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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分享環節三

Connecting student-focused programmes to

create an interwoven school-based CLD programme

貫通學生為本的活動

構建緊密連繫的生涯發展教育



標竿計劃 Unique Goals Project (UGP)

• 高中生涯規劃教育系列

• 一條龍 (中四至中六)

• 積極參與
→自我認識
→生涯探索
→規劃管理

• 全校參與模式

• 師生比例 1 : 5



標竿計劃 Unique Goals Project (UGP)

• 中四下學期至中六上學期

• 生命教育課時段進行
(星期五下午，平均每月一次)

• 善用資源
校內：教師專業發展組 ＋ 校友會 ＋ 家教會 +

學生領袖
校外：大專院校 + 社福伙伴



級別 目標

中四
投入參與

自我認識

中五 生涯探索

中六 規劃管理

標竿計劃 Unique Goals Project (UGP)



中四 中五 中六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1 職業世界2 生命補習班 模擬放榜

生命之旅 放眼大學世界 生命補習班分享 多元出路2

性格透視
理想 VS 「你」想

的大專生活
升學就業巡禮2 履歷工作坊

職業世界1 多元出路1 面試工作坊 背上祝福

升學就業巡禮1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2 模擬面試

標竿計劃 Unique Goals Project (UGP)



中四 中五 中六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1 職業世界2 生命補習班 模擬放榜

生命之旅 放眼大學世界 生命補習班分享 多元出路2

性格透視
理想 VS 「你」想

的大專生活
升學就業巡禮2 履歷工作坊

職業世界1 多元出路1 面試工作坊 背上祝福

升學就業巡禮1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2 模擬面試

UGP X BM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中四 中五 中六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1 職業世界2 生命補習班 模擬放榜

生命之旅 放眼大學世界 生命補習班分享 多元出路2

性格透視
理想 VS 「你」想

的大專生活
升學就業巡禮2 履歷工作坊

職業世界1 多元出路1 面試工作坊 背上祝福

升學就業巡禮1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2 模擬面試

UGP X BM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中四 中五 中六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1 職業世界2 生命補習班 模擬放榜

生命之旅 放眼大學世界 生命補習班分享 多元出路2

性格透視
理想 VS 「你」想

的大專生活
升學就業巡禮2 履歷工作坊

職業世界1 多元出路1 面試工作坊 背上祝福

升學就業巡禮1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2 模擬面試

UGP X BM5 學生參與及共同創建



中四 中五 中六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1 職業世界2 生命補習班 模擬放榜

生命之旅 放眼大學世界 生命補習班分享 多元出路2

性格透視
理想 VS 「你」想

的大專生活
升學就業巡禮2 履歷工作坊

職業世界1 多元出路1 面試工作坊 背上祝福

升學就業巡禮1 我和導師有個約會2 模擬面試

UGP X BM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國際認可：得到外界對學校生涯規劃教育工作的認同及

肯定

客觀標準：檢視生涯規劃教育工作的亮點，鼓勵同工的

努力及肯定成果 (BM1, 2, 3)

發展優勢：全面了解學生需要，肯定發展方向

例如學生共同創建及個人生涯規劃輔導

(BM5, 6, 7)

HKBM X LSS



讓我們
一起為學生的成長需要

努力吧
！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HKBM)

網上專業分享日：學校故事薈萃

貫通學生為本的活動
構建緊密連繫的生涯發展教育

胡傑麟老師

生涯規劃暨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19/10/2022（三）



1.本校背景

• 位於觀塘區

• 生涯規劃組老師人數：8名
(另設生涯規劃教學助理)

• 大部份高級管理人員均曾接受過生
涯發展管理培訓（包括 CLAP高級
證書課程）

• 超過一半生涯規劃老師已曾接受過
生涯發展證書培訓（包括教育局100
小時課程、20小時課程、CLAP 39
小時課程等)



2. 本校的生涯發展方向

年級 主題

中一 認識自我

中二 訂立目標

中三 高中選科

中四 事業探索

中五 落實行動

中六 多元出路

多元化、以學生為本的生涯發展教育



3. 從橫向角度了解中六同學的生涯發展工作

成長課
職業性向
測試問卷

VASK 及
CV360 工
作坊

學生升學
就業個別
輔導計劃

中六家長
日

大專院校
資訊月

模擬面試
工作坊

模擬放榜
工作坊

迎接中六
畢業



4. 以學生為本：基準 3 至基準 6 

基準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 向學生提供有系統及全面的多元出路資訊，提升學生探討多
元出路資訊的動力

• 確保校方透過與學生和家長的溝通渠道，發佈多元出路的資
訊

基準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最少選擇一種生涯發展評估工具，並預備相關工作紙、個人
檔案和生涯發展路線圖，從價值觀、態度、技能及知識
（VASK）的角度發掘學生的興趣和長處，並在活動後進行
相關解說，以增添學生個人的選擇或有關升學和工作的目標。

• 設立保存學生紀錄的機制，包括升學及就業路線圖和生涯發
展的體驗，有關資料將有助學生建立個人的學生學習概覽
（SLP）。

基準 5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 在學年初設立收集學生對於生涯發展的意見及喜好之機制。
• 鼓勵學校或部門小組與有興趣及／或持續跨部門的合作夥伴，
透過溝通和會議，進行討論及協作。

• 招募有興趣參與生涯發展相關計劃或活動的學生。

基準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 與學校高級領導團隊（SLT）商討有關分配或調配人力資源，
以確認教師人數是否足夠及相關資歷是否合適。

• 建立方便使用的紀錄保存系統（數碼或非數碼）及面試工具
或指引，以追踪及促進個人輔導的流程。

• 準備工具套及把資源名單知會已受訓的升學及就業顧問，說
明哪些資料（例如工具、指引及網站）可用作設計個人輔導
環節。而學生方面，應準備個人輔導所需的工作紙或紀錄，
例如備妥excel格式的學生檔案，有助升學及就業顧問了解學
生的背景、選修學科等，及預備收集學生回饋的評估表格。

• 記錄學生以往經驗和關注事宜的紀錄，供教師在提供個人諮
詢和輔導時作參考。

資料來源 (節錄)： https://clap.hk/for-schools/hkbm/about-hkbm/?lang=zh-hant

https://clap.hk/for-schools/hkbm/about-hkbm/?lang=zh-hant


8. 「有機地」貫穿各個基準 (BM)以連結各個活動

活動 相關基準 (BM)

成長課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職業性向測試問卷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BM 5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VASK及 CV360 工作坊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BM 5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學生升學就業個別輔導計劃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中六家長日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大專院校資訊月
(選科策略、聯招、非聯招)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模擬面試工作坊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模擬放榜工作坊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中六



6.1 成長課

• 按每級的生涯發展主題製訂

• 初中：校本課程

• 高中：教育局「我的生涯規劃歷程」教材

•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工作紙 活動教材 教案



6.2 職業性向測試

• 包括 CII、BIM、VASK等

• 以往：小組活動 (紙本)

• 現在：教育局「我的生涯規劃歷程」系統

• 中三至中六同學每年均需於學期初完成

• 班主任及生涯規劃老師可查閱同學的結果

• 舉辦活動時會參考學生興趣

•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BM 5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6.3 VASK 及 CV360工作坊

• 對象：能力稍遜學生

• 共 7 節，內容包括：

• 自我認識及探索

• 認識生涯身份中的個人資本(VASK)

• 探索個人的性格類型及職業興趣

• 職場分享/體驗

• 規劃未來

• CV360

• ENOW

• 活動經驗整理

•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BM 5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6.4 學生升學就業個別輔導計劃

• 微觀層面進行輔導

• 與學生一同就自己的目
標製訂出路路線

•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生涯規劃老師 校長及生涯規劃主任+

• 宏觀層面進行輔導

• 運用學校資源，為學生提供支援 (如
課後輔學班)

• 如有需要調整學校政策



6.5 中六家長日

中六

家長日

生涯規劃
老師

家長

班主任

中六同學

•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班主任

• 報告同學於學校的表現

• 生涯規劃老師

• 提供升學資訊，以及分享與同學進行輔導
時所留意到的細節及注意地方

• 學生

• 生涯規劃老師已於較早前與同學進行輔導

• 由學生具備理由地 (如職業性向測試結果) 
講解自己的目標

各持分者一同參與同學的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



6.6 大專院校資訊月

策略

學友社
JUPAS

中大社會科學

浸大藝術、工商管理

科大理學

教大幼兒教育

Non-JUPAS

HKCC

HKU SPACE

VTC, THEi

東華學院

恒大

•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學生可按自己的目標及興趣自由選擇



7. 「有機地」貫穿基準 3 至基準 6 

成長課
職業性向
測試問卷

VASK 及
CV360 
工作坊

學生升學
就業個別
輔導計劃

中六家長
日

大專院校
資訊月

模擬面試
工作坊

模擬放榜
工作坊

迎接中六
畢業

BM3 BM4
BM5

BM4
BM5
BM6

BM4
BM6

BM3
BM6

BM3
BM4

BM4 BM4 BM3
BM4
BM5
BM6



8. 「有機地」貫穿各個基準 (BM)以連結各個活動

活動 相關基準 (BM) 如何透過基準完善學生生涯發展

成長課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 提供有系統及全面的多元出路資訊 (策略及技
巧)

• 加強學生對事業和生涯發展計劃的動機

職業性向測試問卷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運用生涯發展評估工具，並預備相關工作紙、
個人檔案和生涯發展路線圖，發掘學生的興趣
和長處

BM 5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 收集學生的聲音，以討論及找出學生的喜好

VASK及 CV360 工作坊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從價值觀、態度、技能及知識（VASK）的角
度發掘學生的興趣和長處

• 支援學生制訂、檢討及修訂個人檔案和升學及
就業路線圖

BM 5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 推動學生與合作夥伴（師友導師）積極保持聯
繫，成為日後舉辦活動的支援網絡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 運用生涯發展工具進行評估，包括分析和解說，
進行個人輔導及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

中六



8. 「有機地」貫穿各個基準 (BM)以連結各個活動

活動 相關基準 (BM) 如何透過基準完善學生生涯發展

學生升學就業個別輔導計劃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收集有關尋求另類出路的學生名單，及回應學
生的期望

• 如出現任何定型的觀念或思維，學校可適當地
滲入挑戰定型思想的元素，以提升學生思考生
涯發展的動機和追求抱負的熱忱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 已受訓的升學及就業顧問進行個人輔導，探討
學生的長處、弱項和預期三種可行的出路，並
把焦點放在生活目標和生涯發展路線圖，同時
就不斷改變的情況作出應變計劃

中六家長日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 確保校方透過與學生和家長的溝通渠道，發佈
多元出路的資訊

BM 6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 透過有效的溝通渠道，讓家長了解有關個人輔
導的安排

大專院校資訊月
(選科策略、聯招、非聯招)

BM 3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 提供有系統及全面的多元出路資訊 (資訊)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收集不同需要的學生數據，規劃針對目標學生
的需要而設計活動

模擬面試工作坊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透過生涯發展探索活動和生涯發展工具，以幫
助學生發掘興趣和需要而作出明智的選擇

模擬放榜工作坊 BM 4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 支援學生制訂、檢討及修訂個人檔案和升學及
就業路線圖

中六



9. 學生回饋

學校一連串有序的生涯發展活動，先令我對自己有更深的了解，確立
成為營養師的路向，更給予我充足升學資訊，再由生涯規劃老師與我
一起訂立清晰的路向，助我實現理想。

同學A

2021-22畢業生

正修讀中大理學士

生涯規劃老師按照我的成績，與我商討未來方向，而我更有機會與校
長、副校長及生涯規劃主任見面，他們的鼓勵及支持，讓我對我的學
業及夢想更有信心。

同學B

2021-22畢業生

正修讀康樂管理基礎文憑



謝謝！

胡傑麟老師

生涯規劃暨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電話：2796 8323 電郵：wukl@chusheklun.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