同討論整體

學生的情況，檢視該學年生涯規劃教育

的成效，以及制訂來年的學習目標、支援和策略。

善用配套 投身職場
針對職涯規劃，校方制訂了一套專為中四至中六級學生而設的

「 高中轉銜計劃 」（CAMPUS）。課程組冼玉萍主任解釋，計劃以

幫助學生發掘職涯發展方向，裝備所需知識和能力為目標。計劃備

有一系列不同類型的職場體驗活動予學生參加，包括工作實習、職

場配屬計劃和職業體驗課程等，藉此了解不同行業、工種和崗位的

工作情況，以及與工作相關的技能要求。校方亦舉辦培訓班，助學

生掌握職場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如面試技巧、儀容整理、語

文能力及與人合作溝通等。此外，教師會為學生進行擇業意向評

估，根據他們的溝通能力、工作能力、品德與價值觀、解難能力、
認知能力和自理能力作評分，因應結果與家長和學生訂立合適的出

路，如公開就業、進入職業訓練中心、庇護工場，或展能中心。學

生畢業後，教師和社工亦會跟進其情況，如探訪學生任職機構，了

解他們是否適應工作環境。如有需要，會提供額外支援，如情緒輔

導。

港島海逸君綽酒店人力資源總監李榮傑指出，
酒店參加「 商校合作計劃 」是希望能夠給予學生

更多事業探索的機會，讓他們對個人的生涯規劃

有所理解。此外，酒店期望透過計劃，讓學生了

解酒店業的運作，從而明白酒店從業員的工作及

時刻應具備的使命感，吸引真正喜歡酒店業的學

生投身業界。
酒店工作種類廣泛，包括禮賓、房務、餐飲、

健身中心接待、清潔及保安等前線工作，亦有人

力資源、會計、銷售、採購及工程等後勤工作。
總括而言，學生可按自己的志趣投身酒店業的不

同崗位。
李榮傑稱，如果學生想加入酒店業，首先要有

為客人服務的使命感，因為酒店是24小時運作，
一年365日都照常營業，即使遇上黑色暴雨及八

號風球等惡劣天氣的情況，員工——尤其是前線

員工——仍需為客人提供服務。因此，若酒店的

員工沒有相應的工作使命感，隨時隨地本著以客

為本的工作態度應對挑戰，難以享受工作樂趣。

探索事業 了解實況
為了使有志任職酒店業的學生，及早了解行業

的運作及苦與樂，港島海逸君綽酒店於多年前與

教育局合作，成為「 商校合作計劃 」機構伙伴。
李榮傑在任職該酒店前，早已與教育局合作無

間，他表示，因為「 商校合作計劃 」著重學生實

踐體驗及學習知識，他認為很值得支持，即使任

職不同的酒店或機構，都持續向管理層推薦參與

這個計劃。
李榮傑又稱，「 商校合作計劃 」主要考慮學生

的意願，而非能力來為他們提供事業探索活動，
只要學生對酒店業工作有興趣，以及抱有認真及

好學的態度，酒店都會接受他們參加活動。此

外，因為參加「 商校合作計劃 」的學生年紀較

輕，為顧及工作安全，酒店一般安排學生參與風

險較低的工作崗位，例如會計、人

力資源及銷售部等後勤部門，但部

分學生希望接觸前線工作，所以酒

店會根據他們的意願，安排他們任

職禮賓部、健身中心、房務部及餐

廳等，負責協助接待客人、客房及

布草清潔等工作。

師徒同行 締造雙贏
李榮傑說：「『 商校合作計劃 』

的事業探索活動，為學生提供接觸

業界的機會，藉此拓寬人脈關係、
提升自信心、累積工作經驗及擴闊

視野，更重要是了解個人是否真正

喜歡及適合從事酒店業的工作。 」在探索過程

中，如果學生立定志向在酒店業發展，便應檢視

個人欠缺哪些方面的學歷或技能，並盡快補足，
預先裝備好再加入酒店業，反之，若認為不合適

的話，便應該找尋另一個事業發展的方向。此

外，「 商校合作計劃 」無論對學生及酒店業的發

展皆有好處，相信從事酒店業的人員都希望行業

能夠發展得更好更蓬勃，而加入「 商校合作計

劃」可帶來雙贏的局面。

對於如何推動酒店利用資源訓練年輕人，李榮

傑認為，負責推動計劃的人員或人力資源管理團

隊對管理層及部門主管的解說工作尤其重要，需

要讓管理層理解事業探索活動能對酒店或學生生

涯規劃的好處，以及明白佔用時間並不多，相關

部門只需安排一個「 師傅 」給學生，讓學生跟隨

便行。他續指，完善的前期安排、清晰的培訓計

劃、活動期間的支援及探訪，以至活動後的回

顧，對活動的推行十分重要，「 這樣會為計劃帶

來最佳的成效，一方面學生能夠掌握知識，而另

一方面部門的導師亦可更了解年輕新一代及從中

獲得成功感。」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加強科組協作加強科組協作 推動全校參與推動全校參與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推動生涯規劃

多年，旨在讓學生反思自身興趣、能力及

志向，並透過職學體驗活動，讓學生對升

學選科或就業有更清晰概念。鄺永燊校長

認為，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最重要是全校參

與，而非局限於組別形式，故學校生涯規

劃委員會與不同學科及組別共同協作，期

望在學校營造生涯規劃發展文化。

學生策劃活動 增自信心
生涯規劃委員會主席譚志威主任提及，

學校每年招募十至二十名中二至中五級學

生擔任生涯規劃領袖生，並為他們提供訓

練，認識及學習生涯規劃的理念和籌劃活動技

巧。生涯規劃領袖生職責廣泛，例如參與製作校

本生涯規劃期刊《陳朱人敢追夢》，邀請校友作

職業及升學分享。譚主任表示，學校每年舉辦的

「 生涯規劃週 」是全校參與的活動，學生除了負

責宣傳及推廣，更會主導及策劃活動。生涯規劃

領袖生於大學資訊日期間，透過訪問各院校大學

生，介紹不同的大學學科，並且製作與升學就業

相關的資訊影片，在「 生涯規劃週 」期間播放，
幫助全校學生了解大學學科及相關職業之餘，領

袖生亦能在製作過程中培養自信。
此外，生涯規劃委員會與不同科組合作，積極

善用校外資源，參加「 商校合作計劃 」及工作影

子計劃等，安排學生到不同機構參觀，例如生物

科學生可參觀生物科技公司，了解業界的運作及

工作內容；旅遊與款待科學生參觀不同的酒店，
有機會可體驗酒店工作實習；經濟或企業會財科

學生則可參與創業比賽。

拉闊學習體驗 激發潛能
生涯規劃委員會在校本生涯規劃教育上積極回

應學生的不同需要。學校在不同級別訂立生涯規

劃教育重點，針對學生在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
並為每級的學生和教師製作校本生涯規劃手冊。
中一及中二級以認識個人興趣與能力為主，中三

級重點為學生準備高中選科，中四級著重深化個

人興趣與能力，而中五及中六級則以職學體驗及

確立未來職志方向為重。此外，學校推出「 成績

提升計劃 」，為中五及中六級成績優秀的學生配

對合適的「 關顧老師 」，全面支援學生在學業和

情緒上的需要。學校亦會為成績稍遜和有特別學

習需要的學生和家長提供個人化的升學及就業輔

導，協助學生了解自己，及早訂定短期及長期目

標，規劃人生路向。
鄺校長認為，學校應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讓學生能夠及早確立個人未來的職志方向。因

此，學校在中一及中二級增加「 拉闊學習 」培訓

課程，提供日語、STEM增潤課程、手鈴及有機

農耕體驗等。課程每年或有不同，學生需自選一

科修讀，藉此培養興趣。吳森森副校長指，課程

為期半個學期，由合資格的導師負責教授，若學

生在所屬範疇有天賦，相關導師可持續培養他們

的才能。鄺校長補充，培訓課程旨在讓低年級學

生探索，故課程涉獵技能、體藝及興趣等，若他

們嘗試後發現興趣及能力合適，可銜接校隊及興

趣組別。學校因日語課程受歡迎，將在新學年聘

請導師到校教授日語文憑試課程，讓高中學生可

繼續發展個人專長。

升學就業輔導 發掘自我
學校重視學生的輔導工作，因此學校每年十月

為中六級學生舉辦為期三日的「 升學輔導週 」。
譚主任提及，學校會邀請多所大專院校的代表到

訪簡介課程。鄺校長補充，學校九月會為中六級

學生舉辦中學文憑模擬試，在輔導週期間舉辦模

擬放榜，預計學生取得的成績，讓他們釐清目

標、建立自信，規劃未來方向。若有學生成績未

如理想，教師亦可適時提供支援。模擬放榜後，
學校會安排日營，讓學生放鬆心情，並邀請校友

分享升學及就業心得，協助學生找到升學方向。
此外，學校特聘生涯規劃輔導員為全級中五學

生進行升學選科的個人面談，鄺校長期望學生藉

此及早了解自己的興趣，從而找到適切的升學及

就業出路。學生於面談前先進行性向及能力測

試，面談時輔導員會了解學生的升學想法，然後

提供面談報告予家長，讓家長更了解孩子的志

向。生涯規劃委員會成員以小組形式會見中三及

中六級學生，商討中三選科或聯招選科事宜，並

制定書面報告，讓學生、班主任及科任教師查

閱。鄺校長表示，學校去年首次推行「 學生休整

日 」，學生和教師在該天不用上課，班主任透過

與學生個人面談，了解他們的想法和協助他們作

個人反思、了解自己，繼而及早規劃人生。

▲（左起）張鏡光主任、校長霍俊榮博士和冼玉萍主任

▲莊子霖表示，教育界近年對於生涯規劃教
育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

特約專輯

▲梁耀康主席認為，有志加入電機
工程界的中學生，宜趁早打好數學
和物理的知識基礎。

▲李榮傑指，透過「商校合作計劃」為學生提供接觸酒
店業的機會。

▲酒店安排學生到房務、餐飲和行政部門工作，了解不同崗位的職務和
能力要求。

認清目標，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年輕人想有美好璀璨的前程，就要及早做好生涯規劃。

教育局非常重視對青年的培育工作，除了支援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更透過「商校合作計

劃」推動社會各界和學校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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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升學及投身社會做好準備。以下三間學校都是配合學生的需要，推行校本生涯規

劃教育。此外，三間不同的機構伙伴分享如何透過「商校合作計劃」協助學校推廣生涯規劃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