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生涯規劃教育計劃書 (2020-2021) 

負責組別: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就組)- 

合作伙伴：童軍知友社 

 

 

    目 標      策 略  對 象 實行日期 負責人   評 估 

1. 培育學生的生涯

規劃意識 

舉行生涯規劃博覽會：透過展覽及小遊

戲，讓學生認識可謂生涯規劃及中學生

在生涯規劃的不的不同可能性 

全校 1月上旬 童軍知友社 觀察 

參加歷情體驗~生活反思體驗活動：透

過不同攤位檢視個人能力‧興趣、現實情

況，為自己定位，規劃人生 

中五全級 11月下旬 童軍知友社 問卷及觀察 

中二級生涯規劃課：生涯價值觀 中二全級分班 2月下旬 班主任 觀察 

課室探訪：向學生介紹撰寫個人自述的

精要，讓學生反思自己在新高中的學習

經歷 

中五全級分班 6月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目 標      策 略  對 象 實行日期 負責人   評 估 

2. 讓學生認識自己

的興趣、性格及

能力，盡展所長 

課室探訪：利用網上測試工具認識自己

的職業性向 

中六全級分班 9月上旬 升就組 會談 

課室探訪：利用職業字典，發掘自己的 中五全級分班 9月下旬 升就組 學生工作紙 



興趣，認識自己喜愛的職業 

參加 Career Live職業模擬遊戲  中四全級 4月 聖雅各福群會 問卷及觀察 

參加「生涯規劃遊樂場」多媒體工作坊 中三全級分班 第二學期 童軍知友社 問卷及觀察 

參加「我是…我想~自我認識」工作坊 中二全級分班 第一學期 童軍知友社 問卷及觀察 

中一級生涯規劃課：認識自我 中一全級分班 第二學期 班主任 觀察 

    目 標      策 略  對 象 實行日期 負責人   評 估 

3. 讓學生認識最新

的升學及就業情

況，並及早裝備

自己為目標準備 

參加中六模擬放榜 中六全級 9月開學事

務日 

童軍知友社 問卷及觀察 

課室探訪：聯招跟進:選科，附加資料及

個人自述 

中六全級分班 10月下旬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職業訓練局課程介紹 中六全級 12月 職業訓練局 會談及觀察 

內地及台灣升學介紹 中六學生 11月 香島專科及海華

基金 

會談及觀察 

內地升學聯招模擬試 中六學生 12月 香島專科 會談及觀察 

大學聯招模擬面試 參加聯招的中

六學生 

上學期 香港青年協會 問卷及會談 

參加職業專才教育體驗課程 不參加聯招的

中六學生 

未定 職業訓練局 問卷及會談 

參觀大學/大專 高中學生 10月至 11月 升就組 計算學生出席

率及觀察學生

投入情度 



鼓勵及資助學生參加大專不同行業體

驗課程 

中三至中五學

生 

長假期 升就組 問卷及學生出

席率 

課室探訪(認識 E-app及報讀非資助專

上課程)  

中六學生 2月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文憑試放榜輔導 中六級學生 7月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安排文憑試放榜攤位 中六級學生 DSE放榜日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目 標      策 略  對 象 實行日期 負責人   評 估 

4. 擴闊學生視野，

協助學生探究工

作世界 

展板介紹各類職業 

(每二星期更新一次) 

全校學生 全年 升就組 觀察 

早上閱讀與工作世界相關文章及後學

生寫述感受 

全校學生 各級一年兩

次 

升就組 學生文章的質

素 

為每班訂閱生涯規劃報章「明路」 高中各班 全年，每星期

一次 

升就組 班主任問卷 

鼓勵學生參加大灣區實習計劃 中六級 5月至 7月 香港文化藝術發

展中心 

學生匯報 

鼓勵學生參加內地及海外實習計劃 高中學生 長假期 社福機構 及  

教育局商校合作

計劃 

學生匯報 

 

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中五全級 三月 香港迪士尼樂園

公司 

問卷及觀察 



參加「恒隆‧築跡—年輕建築師計劃」 
中三學生 全年 恒隆地產 學生匯報 

 

參加「友‧導向」職場體驗計劃 
中三至中五學

生 

6月至 7月 扶貧委員會 學生匯報 

 

參加工作實戰計劃：經歷由預備、招

聘、工作體驗、分享及交流整個歷程 

中五學生 6月至 8月 童軍知友社 學生匯報 

 

參加工作面面觀活動：參觀實際工作環

境、了解公司架構、入職條件…等 

中四至中五學

生 

3月 童軍知友社 問卷及會談 

與生物科合作，鼓勵及資助學生參加護

理及物理治療證書課程 

中四及中五生

物科學生 

7月至 8月 升就組及生物科 問卷及學生出

席率 

    目 標      策 略  對 象 實行日期 負責人   評 估 

5. 個人及小組生涯

規劃輔導 

個人輔導：每一位學生全年最少有一課

節個人時段與升就老師作個人生涯規

劃 

全體中五學生 全年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個人輔導：JUPAS選科及中六其他出路

輔導 

中六學生 DSE放榜期

間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個人輔導：中三選科及其他出路輔導 中三學生 3月至 5月 升就組 會談及觀察 

生涯規劃成長小組：協助有學習困難的

學生作針對性的訓練及指導 

高中 SEN 11月至 2月 童軍知友社 會談及觀察 

    目 標      策 略  對 象 實行日期 負責人   評 估 

6. 家校合作 舉辦高中多元出路家長講座 高中家長 10月中旬 童軍知友社 問卷 

文憑試放榜家長講座 高中家長 6月下旬 學友社 問卷 



 

財政預算 

 

 

 

 

 

 

 

 

 

 

 

 

 

 

 

 

 

 

 

註一：預算支出 

 

 

 

 

 

 

 

 

 

 

 

 

 

 

 

 

 

 

2020-21 預算教育局撥款 $642,000 

2019-20 加：預計盈餘 $128,400 

  $770,400 

 減：預算支出 (註一) $690,480 

 預算盈餘撥轉 20/21 $79,920 

項  目 款 項 

學位老師一名年薪連強積金 $438,480 

助理教師一名年薪連強積金 $252,000 

總數 $690,480 

以下項目以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交通費 $5,000 

中六級模擬面試 $14,000 

中五級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30,000 

中四級 CAREER LIVE $10,000 

機構講座費用 $3,000 

暑期職業課程及大專體驗課程 $45,000 

總數 $10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