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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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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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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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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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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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職出前路，我做得到 !」
聯校生涯規劃日 Career Exploration Day

  本校中四級及中五級同學參加Project WeCan「學校起動」計

劃「職出前路，我做得到」生涯規劃日，活動在邱子文青年學院舉

辦，當天開幕典禮由「學校起動」計劃吳天海主席致開幕辭。是次

活動目的是讓學生透過親身體驗不同行業所需技能，更能了解個人

長處及興趣，從而裝備自己。學校先在9月派發問卷給學生填寫，

在當天提供職志報告給所有同學，每位學生分不同時段，參加適合

其性向的職業介紹及體驗，其中有超過30個職場體驗安排，包括傳

媒、護理、廚師、水手，社工、會計、藝術、物業管理、美容等。

此外，大會又安排學生參加職業興趣諮詢、升學資訊展板及不同攤

位。透過生涯規劃日能培育學生，建立其自信心，激發他們規劃人

生，為日後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校參加由「學校起動」計劃及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主辦的「聯校教師專

業發展日」。本年度活動包括以「有效教學的

理念與策略」為主題的二十八節專題講座，及

十七節有關趣味、健康、溝通的講座，為教師

提供開闊視野、反思自我的平台，促進專業交

流及持續改進。

全體老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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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聯校「趁墟做老闆」2019 展銷會
日期：2019年 3月 22日至 24日
地點：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與經濟科、視藝科、中文科及校園電視台跨科

組合作，安排本校中四及中五同學參加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趁墟做老闆」展銷會。「趁墟做老闆」展銷會為「學

校起動」計劃一年一度的大型聯校活動，為學生提供大好機會一展創

業精神，提供平台及機會讓學生發揮創意，體驗如何由零開始，籌備

屬於自己的零售生意。透過活動能培育學生的多方技能，包括領導才

能、企業精神、項目策劃、溝通、協作、推廣及銷售能力。

公司理念  
設計創新，文化傳承

感恩惜福，送暖傳情

產品特點  

自家原創產品製作

別出心裁的攤位設計

銷售產品

手作花牌

開幕禮

榮獲營商計劃書匯報優異獎頒獎禮

營商計劃書匯報

展銷會花絮

1. 同學原創繪製插畫

2. 展現長洲舞獅文化

3. 突顯長洲漁港特色

4. 傳承手作花牌工藝

雙層膠水瓶



與師長同遊香港大學資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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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原創產品製作

別出心裁的攤位設計

學生學習規劃冊
  升就組為全校學生編製校本「學生學習規劃冊」，協助同學訂立確切可

行的目標。「學生學習規劃冊」鼓勵學生在學業、品德及課外活動三方面訂

立目標，協助學生按部就班達成目標，實踐理想。班主任會定期檢閱小冊子，

跟進及輔導每位學生實踐目標的情況，並在各學期末選出兩名最積極完成目

標的同學，頒發圓夢獎勵獎學金及證書，以茲獎勵。

多元化生涯規劃活動

學生學習規劃冊

我要訂立目標

初中「我有一個夢」生涯規劃講座

班主任為初中學生進行升學輔導

高中臺灣升學講座

職業訓練局專業教育學院 (IVE) 課程體驗日

高中「資產增值」生涯規劃講座



面試技巧工作坊暨模擬中學文憑考試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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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態度、語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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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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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個別生涯規劃評估及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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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在升學及就

業方面做好準備。

生涯規劃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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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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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考察
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

  本校同學參觀無綫電視 TVB及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媒系。

  工作坊由新聞教育基金主辦，主要由資深傳媒人教授傳媒基本

概念，由專業導師以小組實習進行新聞個案分析。同學更可參觀無

綫電視台新聞製作及了解主播工作實況。

新聞個案分析，
培養判批性思維

新聞做主播
親身與 TVB 新聞主播交流 

民航處航空教育徑
  本校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參觀政府部門民航處總部
航空教育徑。是次參觀活動目的是增進學生的航空知

識，例如：香港的航空發展歷程，民航處的角色，國

際航空樞紐。在活動中亦介紹不同民航處的職位，工

作崗位、入職要求及晉升前景，讓學生更進一步了解

航空業的工作。

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
  「海港城」商場為香港最大型的購物中心，集購物、
美食、娛樂、景觀於一身，在維多利亞港海旁聳立四十

多年至今，與香港一同成長，是香港一個不可或缺的名

勝，站穩業界行內的領導地位。本校中四至中五級同學

有幸參觀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了解其企業的理念與營

運模式。在活動中亦安排一位建築設計師講解如何持續

改善海港城的建築及物業空間。同時，亦介紹了有關建

築行業的工作崗位及入行途徑，讓學生更了解建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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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城
國泰城參觀學生感想

  很高興這次能夠參觀國泰城。在這個活動

中，我能了解到更多關於國泰航空公司的運作

和更多航空業的資訊。

                                            中六勤 江肇天

  這次參觀國泰城，使我獲益良多。我於是次參觀得

知許多關於機場的運作和空中服務員的工作性質。令我

最深刻的是參觀機艙和問答環節，參觀機艙可以讓我了

解由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公司製作的飛機有甚麼分別；

問答環節中我亦知道了不同職位的入職要求和薪金，所

以能夠參與此活動，令我感到十分開心。

                                                                 中五勤 郭曉諾



「友‧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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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體驗

職場體驗計劃 2018

  人生第一次工作實習就在宏
宗建築有限公司，實習期間我認

識了很多長輩，他們教了我很多

待人接物的道理，其中我跟隨的

長輩是一個秘書，他教我很多秘

書的日常工作，例如如何開信及

處理帳單等等。那三天我真的獲

益良多。

                           中六勤 張維浩

  當我參加這個工作實習體驗
後，我發覺能夠讓我充分了解每

一個行業的工作。例如我在建築

行業中，我發現有不少的大小建

築事務都交給建築公司處理，所

以當我進入建築公司實習時會發

覺有很多職員在工作。同時，我

亦能夠了解公司每一個部門如何

運作，令我增廣見聞同時亦都能

夠讓我增加對行業的知識。因此，

參加這些工作實習體驗對我們未

來有很大幫助。

                             中六勤 陳德澤

  自小對交通工具甚感興趣，

非常珍惜這次工作實習體驗。路

政署的工作人員令我更了解香港

道路及鐵路工程的發展，港珠澳

大橋及香港相關工程項目的最新

動向。

                              中六勤 陳展曄

「Train 出光輝每一程」
計劃 2018

醫院管理局暑期
           實習計劃 2018 

  很開心能夠參與醫管局舉辦的暑期實習計
劃，我認識了不同醫院的部門，各個崗位所負責

的工作，亦觀察到不同的工作環境。更重要的是

認識了許多朋友，大家一同做小組專題，認識彼

此是個難得的機會。

                                                       中五勤 張偉諾

  去年暑假期間我參加了「Train出光輝每一程」

計劃，透過歷奇體驗營、自我認識及生涯規劃工作

坊、港鐵工作體驗和實習等活動，釋放自己的潛能，

啓導自己思考及展開生涯規劃。

                                                                    中六勤陳展曄

尋覓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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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體驗計劃 2018

「Train 出光輝每一程」
計劃 2018

  中六級盧雯雪同學榮獲青年事務委員會優秀青年嘉許計劃優異
獎，獎項以嘉許同學在個人成就、領導才能和社會服務上表現優秀

的青年人，目的為勉勵香港青年人積極向上、追求卓越，並鼓勵地

區舉辦更多高質素、有效推動青年發展的青年活動。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2018

  恭賀中五級張俊雯、中六級張卓亨、陳展曄榮獲 「全港青少
年進步獎」優異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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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2018

  中六級盧雯雪同學及陳德澤同學榮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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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勤 陳德澤   得獎感受：

  我很榮幸能夠獲得上游獎學金獎項，再次多謝獎學金贊助人亞聯工程

公司，讓我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其實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需要為自己訂立

一個目標。當訂立一個目標後，就應該要堅持付於實行，而不是停在某個

位置等待奇蹟的來臨。即使有時會因為一些小事情而停滯不前，但只要能

堅持，夢想總會成真。而這獎學金能助我一臂之力，成就了我的夢想。我

將會拿這些錢到書店買關於室內設計的書、畫紙和關於風水學的書。常

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室內設計與風水學相輔相成，密不可

分。相信風水學必定會成為我學習室內設計的利器。

  我是盧雯雪，居住在長洲，就讀於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在是次計劃

中，我十分榮幸能獲取上游獎學金，成為得獎者之一。對我而言，此獎項是

一份肯定與鼓勵。於未來的日子裡，我將會利用部分獎學金來增值自我。完

成了文憑試後，我會運用空檔時間來報讀急救課程。我認為急救知識擁有着

不可忽視的價值，在危急時可運用知識拯救生命，同時也可助人助己，減少

社會醫療負擔。另外，我還會利用獎學金來應付日常所需，例如增添中六的

教科書等。在未來的日子，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名老師，將自己的知識、

生命歷程及人生經驗分享給學生，期待有天自己能親手培育社會的幼苗成為

棟樑，然後再以生命影響生命。

學生成就

中六勤 盧雯雪 得獎感受：

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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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苗學界進步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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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勤  郭詩晴        三誠  張碧君
三勤  梁子轅        四勤  梁梓健
五勤  張可瑩        六勤  林玟希
榮獲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8

  中四級何逸朗、梁梓健及中五級楊家良、張偉諾同學榮獲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第三屆學生獎勵計劃獎勵金。計劃向品

德兼優、發奮自強的中學生頒發獎勵金，以鼓勵他們勤奮學習，

於未來回饋社會。紹根長老指出，學子是社會的未來棟梁，培

育青少年德育成長，是非常重要，期望得獎者學成之後，能關

愛社會，以慈悲精神無私奉獻社會。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8

「紹根長老慈善基金」第三屆學生獎勵計劃

  圓夢獎勵計劃向積極達成目標的學生頒發獎學金，以鼓勵他們建立上進心，積極實踐理想。 

一勤  鄧俊樑  布芷欣
二勤  田子熹  黃羿博
三勤  董雯悅  姚明杰
三誠  張旭言  莫穎昕 
四勤  溫灝然  梁梓健 
五勤  張可瑩  張偉諾   
六勤  蔡峻鏗  林玟希 

  中六級江肇天同學及李梓洋同學榮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
學金。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是由尤德爵士基金理事主辦，

旨在鼓勵品學優良高中同學，協助有為的年輕人好好裝備自

己，應對未來各種挑戰，並為香港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8
中五勤 張偉諾

圓夢獎勵計劃 2018-19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7-18

  中六級陳德澤同學榮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獎項是

由羅氏慈善基金成立，旨在嘉許修讀應用學習課程中學習

態度正面和表現良好的學生。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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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勤 吳毅軒

  我想成為一位電子競技員，為中國於亞洲區爭光。雖然我於射

擊遊戲方面的技術不高，但把失敗作為經驗的基石，不斷向上奮

發，我相信必有成功的一天。電子競技的路不易走，是一項專業的

認可運動，但只要我不放棄，一直堅持下去，成功的一天將會不遠。

  我的夢想是成為旅行達人，希望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當中我

最喜歡到日本泡溫泉，於溫泉旅館裡我可以享用美味的晚餐及難忘

的溫泉體驗。同時，我亦可以認識當地文化習俗和參觀文化遺產。

中二勤 蔡梓恆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可以令別人開心的人，可能是棟篤笑講

者，可能是喜劇演員，可能是網絡上寫笑話的作家。可是，我

發覺我年紀太輕，人生經驗不足，未能寫出讓人會心微笑的笑

話。雖然如此，我仍會於平日積學儲寶，觀察身邊人和事。年

紀輕正好是我的優勢，讓我有足夠時間為我的夢想奮鬥。

  我的夢想是當一名攝影師。我特別喜歡拍照，看見可愛的動物、

好看的植物、特別的景物，我都會忍不住將所有都拍下來。我要拍下

全世界美好的景物，輯成一本屬於自己的相集，跟別人分享我的喜悅。

中三誠 莫穎昕

  我的夢想是做一名插畫師，因為我愛藝術、善藝術、好藝術。

正因為如此，我更有動力追尋我的夢，你們會支持我嗎？你們的點

滴支持，是我成為插畫師的養份，滋養著我成為插畫師的夢想。

一勤  鄧俊樑  布芷欣
二勤  田子熹  黃羿博
三勤  董雯悅  姚明杰
三誠  張旭言  莫穎昕 
四勤  溫灝然  梁梓健 
五勤  張可瑩  張偉諾   
六勤  蔡峻鏗  林玟希 

中二勤 黃羿博

中三誠 張碧君

學 生 願 景 「 我 的 夢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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