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ddhist Wai Yan Memorial College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生涯規劃
  盡展才能

第三期

2019年 4月至2020年 3月

地址：新界長洲大興堤路 25號　電話：29810188　傳真：29819467　網頁：http://www.waiyan.edu.h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buddhistwaiyan　電郵：wyb-mail@hkedcity.net

生涯規劃

特刊



升學及就業

多元化生涯規劃活動．．．．．．．．．．．．．．．． P3

高中個別生涯規劃評估及輔導．．．．．．．．．．．． P4

模擬放榜及面試技巧工作坊．．．．．．．．．．．．． P4

職業技能工作坊．．．．．．．．．．．．．．．．．． P5

職場考察．．．．．．．．．．．．．．．．．．．．． P5

職業體驗 尋覓理想．．．．．．．．．．．．．．．． P6

學生成就．．．．．．．．．．．．．．．．．．．．． P7-8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全校學生提供有系統的生涯規劃教育，透過多
元化的生涯規劃活動，讓學生探索及了解自己的能力、興趣和特質；明

白工作與自我增值的關聯性，從而提升規劃未來的動機，尋找適合自己

的升學或就業途徑，實踐目標。

  中一及中二級舉辦「我有一個夢工作坊」、「訂立目標工作坊」及
「理財及時間管理工作坊」等活動，以遊戲及活動形式讓學生認識不同

類型的職業，並訂立志向，以及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

  中三級舉辦「學生升學及選科講座」、「尋找生命的色彩」班主任
課及新高中課程體驗等，此類活動使學生了解更多選修科與其未來發展

的關係，從多角度去考慮合適自己的科目。

  中四至中六級安排了各類型的實踐性活動，務求讓學生體驗放榜以
後的人生道路，從「模擬放榜」、「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成功在夢

工作坊」等，了解更多人生計劃的可行性；學生進一步參與「面試技巧

工作坊」、「生涯規劃日」、「職業技能工作坊」、「職場考察」、

「工作體驗計劃」等，更能認識實際的職場環境，累積社會工作 經驗。

輔導組
2019-20年度成員

主任：林真敏老師
組員：歐陽兆宗老師、陳雪怡老師、許珮錡老師、關慧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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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生涯規劃活動

初中「尋找生命色彩」選科工作坊

東華學院升學講座

學生學習規劃冊

臺灣高等教育展

高中「工作價值」生涯規劃工作坊
珠海學院暑期探索日營

生態旅遊行業發展講座

初中「我有一個夢」
生涯規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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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個別生
涯規劃評估
及輔導

生涯規劃輔導室

  升就組與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合作，安排專業社工以個別輔導形
式為高中學生提供生涯規劃及升就諮詢輔導，協助他們解決升學及就
業的問題，學懂如何為自己的未來作抉擇。此外，駐校社工與升就老
師會定期溝通，跟進輔導學生進度，為同學升學 就業做好準備。

  本校設有生涯規劃輔導室，提供一站
式升學就業輔導資訊，包括本地各院校課

程單張及到外地升學資料，配合完善多媒

體設備，有助社工及老師為學生進行升學

及就業輔導及小組面試訓練。

  

本組與中文科跨科合作，

為中六學生舉行升學及求職面

試工作坊，講解面試的答問技巧

及面試者應有的的態勢語等，讓學生

做好準備；另外亦舉行了模擬中學文憑考

試放榜，校方以學生的中五級學年考試成績預

計於公開試的表現，學生領取模擬成績單

後，需到所選擇的模擬院校進行面試。

是次活動有助提升學生的面試能力

及釐清自己的升學方向，於放

榜前能積極作好準備。

模擬放榜及面試技巧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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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技能工作坊
  為鼓勵學生多元發展、提升攝影美學涵養，升就組為學生舉辦「攝影技能工作坊」。工
作坊先由專業攝影師教授基礎攝影知識，包括人像攝影、動態攝影及影樓燈光應用。期後再
到長洲一帶取景，讓學生親身練習風景攝影，透過實拍，老師逐一評賞學生作品，從而提升
學生的拍攝技巧。 最後，攝影師向學生講解專業攝影師的日常工作及入職途徑，提升學生對
攝影的興趣，助學生作出生涯規劃。

  

  我很榮幸有機會去到全球最頂級之一、香港

歷史最悠久的酒店    香港半島酒店參觀。這次參

觀使我親身感受到半島酒店的氣派，並了解不同餐

廳的特色、觀賞酒店內擺放的各種古蹟文物，真是

令我大開眼界！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張總經理向我

們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和成功之道，不少在場的同學

都被他的故事感動起來。張總經理自小便想成為一

名飛機師，但因為患有色盲，以致未能圓夢。但即

使面對如此挫折，也沒有放棄，決心成為一個成功

的人、圓另一個夢。他的點撥，讓我明白到挫折並

非人生的終點，而是人生的開始。我們作為身體健

全的年青人，更加應該努力，不能因遇到逆境而放

棄，要保持力爭上游的心，為社會作出貢獻。

中六勤 黃傲雪

  

  今天有機會參觀香港開業近一世紀的半島

酒店，實在十分難得，令我獲益良多、大開眼

界。首先要向帶給我們參觀機會的雷賢達先生

表示謝意，還要向全體半島酒店的職員表示感

激。酒店職員陳小姐帶領我們遊走酒店各個地

方，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直升機的候

機室，真想不到原來半島酒店可以提供直昇機

飛行觀光旅程的體驗，讓顧客從廣闊的角度，

在天空中欣賞香港美景，製造難忘的旅程。此

外，半島酒店的客房設計集古典優雅韻味及時

尚格調於一身，並設高科技的裝潢特色，房間

內設有智能平板電腦，讓每位客人能輕易控制

全房的設施，令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最後，

令我得益最大的是與職員陳小姐的對話，她樂

於分享自己的工作點滴，讓我們對酒店及款待

行業的工作，有更加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中六勤 張可瑩

  

  是次半島酒店的參觀真的讓我大開眼

界！它讓我更深入認識了酒店的工作環境

及文化，以及員工的專業工作態度。我的

選修科是旅遊與款待科，一直對酒店的認

知只限於書中的描述，而對五星級酒店的

認識更少。透過今天的參觀，我發現酒店

的工作世界遠遠超乎我所想，包括不同的

工作崗位、豪華的設備及員工的工作態度

等等，真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中六勤 楊家良

  

  這次有機會到半島酒店參觀，真

是感到十分難得和榮幸。首先要向雷賢

達先生表示謝意，讓學生得到大開眼界

的機會。雷先生的演說甚具啟發性，他

讓我明白到前路是由自己決定的，沒有

麼東西能阻礙一個人的成功。此外，還

要向為我們演說的張總經理表示感激，

他的故事讓我深深感受到，儘管在人生

中會遇到辛酸及困難，但亦不可輕易放

棄，要抱著正面的態度和堅持的信念，

最後才能成功。人必須要有夢想，並且

需要努力追尋。

中六勤 黃梓堅

中六勤 黃傲雪

中一勤
鄧梓康

  有幸參加這一次攝影班，令我學到

很多攝影和運用相機的技巧。我喜歡用

不同相機模式拍攝花草樹木，因為每種

模式都可表現出不同的意境。導師十分

專業及友善，他教導我們拍攝很多美麗

的相片，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中二勤
田子熹

  參與是次活動後，

我對攝影產生了很大的

興趣；我的攝影能力及

技術亦比以前進步。

中三勤
彭曉晴

  兩位攝影老師很用心教導我們，並且仔細為我們

介紹如何使用相機，更教導我們如何在不同角度和不

同地方拍攝出不同的相片效果。期望再有機會參與下

一次攝影技能工作坊，令自己的攝影技術變得更好。

考察職場   升就組為學生安排一連串職場考察活動，增加學生對有關行業的認
識，如入職途徑、工作崗位要求及工作前景。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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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haus職場體驗 
  本校中四學生張嘉慧、中五學生郭曉諾、黃傲雪、梁耀宏參加由
「友‧導向」師友計劃安排的職場體驗活動，於bauhaus進行為期兩天的
工作實習。bauhaus為學生準備生涯規劃交流會，同學更有幸與bauhaus
的行政總裁共膳，了解其創業心得。活動中亦安排學生參觀辦公室，

了解公司的背景、業務及日常運作。最後，每位同學到指定地點，包括

bauhaus、Superdry、Salad進行實習，體驗零售業的日常工作。

職業體驗 尋覓理想
「友•導向」—「職場體驗」活動

  中五勤張偉諾參加「明日之星──星伴同行」師友計劃，與任職入境處主任布鎮權先生配對為師友，計
劃透過個人友師分享的生命故事和人生經驗，在個人成長、生涯規劃、職場或學業抉擇及保持正向思維等方

面，為青年提供啟導和意見，啟發青年及擴闊他們的生活視野，陪伴他們探索生涯規劃，並提升他們對自己

未來的希望感。

「明日之星──星伴同行」師友計劃

  是次的時裝零售體驗，除了讓我學習到很多書
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外，還學習到不少對待顧客的技

巧，對未來有意投身零售行業的我有很大的幫助。

2018-19年度 中五勤 黃傲雪

  在實習的第一天，我參觀了bauhaus的辦公室，了解公司的背
景、業務及日常運作，發覺bauhaus的產品設計十分獨特，有一種
與眾不同的感覺。此外，我有幸能與bauhaus的行政總裁共膳，了
解其創業心得，更初次體驗零售的工作，感覺比想像中辛苦！

2018-19年度 中五勤 梁耀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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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出色的攝影師。在本年度中，我十分榮幸得到「明日之星計
劃  上游獎學金」，也十分感謝主辦機構及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的贊助。我會把得到的獎
學金儲起來，留作日後入讀大學之用；另外，我會將一部分的獎學金用作購買攝影器材和

學習攝影。 就短期而言，我會參與更多有關拍攝的學習活動，例如我會在學校的校園電視
台繼續擔任不同的拍攝崗位，並參加不同的比賽；長遠而言，我希望從事一些和拍攝有關

的工作，例如：婚紗攝影師、風景攝影師等。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明日之星計劃」對我們的幫助。

  中四級盧凌沖同學榮獲第五屆「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獎項是由杜葉錫恩教育基金主辦，以

嘉許在操行、學業及課外活動方面有顯著進步的

同學。

  中六級江肇天、中五級張偉諾及中四級温灝然同學榮獲「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獎項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扶貧委員會成
立，旨在鼓勵學生能在逆境中具奮鬥精神，努力學習；保持正面價值觀及生活態度，並對未來抱有志向。

學生成就

  我是一個熱衷於運動的學生，我的生活和運動形影不離，我主要參加的項目為獨木
舟，我參加過很多比賽，也得到不俗的成績，因此老師提名我參加「上游獎學金」。我十

分榮幸這次能夠得到上游獎學金，也很感激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的贊助，這筆獎學金對我來

說不止是金錢的援助，更是對我的一個肯定。對於獎學金的運用方面，我會將一少部分購

買運動裝備，其餘則會留在日後作學費繳交之用。我希這筆獎學金能夠令我在運動及學業

方面有所幫助。 我也制定了短期和長期目標。短期目標方面，我希望利用修讀下一個課程
前的空閒時間，增加運動訓練、鍛鍊身體；長期目標方面，我希望能夠在學業和運動上得

到更好的發展，盡己之能，做得更好。

  我出生自單親家庭，所以我知道，所有機會也是得來不易的。我的興趣是繪畫，透過
繪畫，能培養我的耐性，並能排解壓力，更能藉此提升自己的觀察力。我會經常參與不同

的繪畫比賽，增進自己的繪畫技巧之餘，亦能向其他參賽者學習，令自己不斷進步。感恩

有幸獲得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多謝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的贊助，亦感謝老師的幫

忙。我知道機會得來不易，所以希望這筆獎學金能成為完成目標的動力，我會好好善用這

筆獎學金，為自己增值，例如添購參考書；我亦會繼續提升及增進自己的藝術素養及知

識，以期視覺藝術科能在文憑試中考獲理想成績。我現在選修的科目是生物科和視覺藝術

科，兩科也是我的興趣，而我日後希望從事護理工作。我的短期目標是文憑試能達到預期

的成績；長期目標則是能入讀大學護理系，將來投身護理行業，為社會作出貢獻。

中五勤 張偉諾

中六勤 江肇天

中四勤 温灝然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2019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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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級郭詩晴同學榮獲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行樂優異
獎學金>港幣一仟元。獎項是由行樂社慈善基金主辦，以嘉許
對學業成績理想、有上進心、願意服務社群的學生，鼓勵他

們努力學習，奮發向上，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學生獎勵計
劃獎學金旨在鼓勵抱積極人生態度的青

年學子，努力求學，尊師重道，自強不

息。期望同學能成為香港未來的棟樑，

為社會貢獻。

  中六級張可瑩同學對護理行業甚感興趣，於高中付出學
習時間修讀「健康護理」應用學習課程，學習態度正面、成

績優良，成功榮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港幣一仟元， 值得
表揚。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
第四屆學生獎勵計劃2019

  「只要肯做，一定進步」是「青苗學界進步獎」的理念
及口號。獎項由青苗基金主辦，銳意激勵同學們在品德及學

業上求取進步、建立自信、發揮個人潛能。得獎者不一定名

列前茅，而是因為在學業或品德等方面有顯著進步而獲獎。

得獎同學：

中二級 郭詩晴、何弘軒
中三級 董雯悦、梁子轅、姚明杰、黃佩利、張旭言
中四級 黎家權
中五級 郭曉諾、張可瑩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9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2019

得獎同學：

中一級 彭曉晴  中二級 何弘軒  中三級 梁子轅
中四級 黃佩利  中五級 黎家權  中六級 梁耀泓

全港初中學生獎勵計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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