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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工作報告 2014/15 

 

目標 策略 成效評估 實際支出 

� 提升本校學生及家長對生涯規劃

的認識 

� 協助本校學生了解個人的性格、

興趣、能力、潛能、職業性向 

� 提供機會讓本校學生了解升學及

行業最新資訊，並作親身體驗 

� 協助本校學生探索從學校到未來

工作的路徑 

� 協助本校學生建立及培養正面的

工作態度 

� 增加本校學生訂定目標的意識及

動機，從而協助本校學生確立具

體可行的目標及升學選擇並建立

自我管理的能力 

購買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提供的

「織」夢「織」動生涯規劃服

務，與教師協作舉行以下活動： 

中一至中六級學生： 

� 講座、工作坊 

� 參觀 

� 生涯規劃日 

� 工作影子計劃 

� 個案輔導 

SEN學生： 

� 工作坊 

� 工作影子計劃 

� 個案輔導 

家長：講座 

- 各活動的推行情況、參與人數及參加者意見簡表

詳見附件。 

- 學校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作緊密，全年共進行

了三次會議，計劃及檢討生涯規劃輔導活動的成

效。雙方有良好的溝通和協調，香港青少年服務

處能明白學生需要、學校期望，並與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教師及班主任互相配合、協作，能為各級

學生、家長提供適切的生涯規劃教育。 

- 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作期間，教師能向社工學

習專業的輔導及帶領活動技巧，有助增強教師能

量。 

$257,600.00 

� 減輕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教師工作

量 

聘請生涯規劃行政助理 聘請的行政助理能為教師分擔舉行生涯規劃活動的

行政工作，有效地為教師創造空間。 

$119,700.00 

� 提供多元校內外活動，加強各級

學生生涯規劃教育 

� 增加學生參加生涯規劃活動的誘

因 

� 升學及就業組策劃及帶動各

班級進行生涯規劃活動 

� 資助學生參加與生涯規劃有

關活動的車費或活動費 

- 校內舉辦了多項生涯規劃活動，如： 

� 模擬放榜：學生表示能從體驗活動中誘發他們認

真思考出路及裝備自己。 

� 升學就業問答比賽：學生反應積極投入，表示透

過比賽能誘發留意相關資訊。 

� 校友周會分享：學生對講座內容感興趣，投入、專

心。於問答環節，發問踴躍。 

� 校友入班分享：學生留心聆聽分享，學生表示被

$26,9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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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而會更努力讀書。 

� 各級班主任節，內容包括時間管理、面試技巧、選

科及不同職業的要求等：班主任節與生涯規劃活

動配合，作為相關延伸，令班主任節更具意義。 

- 學生出席了多項校外生涯規劃活動，如： 

� 參觀職訓局、北角海關總部、Ricoh 公司、海洋公

園及國泰城等：學生反應積極正面，認同活動能

增加學生對不同行業的認識。 

� JA 工作影子計劃：同學對於能親身到公司實地觀

察機構員工工作，覺得非常有意義，而且能具體

知道公司運作及相關工種的實際工作，獲益良多。

能與機構員工直接交流及有整天的接觸機會，同

學表示非常難得，對活動有非常正面的評價。 

� JA 小生意大創意：透過商界義工分享，學生對企

業精神有所認識，亦對職場加深了解。 

� 樓宇安全學生大使計劃：出席辦公室巡禮、「建築

專業人士知多 D」講座、攤位設計工作坊等活動，

活動令學生對工程、測量及建築等行業加深認識。 

� 提供幫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的資

源，如：參考書、性向測驗 

購買書籍、參考書 - 全級中三及中五學生皆有完成向香港輔導教師協

會購買的性向測驗，學生能透過測驗反思及了解

個人的升學就業取向，班主任亦能從中更認識學

生，進行輔導。 

- 已擺放一些與生涯規劃有關書籍於圖書館、自修

室及課室，方便學生閱讀。 

$10,163.50 

合共： $414,435.40 

教育局撥款： $517,620.00 

本年度計劃結餘： $103,1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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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夢「織」動生涯規劃服務(2014/15) – 各服務推行情況 

性質 服務名稱 對象 預計人數 實際人數 活動目標 達成程度 備註 

講座 夢想成真 中一至中三 408人 408人 1. 協助同學認識生涯規劃的概念 

2. 引導同學明白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3. 協助同學認識生涯規劃的步驟 

4. 促使同學為自己訂立夢想 

88% 同意/非常同意 

90% 同意/非常同意 

87% 同意/非常同意 

81% 同意/非常同意 

NA 

講座 計中有「計」 中一至中三 408人 408人 1. 激發同學認識自己的動機 

2. 有助同學訂立有效的目標 

90% (2分或以上) 

90% (2分或以上) 

0分為沒有

幫助，４分

為明顯有幫

助 

 

講座 「志」在必得 中四至中五 301人 301人 1. 鼓勵同學尋找及訂立自己的人生目標 

2. 讓同學認識職場的要求、並明白須為就

業作好準備 

88% (2分或以上) 

89% (2分或以上) 

講座 人生 GPS 中四至中五 301人 301人 1. 認識生涯規劃的概念及重要性 

2. 協助同學了解青少年職場的表現，並鼓

勵他們以良好的心態規劃自己的人生 

92% (2分或以上) 

92% (2分或以上) 

講座 升學就業

GOGOGO 

中六家長 50 – 60人 60人 1. 認識生涯規劃的概念 

2. 了解青少年就業的情況 

3. 認識壓力的來源 

4. 了解處理壓力的方法 

100%同意/非常同意 

97% 同意/非常同意 

100%同意/非常同意 

97% 同意/非常同意 

NA 

講座 生命很美，只

因有你 

全校家長 NA 70人 1. 協助家長了解青少年成長的不同需要 

2. 協助家長認識青少年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100% (2分或以上)  

100% (2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工作坊 我有我材 中一至中二 265人 265人 1. 增加同學的自我認識 

2. 讓同學明白到不同性格與實現夢想的關

連 

90% 同意/非常同意 

89% 同意/非常同意 

NA 

工作坊 我有我類型 中三 134人 134人 1. 提升同學自我的了解及認識 

2. 透過自我認識協助同學制定個人的發展

計劃 

93% (2分或以上) 

93% (2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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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服務名稱 對象 預計人數 實際人數 活動目標 達成程度 備註 

工作坊 我的職業性向 中四 139人 139人 1. 活動有助同學增加對個人性格、興趣及

能力的了解 

2. 活動有助同學明白個人性格、興趣、能

力與個人職業選擇的關係 

93% (2分或以上) 

94% (2分或以上) 

 

工作坊 掌「時」人 中一 10-15人 15人 1. 提升同學時間管理的能力 

2. 教導同學制定個人合適的時間表 

100% (2分或以上) 

100% (2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工作坊 我的目標 中三 10-15人 17人 1. 活動能提升你訂立具體及可行目標的能

力 

2. 活動有助你制定個人的短期及長期發展

目標 

94% 同意/非常同意 

94% 同意/非常同意 

NA 

工作坊 獨特的我 中四 10-15人 17人 1. 了解個人性格及能力 

2. 了解性格與升學/就業的關係 

100% (2分或以上) 

80% (2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工作坊 踏上「中專」

路 

中三 10人 9人 1. 提升同學對中專文憑課程的認識 

2. 協助學生為中專面試作好準備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工作坊 人生拼圖 中六 10-15人 9人 1. 協助同學求職前作好準備 

2. 讓學生明白撰寫求職信的方法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工作坊 羸在起跑線 中六 15人 4人 1. 提升同學求職的準備能力 

2. 提升同學面試的信心 

100% (4分) 

100% (3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工作坊 規劃棋盤 SEN 10人 10人 1. 協助同學了解不同類型的職業及工種 

2. 協助同學發掘自己的人生目標 

100% (3分) 

100% (3分) 

工作坊 性格透視 SEN 10人 10人 1. 協助同學了解自己的個性 

2. 協助同學認識自己的強項及弱項 

3. 協助同學了解個人的擇業方向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100% (2分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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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服務名稱 對象 預計人數 實際人數 活動目標 達成程度 備註 

工作坊 求職面面觀 SEN 10人 10人 1. 協助同學認識撰寫求職信的注意事項 

2. 協助同學認識面試的模式及技巧 

3. 提升同學面試時優勝之處及不足之處了

解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100% (2分或以上) 

 

 

工作坊 職業潛能研習

小組 

SEN 10人 10人 1. 增加同學對自我職業志向的了解 

2. 提升同學的求職方法及技巧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參觀 搵工達人 中四至中五 30-50人 14人 1. 你認識就業服務機構及了解尋找工作的

方向和途徑 

2. 掌握最新職業的資訊 

100% (2分或以上) 

100% (2分或以上) 

 

參觀 夢想啟航多面

「體」 

中三至中六 每次 30-

50人 

18人/ 

20人 

1. 活動有助你認識行業(私人會所/髮型設

計) 

2. 活動令我了解工作的實際環境和工作實

際情況 

100% (2分或以上) 

100% (2分或以上) 

1/12已舉

辦過一次，

9/3將為第

二次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參觀 踏上「大學/

大專」路 

中三至中六 每次 30-

50人 

UST:55人 

HKU:51人 

1. 活動能增加同學對院校及學系的認識 

 

2. 活動能讓同學了解入學要求及學習模式 

 

3. 活動能促進同學尋求升學方向 

UST: 94%同意/非常同意 

HKU: 100%(2分或以上) 

UST: 87%同意/非常同意 

HKU: 100%(2分或以上) 

UST: 92%同意/非常同意 

HKU: 98%(2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工作 

影子 

 

實戰前傳(一) 中四至中六 16人 15人 設工作日誌了解同學的得著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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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服務名稱 對象 預計人數 實際人數 活動目標 達成程度 備註 

工作 

影子 

實戰前傳(二) 中四至中六 5人 5人 此活動只設<反思工作紙>協助同學成長 NA NA 

工作 

影子 

職業體驗 SEN 8人 4人 1. 讓同學學習到有關的工作技能 

2. 了解真實的工作環境及行業情況 

3. 體驗實際的工作環境 

100% (2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小組 

層面 

小組評估 中三、中五 304人 298人 1. 提升同學的自我認識 

2. 協助同學探索個人發展方向，制定個人

發展計劃 

98% (2分或以上) 

99% (2分或以上) 

個別 

輔導 

個人發展計劃 中三至中五 20人 20人 1. 提升同學的自我認識  

2. 增加同學對升學及就業資訊的更多了解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個別 

輔導 

職業輔導治療

服務 

SEN 6人 6人 1. 提升同學的自我認識 

2. 提升個人生活技巧(包括專注力、情緒

及生活管理) 

3. 幫助同學在個人升學/就職的發展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100% (3分或以上) 

0分:沒有幫

助，4分:明

顯有幫助 

生涯規

劃日 

夢想啟航多面

「睇」 

中四至中五 301人 228人 1. 提升同學對不同行業要求及工作內容的

認識 

2. 進一步引導同學思考個人職業的興趣及

方向 

99% (2分或以上) 

98% (2分或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