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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書院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擇業輔導服務工作報告 

 

1. 繼續聘請生涯規劃教育助理協助推行及支援校本生涯規劃教育。為加強生涯  

規劃教育工作，本組部份老師獲減課節或減免班主任職務。 

 

2. 16-17 年度獲教育局生涯規劃津貼 (CLPG) 撥款共$566880.00。撥款的 20%

 將撥作儲備，餘款結合上年儲備共$674963.05，用途如下 : 

 I.  聘請合約老師以騰出本組老師空間作生涯規劃教育 

 II.  聘請生涯規劃教育助理 

 III. 資助校本生涯規劃教育活動 

 ( 詳細財政報告見第 8 頁 ) 

 

3. 為提供同學升學資訊以助他們作充份知情的選擇，16-17 年度舉辦了多場講

 座。學校與校外機構合辦的講座均在同一時段提供多於一個選擇，讓同學選

 擇有興趣參與的講座。同學歡迎這項安排。 

 I. 邀請校外機構 / 嘉賓主講 

  中五級 : 

i. 21/11 邀請了城市大學及 HKCC 合辦升學講座，簡介聯招、自資學

位及副學位課程 。  

ii. 30/11 邀請了科技大學、浸會大學及 HKU SPACE 合辦升學講座，簡

介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iii. 17/5 邀請及恆生管理學院及東華學院合辦升學講座，簡介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同學反應良好。 

  中六級 :  

i. 21/11 邀請了城市大學及 HKCC 合辦升學講座，簡介聯招、自資學

位及副學位課程 。  

ii. 30/11 邀請了科技大學、浸會大學及 HKU SPACE 合辦升學講座，簡

介學位及副學位課程。 

  iii. 21/11 邀請了 VTC 合辦升學講座，簡介各項課程。 

  iii. 19/10 邀聖雅各福群會主講面試技巧。同學反應熱烈。 

 

 II. 校友 / 本組老師主講  

  中三 :   

i. 已完成 2/9 升學講座 及 21/2 選科講座，提供升學資訊，簡介本校

選科機制及講解選科技巧及注意事項，讓同學能於選科時作充份知

情的選擇。 



P.2 
 

  ii. 3/3 家長晚會簡介高中課程、學生出路、本校選科程序及選科需留

   意地方。85 位家長及同學參加，反應良好。 

iii. 已於 20/4 及 12/5 完成選科輔導電腦工作坊。本組同工於電腦室簡

介選科相關的電子資訊平台，並輔導同學即時實習使用。七成以上

同學認同工作坊有助他們認識這些電子平台並使用為選科搜集資

訊。八成以上同學認同此活動有助他們作充份知情的選擇。 

 

  中五級 :  

i. 已完成 2/9 升學講座、21/10 出路資訊講座及 10/5 聯招及其他出路

講座，提供升學資訊，簡介聯招申請程序及選科策略，不同出路資

訊及搜尋資訊工具，讓同學能作充份知情的選擇。 

ii. 11/11 Career Day 校友分享畢業後出路、升學 / 行業情況、面試心

得、選科貼士…等。同學於兩個分組時段按自己興趣出席校友及升

學(本地及海外) / 工作機構的分享會，更深入了解他們有興趣的課

程 / 工作。同學反應良好，超過八成同學認同有助他們認識不同

出路。 

    

  中六級 : 

  i. 21/9 完成聯招講座，簡介聯招報名程序及其他出路。學生十分專

   注。 

  ii. 23/9 家長晚會，簡介學生出路、聯招及其他課程申請辦法，並為 

   家長提供輔導子女建議。約 30 位家長及同學出席，反應良好。 

iii. 11/11 Career Day 校友分享畢業後出路、升學 / 行業情況、面試心

得、選科貼士…等。同學於兩個分組時段按自己興趣出席校友及升

學(本地及海外) / 工作機構的分享會，更深入了解他們有興趣的課

程 / 工作。同學反應良好，超過八成同學認同有助他們認識不同

出路。 

iv. 10/7 完成模擬放榜及學生出路講座。40 名同學及家長出席活動，

了解出路資訊及搜尋資料工具，同學亦預習放榜當日程序，同學大

多態度認真。出席者反應良好，積極發問。 

 

4. 透過性向測驗，協助同學認識自己。 

 中三級 : 已於 14/1 透過簡化版的 Holland’s Test，同學初步了解自己的個人

   特質和將來事業方向。 

中四級 : 已於 19/10、20/10 透過賽馬會鼓掌創你程(CLAP)提供的事業興趣 

測驗 (CAAS、學生背景測驗及 BIM ) 讓同學初步了解自己的事業

興趣，開始計劃未來出路。更協助學校分析同學生涯規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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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 已於 15/3、29/5 透過賽馬會鼓掌創你程(CLAP)提供的事業興趣測 

驗 (學生背景測驗及 PGI )讓同學能認清自己的興趣及事業路向，

訂立目標後計劃並開始實行。 

中六級 : 已於 22/9、27/9 透過 CLAP 提供的事業興趣測驗( CII ) 讓同學更

多了解自己的事業興趣，可能合適的事業方向 / 工種及升學可能

合適的課程。 

 

5. 透過增加參觀校外機構或工作體驗，擴闊同學視野。 

 中三級 :  

i. 於 11/11 全方位學習日參觀葵涌青年學院及海事訓練學校，讓同學參觀

學院設施及了解不同課程及出路。建議來年嘗試活動前徵詢學生的參觀

意願及期望，並增設體驗活動。 

ii. 9 位同學於 26/6 參與 VTC 開辦的職場實務課程 : 遊戲軟件設計、AR 及

VR 課程體驗活動，同學投入活動。 

  

 中四級 :  

i. 11/4 及 28/4 參加了由聖雅各福群會帶領的 Career LIVE 活動。同學於限

定時間內體驗不同工作，導師先教授相關工作技巧，同學需真實地完成

相關工作，如執拾酒店房間、拍攝廣告片、急救、修理汽車……等。同

學十分投入學習和實習，活動後的解說亦認真參與。九成以上同學認同

活動有助同學認清自己的興趣及專長、探索夢想、更多體會工作世界及

工作觀、反思及訂立人生目標。帶隊老師對活動的評價甚高，認為活動

很有意義，建議來年繼續參加。 

ii. 參與 11/4 及 12/4 CLAP 舉辦的政府部門參觀。17 人參觀海關、1 人參

觀規劃署。同學十分投入，熱烈發問。 

iii. 於28/6聖雅各福群會協助安排參觀BBH投資銀行，10位中四同學參加，

同學熱心參與，回應十分正面。部份同學更主動參加該公司的模擬面試，

活動後還可與公司職員共晉午餐，機會難得。 

iv. 13 位同學於 26/6 參與 VTC 開辦的職場實務課程 : 遊戲軟件設計、AR

及 VR 課程體驗活動，同學投入活動。 

v. 13 人次參與 VTC Summer Fun 職場實務課程。 

 

 中五級 :  

i. 11/11 Career Day 下午同學自由選擇校外參觀項目 : 香港醫護學會、

THEi、聖雅各福群會、突破青年村、財經顧問公司、美容學院。活動運

作暢順。但部份同學表示因交通擠塞致被逼縮減參觀項目及部份參觀內

容與期望有些出入，但近八成同學認同有助他們了解不同行業。 

ii. 參與 11/4 及 12/4 CLAP 舉辦的政府部門參觀。11 人參觀警務處、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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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海關、12 人參觀規劃署。同學十分投入，熱烈發問。 

iii. 於 28/6 聖雅各福群會協助安排參觀 BBH 投資銀行，8 位中五同學參加，

同學熱心參與，回應十分正面。部份同學更主動參加該公司的模擬面試，

活動後還可與公司職員共晉午餐，機會難得。 

iv. 12 位同學於 26/6 參與 VTC 開辦的職場實務課程 : 遊戲軟件設計、AR

及 VR 課程體驗活動，同學投入活動。 

v. 1 人次參與 VTC Summer Fun 職場實務課程。 

 

 中六級 :  

11/11 Career Day 下午同學自由選擇校外參觀項目 : 香港醫護學會、THEi、

聖雅各福群會、突破青年村、財經顧問公司、美容學院。活動運作暢順。但

部份同學表示因交通擠塞致被逼縮減參觀項目及部份參觀內容與期望有些

出入，但近八成同學認同有助他們了解不同行業。 

 

6. 各級入班活動 

 中一級 :  

- 於 22/3 進行生涯規劃初探入班活動。同學反應大都理想，九成以上同

學認同活動有助他們了解不同工作的性質，超過七成同學表示將會使用

「職業字典」搜集不同職業資訊，七成以上同學認同活動有助他們增加

對工作世界的認識及探索自己的方向。活動能讓同學初步思考自己未來

方向，並認識一些基本搜集資訊方法，為將來能作充份知情選擇作準備。

來年繼續舉辦此活動。 

 

 中二級 :  

- 於 8/2 進行生涯規劃初探活動。以職業字典為藍本，讓同學初步認識不

同職業。同學反應理想，八成以上同學認同活動有助他們了解不同工作

的性質，八成以上同學開始探索未來方向，超過七成同學表示將會使用

「職業字典」及 e-導航搜集不同職業資訊。活動能讓同學進一步思考自

己未來方向，並實踐一些基本搜集資訊方法，為將來能作充份知情選擇

作準備。來年繼續舉辦此活動。 

- 於 28/9、15/11 及 9/2 午讀時段播放生涯規劃影片。班主任就知識、技

能及態度方面和同學討論。 

 

 中三級 :  

- 14/1 完成入班活動「尋找生命的色彩」，本組老師及社工分組入班進行

活動。同學反應理想，活動進行流暢。同學透過簡化版測驗增加了解自

己的事業性向類型，相關的選修科目及未來職業，從而訂立升學目標，

有助於學期終選科時作充份知情的選擇。跟進活動由聖雅各福群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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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4/5 協助進行。社工們協助同學進一步探索不同選修科的出路，輔

導同學作合適的選科抉擇。 

- 4/5 及 5/5 舉行學長選科分享會，由中四中五的學長分享選修科內容、

學習情況及當年選科心得。中三同學自由選擇出席兩次分享會，反應十

分熱烈，同學積極發問，學長們亦用心回答。超過七成同學認為活動讓

他們更了解各選修科，有助他們選科。 

 

 中四級 :  

- 2015 年 9 月至 11 月舉辦各行各業知多 D 簡報製作比賽，同學二人一組

製作自選行業簡介簡報。同學透過活動增加認識工作世界，搜集資料過

程讓他們更了解該行業。已跟據去年建議刪減工作坊部份，同學仍可自

行完成簡報，且質素不俗。 

 

中五級 :  

- 28/4 完成「生涯地圖」入班活動。活動讓同學了解自己的事業性向特質、

工作價值觀、夢想及出路選擇，繼而開始訂立目標及計劃。本年度加入

CLAP 設計的「人生規劃」活動作為引起動機，反應良好。超過九成同學

認同活動有助他們了解人生是可控的。整個活動近九成同學認同有助他

們了解自己的價值觀及有助他們思考出路方向。近七成同學認為本活動

有趣味，較去年大幅改善。本屆同學近七成同學滿意本活動。 

 

7. 已於 19/10 及 8/11 舉行中六級面試講座及模擬面試。邀請聖雅各福群會主

領。全級同學就所選擇的升學範疇參加面試，以小組形式分別以中文及英文

作答。同學用心準備，但不免有些緊張。模擬面試工作坊學生反應良好。超

過七成同學反映工作坊很有幫助，於真正升學面試時被問到相同問題，工作

坊有助他們作好準備。 

 

8. 12/7 文憑試放榜日運作較往年暢順，列印成績單及相關資料於約 7:45a.m.

完成，較往年早。派發成績單及各項輔導工作亦十分順利。自去年開始，有

不少同學遲到，今年亦有不少同學遲到。由於今年政府很大機會資助自資學

士學位課程，老師建議拿到 33222 的同學考慮盡快報讀一項心儀自資課程，

故同學大多盡快離校。輔導工作於十一時前大致完成。12/7 – 18/7 放榜輔導

電話專線運作暢順，接聽十多通學生及家長來電查詢、數量較往年少。查詢

內容不少有關自資學士學位及副學位出路諮詢。 

 

9. 本組積極加強擇業先鋒培訓。14名中三及以上核心成員由陳永成老師帶領。

本年度聖雅各福群會協助培訓本屆擇業先鋒，進行了四次培訓活動，訓練同

學帶領活動技巧。此外，擇業先鋒亦積極參與由陳永成老師帶領的校內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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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推廣校本生涯規劃教育。擇業先鋒參與活動包括 : 桌上遊戲培訓、協

助推行午間互動問答遊戲 (百萬富翁)、協助推廣 504室及午間於 504室當值，

實踐朋輩輔導、協助整理展板、剪報及網上資料……等。本屆擇業先鋒十分

盡責，投入活動。來年將邀請 CLAP 協助培訓。建議於低年級著手招募擇業

先鋒，及早加以培訓，希望能成為更有力的團隊，協助校內推廣生涯規劃教

育。 

 

10. 跨科組協作方面，本年度與中文及英文科合作，本組於 15-16 試後活動期間 

指導同學撰寫學生學習概覽(SLP)中 1500 字個人自述部份，並批改內容，給

予同學修改意見。同學修改後，中、英文科老師於 16-17 上學期協助批閱同

學的文法。此外，本組與兩科語文老師亦已同一方式協助同學撰寫聯招申請

中附加資料部份的 500 字個人自述。合作過程暢順。  

 

11. 經校董會審議，本校將於 2017 年 9 月開辦應用學習課程，本組主要負責同

學選科的輔導工作。17/1 及 20/1 已分別向學生及家長簡介應用學習課程內

容、出路及選科策略，協助他們作充份知情選擇。23 位家長及 8 位同學出

席家長晚會。不少同學及家長認同應用學習課程有助同學增加出路選擇，且

熱烈詢問流程及申請程序問題。3 月初協助同學報讀體驗課程，106 人次申

請報讀相關體驗課程。四十多位同學獲面試機會。5/5 舉辦面試輔導請座，

簡介面試技巧，同學大多專心，態度認真。 

 

12. 本組繼續以電郵與同學連繫。積極與本校不同部門 (特別是資訊科技組) 合

作，探討引入整理同學資料概念 (個人檔案)，讓同學及老師能更容易掌握學

生整體學情況。本組更與明報合作製作校本生涯規劃網頁，提供更便捷平台

讓同學搜尋生涯規劃資訊。本年度已採用 CLAP 生涯規劃資訊及學生資料平

台的工具，配合 CLAP E-Portal 事業性向測驗，開展學生背景測驗，並分析相

關資料，有助了解學生情況，讓學校行政更能配合推動校本生涯規劃教育，

提供更適切輔導。 

 

13. 生涯規劃資源中心 (CLPC)，即 504 室，內設 3 台電腦供上網搜尋資訊、活

動枱椅供同學進行活動及開會之用、書籍及期刊供同學閱讀、舒適角落用作

面談、不同種類生涯規劃工具及遊戲供同學使用……等。來年繼續加強 504

室推廣，期望更多同學使用有關設施。將申請 CLAP 撥款改善 504 室設施，

上限約$100,000。已有資源室初步藍圖，亦即將開始各項物資估價。 

 

14. 本組持續與本校不同持份者合作。校友協助向中六同學簡介畢業後出路。跨

科組協作方面，本組與中、英文科、資訊科技組、聯課活動組、學務組協作，

幫助中六同學撰寫學生學習概覽與聯招個人自述及合作製作學生學習相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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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組亦與資訊科技組合作整理同學成績，以協助班主任於接見家長時

有更清晰的學生成績資料，更能掌握學生整體學習情況。學生輔導方面，本

組與班主任、輔導組、訓導組及學校社工緊密合作，經常運用校外資源協助

有需要的同學，尋找合適自己的方向及出路。 

 

15. 本年度繼續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透過民政事務局「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

計劃 IMPROVED」，成為伙伴，為本校提供免費校本服務。服務包括中三選

科活動、中四工作體驗活動、中四至中六職業參觀、模擬面試及工作實習……

等。來年活動重點為擴闊同學視野的職場參觀、工作體驗及實習活動。 

 

16. 已於 9 月開展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CLAP) 的伙伴合作。 

i. 本學年合作重點為 E-Portal 運用及活動成效檢討。 

ii. 老師培訓方面，已於 20/12 向全體老師進行生涯規劃培訓。52 位老師

出席。簡介生涯規劃教育理念 / 方向、一些基本技巧和工具及 CLAP 與

本校合作方向。此外，於 10/4 已向本校行政人員及本組成員簡報 E-Portal

背景測驗結果分析，讓校方以另一角度了解本校同學的情況。未來收集

更多數據，將更全面了解同學的生涯規劃需要。本組同工更積極參與

CLAP 的會議及培訓，經常出席此計劃的分享會，更於其中分享本組試

行「人生規劃」活動經驗。21/8/2017 教師日營由 CLAP 帶領全體老師進

行培訓活動。 

iii. CLAP 協助安排部份中四至中六參觀活動，並提供交通費資助。 

iv. 來年合作重點 : 老師培訓 (LIFE DESIGN)、協助擇業先鋒培訓及 504 室

配置。 

 

17. 本組所有同工已完成基礎 / 進階生涯規劃培訓課程。其中 3 位更已完成 100

小時證書課程。同工積極參與校外培訓，獲取最新生涯規劃教育資訊，更於

最短時間內透過電子平台發放給同工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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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生涯規劃津貼 16-17 財政報告 : 

 

 項目 收入 支出 

1. 教育局生涯規劃津貼 16-17 (CLPG) $566,880.00  

2. 教育局生涯規劃津貼 15-16 儲備 $108,083.05  

2. 生涯規劃助理薪金及強積金 

(9/2016 – 8/2017) 

$12000×1.05×12 

 $151,200.00 

3. 部份支付聘請合約老師  $372559.25 

4.  校本生涯規劃教育活動 

(詳細項目見下表 : 升學及擇業輔導

組財政報告) 

 $37,827.80 

5. 撥入 2017– 2018 年度儲備  $113,376.00 

 Balance $674,963.05 $674,963.05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 2016 – 2017 財政報告 : 

 

1. 輔導教師協會會費 $400.00 

2. 擇業先鋒配章 $1550.00 

3. 資助校外活動交通費 $4652.00 

4. 面試技巧講座講員費用 $2540.00 

5. 模擬面試工作坊  $8670.00 

6. 活動費及獎品 $595.80 

7. 校本生涯規劃網頁 $18800.00 

8. 老師參考書及運費 $620.00 

 總支出： $37,827.80 

 

升學及擇業輔導組成員： 

 

呂偉玲(主任)、馮家昌、李舒蘭 (10 月離職)、盧綺華、陳永成、甄嘉琪、梁淦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