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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進學校優化生涯發展教育?



二零二二年的夏天……



青松中學的生涯規劃組團隊新舊交
替

富有經驗的老師相繼榮休及離職



交接順利，各項工作循序漸進地進行。
青松生涯規劃的特質及理念亦得以傳
承。

這有賴於校方的支持及
CLAP@JC團隊的支援



青松中學於20-21年度參
與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
(HKBM)



有助籌劃年度的工作計劃，
針對性地持續深化生涯規劃的推
展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HKBM)
框架



一. 穩定和清晰的生涯發展政策
核心

二. 專業能力和領導
三. 從多元出路資訊中學習

以學生為本
四. 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五. 學生參與和共同創建
六. 制訂生涯發展路線圖的個人輔導
七. 與學校課程聯繫的生涯發展

有利環境
八. 與工作世界作有意義的接觸
九. 與高等及延續教育院校作有意義的接觸
十. 家長參與和支援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
十項基礎準則



學校自評報告 SSE 
Report

深入評估生涯規劃各方面工作的推展，
了解校本生涯規劃工作的強項及有待加強的範疇。



為不同範疇的生涯規劃工作提供發展意見，
有助籌組發展項目及未來發展方向。



基準協助優化生涯規劃工作
基準4：重視每位學生的個人需要

按基準的建議，修訂及優化對學
生生涯發展活動及輔導的紀錄



按基準的建議，修訂及優化學生
對其他學習經歷的反思，學生更
有條不紊地整理活動後的感受



教師專業發
展學校高級管理層級

對象：校長、副校長
✓ 3小時研討會
✓ 出席證書

核心教師層級
對象：生涯發展教師、各委員會主任
✓ 33小時講座 + 課程
✓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教育

證書
全校參與層級

對象：所有教師及學校社工
✓ 1天工作坊
✓ 出席證書



教師專業發
展校長及助理校長出席研討會
生涯規劃組成員修讀核心教師證書課程
高中班主任參與到校工作坊



專業發展活動有助管理層及同工加深對生涯
發展工作的了解，更認同生涯規劃的理念及
價值，從而在校政規劃上提供支持，更有效
地以全校參與模式在學校推行生涯規劃工作。



結語：
面對風高浪急，急劇變化的工作環境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有標燈(Beacon)的
作用
為生涯規劃工作建立框架及指標
有助工作的交接及理念的傳承



HKBM 如何促進學校
優化生涯發展教育 (諍友)

香港生涯發展自評基準 (HKBM) 專業發展日 「學校故事薈萃」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黃德基老師



諍友 Critical Friends
•基準專業顧問AAPA  ：數碼港學生共同創建 / 靈糧職業博覽實施

•學校商界顧問 EA：教師發展日 / 靈糧職業博覽 / 線上職業體驗

•學校網絡協調專員 HF：教師培訓員VASK / VASK 輔導工作紙



基準專業顧問AAPA
•創科夢之旅 --數碼港導賞團

•全級的中四學生參觀數碼港

•活動內容：CEO 分享、VR 電競賽車、沖茶機械人



基準專業顧問AAPA
• AAPA 建議將活動花絮製作成影片，與其他級別分享

•未參與HKBM 的計劃前，老師會憂慮學生是否願意積極及投入參與？

•經過AAPA 的建議及鼓勵，老師改變了想法，踏出嘗試的心態去實行

•最終證實學生願意參與及一起共同創建，並且發掘學生撰寫劇本、擔任演員、
拍攝的興趣及能力，影片亦得到師生的認同及欣賞



基準專業顧問AAPA

•靈糧職業博覽，讓學生認識及接觸不同的行業

•本校首次舉行，在七月的試後活動舉行

•中三至中五的同學參與，每位同學參與一個行業的體驗



基準專業顧問AAPA
• AAPA 提供了很多具體的建議

• 例如：入場券的安排、活動後回饋、
贈送給 EA 的心意卡的設計



學校商界顧問 EA

• 主題：職場多面睇與學生栽培 (生涯規劃)

• 目的：讓老師了解現今的工作世界，僱主對中學生的期望

• Ms. Susan Lee  (太古酒店人才與文化總監)



學校商界顧問 EA
• 靈糧職業博覽

• 分享酒店業的工作實況

• 互動活動：托餐盤競賽 (Hong Kong Waiters’ Race)、
毛巾摺成可愛的熊仔 (Art of towel folding-housekeeping)



學校商界顧問 EA

• 疫情下，提供職場的實習機會

• 線上的職場體驗



學校商界顧問 EA
• EA 指導學生如何初嘗工作的滋味

•為學生作出實際的建議及改善的地方

•老師能夠擴闊與商界的合作網絡

•疫情下竟然能夠成功舉行工作體驗活動



學校網絡協調專員HF
•進行VASK (價值-態度-技能-知識) 卡牌的老師培訓

•老師透過一邊試玩一邊學習，老師認識如何讓學生作
自我認識及開展有關生涯發展的介入與討論

•活動後解說 (Debriefing) 是本校弱項，透過HF 的交流，
讓學校能夠學習怎樣與生進行解說的跟進



總結: HKBM 如何提升教育的能量

諍友

AAPA

基準專業顧問

EA

學校商界顧問
HF

學校網絡協調
專員



支援
工具

實踐
經驗

擴闊
網絡

拓展
視野

活動
策劃

評估
反思

範式
轉移

學生
參與

發展
策略

同行 +共議信任 + 對話



謝謝



HKBM 如何促進學校優化生涯發展教育?

學生體驗分享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胡禮光老師



HKBM/CLAP如何幫助照顧學校的需要
1. 自評及計劃諍友有系統地指出學校的亮點及發展的方向︰

亮點︰學校有清楚指引協助老師推行生涯規劃，並持續發展新網絡，學校有老師
共同參與生涯規劃的文化(BM1, 2)

發展方向︰強化學生的生涯發展體驗及共同創建(BM3, 4, 5)、利用課時重整的契
機，於OLE課程中加入校本生涯發展教育課程及體驗。(BM7)

2. 學校參考HKBM體驗活動，優化生涯發展活動設計，讓學生進行更多職業探索︰

HKBM體驗活動 學校的得着 學校持續優化校本生涯發展

 拉闊生涯支援服務
(APFS)

需要及早照顧同學的生涯發
展，讓同學探索行業及出路
(BＭ2, 3, 4, 9)

設計新體驗活動︰初中體驗(Job 

Tasters)活動(例如攝影工作坊、
studio工作坊)、校本Career Expo

 VR 職業體驗情境 加強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識
(BM3, 4, 7)

優化OLE課程，並製作「基智版」
職業探索教案及教材

 聯校生涯發展學會
(JSCLD) 

加強現有Career Prefect
Team的組成，並讓已受
JSCLD培訓的同學領袖促進
團隊交流(BM5)

增潤Career Prefect Team成員，
由20位中三至中五同學組成，由
Head及Vice Heads帶領。學校提
供多點共建的機會，讓學生回饋



HKBM的自評、配套及資源
>>有助增強校本學生體驗及分享

1.需要及早照顧同學的生涯發展，讓同學探索行業及出路 –

拉闊生涯支援服務(APFS)及校本新體驗活動

2.加強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識 – VR 職業體驗及優化OLE課程

3.加強學生共建生涯規劃 – 聯校生涯發展學會(JSCLD)及優化

「生涯規劃大使」



拉闊生涯支援服務(APFS)

1. 提供個人化生涯發展支援，讓學生發掘個人性格、
特質、能力及興趣，並將之聯繫至生涯發展的選擇
中。

2. 藉著外界環境的探索與體驗(興趣探索/職場學習體
驗)，令學生有切實參與及體驗的機會，並進一步
從這些探索/體驗中認識自我，促進作出生涯 發展
中的選擇。

3. 透過個人輔導諮詢整理學生對自我及生涯發展選擇
的認識，協助學生建立生涯發展路線圖，以管理個
人計劃進程並作出明智的選擇。



拉闊生涯支援服務(APFS)

個人生涯輔導諮詢

對象 : 中四學生

人數 : 20人(2年共40人)

個人生涯輔導諮詢 1次

自我認識小組 1次

興趣探索 4次

職場學習體驗 1-2日

個人生涯輔導諮詢 1次 自我認識小組



興趣探索活動–閃避球體驗

日期：21/5/2021(六)

地點：3S Wellness & Sports Club

1.閃避球體驗

2.閃避球體驗後分享

 1. 由場地教練及另一位邀請過來的教練
分享參與閃避球的歷程、當中所培養或
累積到的VASK 及現時發展

 2. 由教練介紹有關閃避球運動的出路/

職位及未來發展

 3. 總結及填寫Booklet

興趣探索
(閃避球)



職場學習體驗
動物督察

咖啡沖調

教學助理

NGO活動助理

甜品製作

拍攝助理

動物獸醫助護

導盲犬訓練

音樂學校歌唱導師

美國集運CEO助理

電子電腦

室內設計助理

廚房助理

繪圖插畫

健身助理

寵物酒店

美容助理

職場體驗



生涯支援服務(APFS)

體驗活動(中四)

學校參考HKBM意見及APFS的模式，
設計校本的新體驗活動，連繫學生的學習

中二 中三 中五



◆室內氣槍射擊
◆電競工作坊
◆甜品製作
◆皮革製作
◆咖啡工作坊
◆西餐製作
◆VR體驗

◆VR體驗
◆ IPSC實用射擊
◆閃避球
◆ studio工作坊
◆攝影體驗工作坊
◆歷奇運動體驗
◆飲食業及工作體驗

體驗活動



HKBM的自評、配套及資源
>>有助增強校本學生體驗及分享

1.需要及早照顧同學的生涯發展，讓同學探索行業及出路 –

拉闊生涯支援服務(APFS)及校本新體驗活動

2.加強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識 – VR 職業體驗及優化OLE課程

3.加強學生共建生涯規劃 – 聯校生涯發展學會(JSCLD)及優化

「生涯規劃大使」



級別 : 中四及中五
內容 : 與工作相關經驗、社會服務、藝術發展、德育
課內 : 30堂 (當中15+課節為生涯規劃課)
課後 : 15小時
課後形式 : 講座、參觀、活動體驗等

優化其他學習經歴課(OLE)

參觀及了解
學院課程

賣旗日



學習目標︰
1. 學生能夠了解以虛擬實境(VR)呈現的模擬工作

情境(護理)及相關任務，認識行業的特質及工作內容。
2. 學生能夠思考特定工種所需要的價值觀(Values)、

態度(Attitudes)、技能(Skills)、知識(Knowledge)。

其他學習經歴課(OLE)

虛擬實境探索工作世界--護理行業



VR體驗 -
護理行業

教學活動與

流程

時間

(35分鐘)

引入 5分鐘

VR體驗 10分鐘

討論及解說 8分鐘

影片分享 7分鐘

總結及反思 5分鐘



是次有關醫護行業體驗共有三個虛擬實境，讓同學初步了解醫護人員

的部分工作。思考一下在價值Values(V)、態度Attitudes(A)、技能

Skills(S)、知識Knowledge(K)這四方面作為醫護人員所需的特質。

場景一︰量度病人血糖選取合適藥物

場景二︰引領病人作肌肉操練

場景三︰與病人家人對話



HKBM的自評、配套及資源
>>有助增強校本學生體驗及分享

1.需要及早照顧同學的生涯發展，讓同學探索行業及出路 –

拉闊生涯支援服務(APFS)及校本新體驗活動

2.加強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識 – VR 職業體驗及優化OLE課程

3.加強學生共建生涯規劃 – 聯校生涯發展學會(JSCLD)及優化

「生涯規劃大使」



聯校生涯發展學會(JSCLD)



HKBM及JSCLD促進優化「生涯規劃大使」

2位生涯規劃大使

20位生涯規劃服務生

⚫ 早會生涯規劃活動
⚫ 中三升學及選科工作坊
⚫ 中六升學資訊及體驗博覽



HKBM讓學校更有
意識去設計及增潤
生涯發展體驗。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
特質及職業興趣，
探索工作世界及
訂立可行的目標。

HKBM的自評、配套及資源

>>有助增強校本學生體驗及分享

1. 需要及早照顧同學的生涯發展，讓同學探索行業

及出路 –拉闊生涯支援服務(APFS)及校本新體驗

活動

2. 加強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識 – VR 職業體驗及優

化OLE課程

3. 加強學生共建生涯規劃 –聯校生涯發展學會

(JSCLD)及優化「生涯規劃大使」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