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涯規劃津貼」計劃書 2016-17 

學校：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學年： 2016-17  

諮詢方法：校政委員會、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數目：7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計劃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負責人 

1 

 

 

優化及加強生

涯規劃的推行 

 

1. 外購外間機構的高

中生涯規劃教育 

服務 

加深高中學生了解自己的

特質和潛能，探索何謂生

涯規劃及如何實行，提升

高中學生生涯規劃能力，

加深了解工作價值和自資

產增值的重要性。   

9/2016-7/2017 
高中工作坊、講座 

費用合共$12000 

70%高中學生認同有關

課程提升高中學生生涯

規劃能力，加深了解工作

價值和自資產增值的重

要性。 

問卷評估 升就組 

2. 職場考察:  

安排高中學生到職

場實地考察及進行

工作體驗 

增加學生對有關行業的認

識，如工作崗位要求、工

作前景及入職途徑。活動

提供工作場境及職業體驗

機會，以提升學生對工作

性質及職業的理解、鼓勵

學生開展生涯規劃並訂立

個人目標。 

 

10/2016-7/2017 

 

職場考察費用 

及車資 

合共$8000 

舉辦不少於 2 種不同行

業的考察。70%學生同意

考察活動能增加他們對

有關行業的認識。 
問卷評估 升就組 

3. 為中四學生安排 

校園營商活動  

學習營商技巧及應有態

度，體驗在校內開放日進

行營商活動。 

10/2016-12/2016 

 

 

活動資金 

$2000 

 

 

 

70%學生明白營商 

技巧及應有態度。 

問卷評估 升就組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計劃 預期好處 時間表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負責人 

1 

 

 

優化及加強生

涯規劃的推行 

 

4. 以單對單個別輔導形

式在生涯規劃輔導室

為全級中六學生 

(平均每 4 次) 及全級

中五學生(平均每人 2

次 )  提供個人生涯

規劃及升就諮詢輔導 

協助高中學生解決在升學

及就業的問題，學懂如何

決擇及規劃未來。 

10/2016-4/2017 

香港國際社會 

服務社 ISS 社工 

駐校 20 天費用 

合共$36500 

70%學生同意有關服

務能協助他們解決升

學及就業的問題，學

懂如何作擇及規劃未

來。 

社工評估 

報告 

 

升就組 

5. 參 觀 本 地 大 學 及

IVE/HKDI 的資訊日 

有助學生了解哥課程資訊 

10/2016-2/2017 
車資津貼 

$2033.6 

70%學生同意參觀大 

學大專院校的資訊日 

有助了解課程資訊。 

問卷評估 升就組 

6. 安排東華三院健康理

財家庭輔導中心為全

校學生在校安排新世

代「理財有道」教育

講座。 

讓學生學習實用的理財知

識，反思正確的理財觀，

建立健康理財好習慣。明

白及早為未來生活作好準

備的重要性，有助策劃並

建立理想人生。 

24/2/2017 費用全免 

70%學生同意活動能 

學習實用的理財知 

識，培養正確的理財 

觀，建立健康理財好 

習慣。 

 

問卷評估 升就組 

7. 安排不少於 20%高中

學生到職場進行工作

實習體驗。  

讓學生透過本地及內地實

習體驗活動，吸取職場經

驗，加深他們對不同行業

的了解。 

9/2016-8/2017 
車資津貼 

$2000 

70%學生同意活動能

吸取職場經驗，加深

他們對不同行業的了

解。 

 

問卷評估 

 

升就組 



 

8. 印製《出路 My Role》 

   校本生涯規劃書籍 

 

製作校本生涯規劃書(校

長的話、活動相片、行業

篇章、職業資訊、正向故

事)、有助高中學生了解課

程資訊。 

9/2016-1/2017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印

製《出路 My Role》 

校本生涯規劃書籍 100 本 

設計排版費+印製費合共

費用 $8500 

完成印製 

《出路 My Role》 

校本生涯規劃書籍 
升就組 

報告 
升就組 

  9. 聯同佛教黃鳳齡中學

遠赴台灣進行為期四

天聯校台灣升學考察

團 

讓學生跳出香港，放眼世

界，親身體驗及了解台灣

升學情況。到訪大學包括

佛光大學、玄裝大學及東

吳大學。 

28/6/2017- 

1/7/2017 

參與中四級學生 17 人 

及 2 名老師 

每名學生獲$1200 資助

17 人 x $1200 

合共$20400 

70%學生同意台灣升

學考察團加深了解台

灣升學資訊。 問卷評估 升就組 

2 提升學生訂立

及實踐目標的

能力。 

1. 設立圓夢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為學業、課

外活動參與及品德三

個範疇訂立目標，透

過班主任輔導，按部

就班達成目標。班主

任在每個學期，選出

兩名最積極完成目標

的同學，獲頒圓夢獎

勵計劃大獎。 

提升學生訂立及按部就班

實踐目標的能力。獎勵積

極完成目標的學生，使其

奮發向上，提升學生上進

心。 
9/2015-7/2016 

上學期: 

S1-S6 各班 2 名， 

每名獲$100 書券及獎狀， 

8 班 x $200 元 = $1600  

下學期:S1-S5 各班 2 名， 

每名獲$100 書券及獎狀，  

6 班 x $200 = $1200  

合共$2800(書券) 

70%學生同意圓夢獎 

勵計劃能激勵自己訂 

立目標，實踐夢想， 

提升上進心。 

問卷評估 升就組 

     總額: $ 94,233.6    

（1）上年度撥款盈餘   $ 94,233.60 

（2）2016/17 收入      $ 0                                                  

（3）2016/17 預算支出  $ 94,233.6                                                                           

（4）本年度撥款盈餘   $ 0                                                                                                 日期 ： 20/10/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