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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事項之一
學校從2012年開始已經把一些生涯發
展元素放入學校關注事項及周年計劃，
唯以往會每個「三年發展計劃」中會強
調某一兩個範疇：
➢ 2012-2015強調「生涯地圖」及

「性向評估」
➢ 2015-2018強調「生涯諮詢」及

「強化共通能力」
➢ 2018-2021強調「建立目標及個人

領導才能習慣」
➢ 情況於2020-2021有所改變，以

「採用生涯發展自評基準，培養學
生計劃未來的能力」為學校周年計
劃的其中一個關注事項中的目標之
一，並於校務會議中詳細解釋「香
港生涯自評基準」的內容

➢ 而2021-2024也把「香港生涯自評
基準」整體加入三年學校發展計劃
之中，並與各科組及委員會再加強
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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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事項之一

在推動全校參與方面，學校會持續把
「生涯發展」列為其中一個關注事項下
的重要策略，並每年均強調不同範疇，
近三年則重點推行「香港生涯自評基
準」，而各科組及各委員會亦需按學校
的發展方向及關注事項制訂他們的年度
計劃，以不同的策略配合10個自評基
準。

基準1  穩定和清晰的生涯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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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組成

■ 學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委
員會」由一組對這範疇相當
熟悉及已於「賽馬會鼓
掌．創你程計劃」(第一階段
)接受了加強培訓的老師組成，
而近年更增加成員數目至10
人。

■ 生涯發展會涉及學業、個人、
群性、升學就業及輔導等不
同元素，所以除了升學及就
業輔導委員會，還有其他功
能委員會負責生涯發展工作，
包括體驗學習委員會及生命
教育委員會等等。各委員會
的主任由一位副校長帶領下
定期召開會議，互相了解大
家的工作，共議發展和合作
的機會(基準二)。好處是透
過結合不同組別的學習活動，
更有效運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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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協作

■ 各科組多年來已認同「生涯
發展」是學校的長遠及持續
策略，亦十分配合學校及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的「年度計劃」，例如在課
程中滲入不同行業的資訊、
安排學生參觀與科目相關的
行業及邀請不同行業的校友
或嘉賓到校分享這個議題。

■ 2020-23「升學及就業輔導
委員會」的新安排: 為支援各
科組把生涯發展和工作環境
學習的元素融入課程，升學
及就業輔導委員會為不同科
組配對一位升學及就業輔導
老師(Career Coordinator) ，
使老師掌握最新的升學和職
場資訊，同時亦可加強委員
會和科組合作舉辦活動，以
避免資源重複配置和減輕同
事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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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

▪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的規模
擴大了，成員人數增加至10人，並
下調委員會主席和部分核心成員的
教擔，好讓他們有更多空間籌劃校
內的生涯發展課程及活動，並為中
六及中三學生提供個人/小組輔導。
另外，校方亦會有效利用各項政府
及學校津貼推動相關政策及活動。
例如，增聘一位教學助理，主要負
責生涯發展的行政工作。

▪ 學校時間表亦配合生涯發展的推行，
包括在每個循環周的第五日安排OLE

周會、並每年舉辦一次全校活動日
(Activity Day)等。

▪ 善用「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提供的資源，增設升學及就業輔導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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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

▪ 學校中層管理人員及「升學及就業
輔導委員會」所有成員共25人已分
別接受「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2021年第一階段的相關培訓，而校
長及「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主
席更於過去兩年接受了深度培訓及
出席無數的籌備會議

▪ 上學年(2021-2022)亦鼓勵未曾接受
培訓的老師參與「賽馬會鼓掌．創
你程計劃」第二階段的專業培訓。
此外，學校也利用「教師發展日」
舉行「生涯發展」講座，不斷更新
老師的資訊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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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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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BM成績表 實踐香港生涯
發展自評基準

帶來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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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2 專業能力與領導
■ 條件 2.1 在學校高級管理層（如校長、副校長等）的支持和參與下，組

成具備分佈式領導、管理、協調及人脈網絡能力的生涯發展團隊，以督
導生涯發展活動的設計和實施，及制定學校發展計劃的相應策略。

校長

SENOLE (LBS)生命教育輔導
升學輔導主任及

副主任

副校長

(學生事務)

檢討、分享生涯發展計劃
讓其他持份者了解他們在學校的生涯發展擔當的角色
➢ 定發展優次
➢ 連結不同持份者
➢ 整合、建立一個全校參與的框架

溝通、匯報生涯發展自評基準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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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從割裂
(FRAGMENTED)

到統整(INTEGRATED)
因誤會而分開
因了解而結合

13



基準四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基準六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班級

建基於基準2，建構了全校參與的三層輔導模式

(3-tiered guidance)

生命培育計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其他功能委員會

/ 社區支援

中一 班主任

輔導委員會
SEN 老師
社工
教育心理學家

中二 班主任

中三 班主任 小組輔導

中四 班主任
如有需要 (轉介), 例如
- 重讀
- 自修/退修選修科中五 班主任

中六 班主任 個別輔導

基準四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基準六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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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班級 生涯發展元素
自我認識及個人成長 探索多元出路 (升學、職業) 生涯規劃與管理、正面回饋

S1 班主任課: Managing My Life 、告別幼稚、
青春無限好

班主任課:: Managing My Life - 訂立目標
(SMART), 正向思維
LBS: 訂立目標、反思、回饋

S2 班主任課: Who am I? 、愛神之箭、告別
幼稚、網絡欺[零] 、缺陷無罪

班主任課:: 智「NET」人生 – 手機 (‘Seven 
Habits’: Be Proactive, Put First Things First)
LBS: 訂立目標、反思、回饋

S3 班主任課:人生大拍賣、Cupid’s Arrow 班主任課: 生涯發展途徑及多元出路 班主任課:時間管理、讀書技巧
LBS: 訂立目標、反思、回饋

S4 班主任課: 標竿人生、My Mr./Ms. Right、
who am I?
OLE週會: 德育及公民教育
週會: 精神健康

班主任課:生涯發展途徑及多元出路
OLE週會: 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體育發展、藝術發展

班主任課: 時間管理、讀書技巧
LBS: 訂立目標、反思、回饋

S5 班主任課: My Choice 、My Mr./Ms. Right
OLE週會: 德育及公民教育
週會: 精神健康

班主任課: 生涯發展途徑及多元出路、面
試、升學準備
OLE週會:社會服務、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體育發展、藝術發展

班主任課: 時間管理
LBS: 訂立目標、反思、回饋

S6 週會: 精神健康 班主任課及週會: 選科及多元出路 班主任課: 時間管理、壓力管理
LBS: 撰寫OEA

內容: 由不同委員會負責，包括生命教育委員會、OLE委員會、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
各委員會隸屬於學生事務委員會

建基於基準1及2 ，把生涯發展的概念和實踐全面納入課程中
(基準七)



基準七與生涯發展相關的學習應透過不同科目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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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CLD elements delivered through
formal lessons under subject-based learning Pathway Exploration 

learning: 

Generic skills/Essential skills Knowledge: subject knowledge/ 

labour market/relevance of 

subjects to career/study path

Career-related learning 

experiences & Connection to 

further studies

BAFS - To link BAFS curriculum with VASK model: to provide 

students at senior secondary level with fundamental 

business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develop their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so that they can fulfill 

their roles competently and confidently as consumers 

and employees and/ or entrepreneurs: positive 

attitude in spending, investing, saving

- to develop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in research, 

analysis, leadership, team-building, communi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and problem-solving 

through business-related activities

-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life 

stages

-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 Business communication

Business related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such 

business competition, 

business workshops and 

firm visits e.g. JA

中國歷史 在老師的引導及本科知識培育下，期望在以下四方面，學生能明白未來升學、工作
及建立人生目標的重要性及基本要求。
(1)價值觀：透過課程內容，例如：重要歷史事件、人物的功過，學習本科應用的價
值觀，如：兼容並包、開拓創新、優良品德、公民意識、對社會／社區及民族的責
任感、法治、公義、國民身份認同、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等。
(2)態度：學習求真、理性分析、客觀評論的學習態度。
(3)技巧：透過學習重要史事及人物的功過，掌握理解、綜合、分析、歸納、運用
及評論史料、史事的技巧和能力。
(4)知識：協助學生建構歷史的知識，以古鑑今。

舉行中三選科講座，提供本
科資訊及出路，幫助學生規
劃選科路向。
與世界歷史科合辦孫中山史
蹟徑導賞

基準七與生涯發展相關的學習應透過不同科目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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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S6)

■ Topic: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 Subject knowledge

– early 20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 Post-WWII: economic recovery & miracle

■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 Video

– Worksheet for cooperative learning

■ CLD elements

– VASK (Value, Attitude, Skill, Knowledge)

– entrepreneurship, creativity

Top tip: in line with existing 

school policies/ practices

Embedding CLD elements into 

subjects 

 ADDING extra work

Fine-tuning/ effective use of 

existing practices

- project learning

- reading to learn

- cooperative learning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skills

- talks and field visits (adding 

CLD elements such as V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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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夫婦是以日清食品的創辦人安藤百福，及其妻子
仁子為原型人物。
世紀的大發明：即食麵
1958年8月25日創製

Visit: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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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S3) 
Mini-project on salaries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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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tip: in line with existing 

school policies/ practices

• Existing practice: Flipped 

Classroom

• Subject knowledge: 

calculation of salaries

• CLD elements: labour marke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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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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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術為主到多元化資訊和經驗

例如: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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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三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基準五 學生參與及共同創建



學生的角色

– 從資訊接收到學習查找和處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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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角色

– 從活動參加者到共建者及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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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人經驗

到知識管理
持續和穩定的生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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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化例子

– 一般工作指引、放榜輔導(非聯招)指引

– 評估: 活動記錄、個人面談工具及輔導記錄、回
饋表格

– 申請課程/ 推薦計劃文件: 非聯招課程注意事項、
申請表格、推薦信範例、 OEA範例、面試問題

– 與持份者聯繫: 家長通告、邀請函

– 其他: 個人資料處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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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引包含BM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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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由上而下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升學及就業輔導老師為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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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檢視或擴充生涯發展團隊的成
員組合，以推動全校性參與的生涯
發展。

2019-20 2021-22 & 2022-23

1 (歷史)

1 (BAFS)

3 (數學)

1 (數學及SEN)

1 (化學)

1 (生物)

1 (通識)

1 (歷史)

1 (BAFS)

3 (數學)

1 (化學)

1 (生物)

1 (通識/ 公教)

1 (中文及SEN)

1 (英文)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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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
校長

升學輔導主任

及副主任

Career 
coordinators

科組

減堂老師

核心小組

班主任

生涯教育活動:

升學/工作世界

OLE (LBS) 生命教育 輔導 SEN

副校長

(學生事務)

BM4、BM6

三層輔導
照顧個別需要

BM7

把生涯發展的概念和
實踐全面納入課程

BM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BM5 學生參與及共同創建
BM8 與工作世界作有意義的接觸
BM9 與高等及延續教育院校作有意義的接觸

支援、回饋

溝通、合作、分工

支援、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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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方式與持份者進行溝通
對內 溝通渠道

學生 - 壁報

- Career Newsletters

- WSC MOODLE

- WhatsApp 群組

- IG

教師 - Repository

- 內聯網

- 教務會議升分享及匯報: 監察及支援

- 檢討會議: 總結成果、建議
家長 - 網頁

- Career Newsletters

- 電子通告: 發放訊息和收集意見
對外

校友 - 網頁

- 電郵

- WhatsApp

- 會面 (Face-to-face/ zoom)

- Career Newsletters (上載到網頁/ 電郵)

社區伙伴

大學 - 網頁

- 電郵/ 書信僱主

政府部門 - 網頁

學校的生涯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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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老師對生涯發展教育的概念

昨天

■ 較狹窄的概念: 主要在學生畢
業前提供升學就業輔導、升學
講座

今天

■ 較寬廣的概念、多元化活動、
以學生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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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包括以下元素

■ 自我認識

■ 路徑探索(學習機會和事業前景)

■ 升學及就業生涯管理及；或

■ 升學及就業概念或延展工作概念
（ENOW），如深度休閒(興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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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教育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
■ 課堂學習活動: 例如，班主任課、

周會、活動日、學科的課堂

■ 課外學習活動

– 講座
– 分享
– 職場參觀及工作體驗
– 參觀本地大專院校、教育展

及舉辦認識海外升學的活動
– 鼓勵和協助學生共同創建者

及推動生涯發展活動: 例如年
宵

■ 個人輔導、師友計劃

■ 家長教育

■ 融入不同學科的課堂/課
外學習活動

■ 結合不同組別的學習活
動: 例如：課外興趣小組
活動、義務工作活動

生涯發展教育不應與課程
和其他活動割裂
應該互相配合、互相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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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P @ JC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HKBM)
網上專業分享日: 學校故事薈萃

保良局胡忠中學
李鳳玲副校長
蘇文靜老師



BM1 穩定的生涯發展政策

參與HKBM前
學校行政架構

➢ 由生涯規劃組
主力推動相關
活動



參與HKBM後

BM1 穩定的生涯發展政策

➢ 橫向力量 -- 推動不同組別
參與

➢ 由副校長帶領，聯繫不同
職能組別，支持及推動有
關生涯規劃發展

➢ 除生涯規劃組外，其他組
別包括教師發展、輔導組
、訓育組、正向教育組及
校友聯繫

學校行政架構



緊扣學校表現指標
範疇二 : 學與教
範疇三 : 學生支援

BM1 穩定的生涯發展政策

按學生在不同階
段的需要，制定
有效的策略及計
劃



正向校園
➢ 24性格強項
➢ 意義

自主學習
➢ 學習提升計劃
➢ 各行各業睇真啲配合學校

關注事項

BM1穩定的生涯發展政策



BM2 專業能力與領導

中三選科
輔導

生涯規劃
領袖生訓

練

從學生需要出發
與不同功能組別協作

高中學習
提升計劃

中五才
智計劃

高中生涯
規劃課

各行各業
逐個捉

分佈式領導
生涯規劃團隊領導策劃、
推行及檢討有關計劃

各行各
業

睇真啲

機構參觀
及交流

家長晚
會校友
講座



生涯規劃組 生涯規劃組+班主任

橫向力量 -- 通過持續性專業發展培訓及Hub 分享，
提升分佈式領導相關的生涯發展知識及能力，發揮協同效應

生涯規劃組+班主任 + 輔導組
+學教組+科主任訓

高中學習提升計劃 : 個別輔導 (VASK)



BM2︰專業能力與領導

生涯規劃組團隊

生涯發展教育專業發展課程 (核心教師層級)

➢ 2/3 生涯規劃組同事已完成課程

➢對HKBM有一致的理解



BM2︰專業能力與領導

生涯規劃組團隊

• 學校網絡樞紐的交流 (School Hub)

➢ School Visit 



BM2︰專業能力與領導

生涯規劃組團隊

• 學校網絡樞紐的交流 (School Hub)

➢Collective Meeting



BM2︰專業能力與領導

生涯規劃組團隊

• 學校網絡樞紐的交流 (School Hub)

➢交流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