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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教育｜循道中學生涯規劃 增強自我認
知尋找出路【619期】
2022-04-14 07:00

中學六年⽣涯為學⽣未來升學及就業的重要基⽯，學⽣們要為將來鋪路，學校的⾓⾊尤
其重要。

循道中學由初中起讓學⽣循序漸進了解職業性向，並提供實⽤升學就業知識和技巧，也
利⽤強⼤的校友網絡為學⽣提供職場資訊。循道中學升學及⽣涯規劃組主任何淑嫻表
⽰，該校的升學及⽣涯規劃教育希望為學⽣提供多元體驗，「讓學⽣認識⾃我、探索⾝
邊的⼈和事、訂立⽬標，以及提供升學就業⽀援。」

初中重⾃我形象  助尋職業性向
 何淑嫻稱該校初中沒有將⽣涯規劃獨立成科，⽽是透過班主任課、全級集會、⼯作坊、

學科課堂、課後活動及試後活動發展⽣涯規劃。「中⼀的⽣涯規劃可作為起點，（學
⽣）認識⾃我，思考⾃⼰是誰。」何淑嫻指中⼀學⽣多使⽤⼯作紙或⼩冊⼦，老師於全
級集會先講解⼯作紙，再讓學⽣完成。⽽學校重視親⼦關係，「因在學⽣成⻑過程中，
⽗⺟⾓⾊很重要，所以透過校本⼩冊⼦跟⼯作紙，安排親⼦互動，也可認識不同職
業。」中⼀⼩冊⼦其中⼀個任務，是由學⽣訪問⾝邊⼤⼈的實際⼯作內容和選擇該職業
的原因等。

為讓學⽣及早認識職業規劃，學校為全校學⽣購入COA Test（Cambridge
Occupat ional  Analysts），學⽣完成⼀百條題⽬後，測試會作出配對，讓學⽣知道⾃
⼰屬於哪個職業性向，升學及⽣涯規劃組的負責老師也可進⼀步提供協助。

理財策劃師向學⽣分享理財的重要。
 

現實職業連結學科
 中⼆學⽣同樣善⽤⼯作紙及⼩冊⼦，但內容較中⼀的複雜，包括嘗試訂立⽬標。「升學

及⽣涯規劃所指的規劃不僅是職業⽅⾯，也講及⼈⽣規劃，所以想盡早注入不同元
素。」何淑嫻稱今年為中⼆學⽣舉辦的職場講座，邀得理財策劃師分享理財資訊，「因
為學懂理財跟⼈⽣規劃也有關係，包括⽣活⽅式、⽀出、儲蓄和投資等。」本網站正使⽤ 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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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循道中學本年度推出的計畫MCube，旨在將升學及⽣涯規劃串連⾄不同學科。升學
及⽣涯規劃組副主任張文卿以中⼀及中⼆級中文科為例，當課堂教授有關古代園景的篇
章，學校找來曾從事城市設計的舊⽣拍攝片段講述香港城市設計特⾊及對園藝設計的感
受，以比較古今分別，令學⽣知道學習內容跟現實⽣活息息相關。

中三學⽣往香港迪⼠尼樂園進⾏職場參觀。
 

家⻑會與科任老師直接溝通
中三可謂中學⽣涯的交叉點，因學⽣需⾯對⾼中選科，故學校為中三學⽣安排Careers
Day（職業體驗⽇）。學⽣於Careers Day舉⾏前會獲簡介職業規劃，以及由內聯網及
教育局網⾴提供的就業相關資料。「學⽣也會繼續做COA Test，COA Test能追蹤學
⽣的升學選擇，當我們為學⽣進⾏升學及就業輔導可有更多參考資料。」

何淑嫻說中三學⽣歲數不⾜，未能參與⼯作影⼦計畫體驗實際⼯作，但學校會在
Careers Day安排職場參觀，中三學⽣過往曾以分組形式參觀香港迪⼠尼樂園，了解園
內及其酒店運作，如職員⽰範如何鋪牀和擔任導覽員；參觀香港海洋公園則有機會觀察
⼯作⼈員如何為不同⿂類預備和篩選食物。「⼯作⼈員也會分享如何控制表演時間，以
及跟觀眾和旅客交流。」新冠疫情下學校調整安排，去年改為邀請非牟利機構舉辦理論
及實踐兼備的分組⼯作坊，透過設置情境讓學⽣嘗試作出不同選擇，藉此思考理想的⽣
活模式和⼈⽣規劃。

以往學校為中三學⽣舉辦Parents '  Night（家⻑晚會），疫情下改為Parents '
Seminar（家⻑會），為學⽣及家⻑提供更詳盡的選科資訊。何淑嫻說家⻑會舉⾏前設
有 Informat ion Exhibi t ion（⾼中選科資訊展覽），各科主任及老師設置攤位供家⻑及
學⽣參觀。「當中有各科的筆記、書本、過往DSE（中學文憑試）成績及歷屆試卷，學
⽣和家⻑也可直接跟各科老師對話。」

黃珮儀校⻑（左三）跟升學及⽣涯規劃組教師團隊包括何淑嫻  （右⼀）及張文卿（左
⼆）與香港⼤學入學組代表會⾯。
 

學習⾯試裝束儀容
 循道中學⾼中設有⽣涯規劃課，不過並非每班都有常規課堂，部分班別會在班主任課和

分級集會等時段安排時間進⾏。中四繼續有校本⼯作紙帶動學⽣規劃，「其中⼀個活動
是假設學⽣有⼀千萬元，他們會怎樣處理，希望了解他們是否有實際想法。」⾼中學⽣
即將⾯對⼤學或求職⾯試，裝備知識之餘，也要兼顧外形。何淑嫻稱學校安排專業⼈⼠
教導學⽣⾃我管理，「包括⾯試裝束、化妝及社交禮儀等軟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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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的模擬放榜⼯作坊。
 

擴闊⼯種認知
 中五學⽣⾯對實際的升學難題包括報讀⼤學及升學路向。何淑嫻表⽰，中五的⽣涯規劃

課程將教授學⽣如何撰寫經JUPAS（⼤學聯合招⽣辦法）報考⼤學時需提交的OEA（比
賽 /活動的經驗及成就）。為讓學⽣更深入認識不同⼯種，循道中學為中五學⽣舉辦職業
及⽣涯規劃分享，如香港中文⼤學醫學院助理院⻑（外務）兼化學病理學系教授陳君賜
為循道中學校友，曾回校跟師弟妹分享在研究及創業路上如何⾯對不同關卡。

DSE放榜令不少學⽣焦慮不安，學校每年為中五學⽣安排模擬放榜⼯作坊。何淑嫻稱⼀
般利⽤中五上學期成績為他們預測分數，「他們⼿持這分數會如何計畫放榜後安排？學
科收⽣分數跟⾃⼰成績是否匹配？」

MCube計畫同樣於⾼中實⾏。升學及⽣涯規劃組老師鄧智偉指中五英文科會教授⾯試技
巧，學⽣需事先準備⾯試問題，就某公司或⼯種搜集資料，「也會教導同學如何闡述，
多給例⼦以說服僱主。」張文卿說學校曾同時邀請外間機構的⼈⼒資源部職員分享⾯試
實例，提醒學⽣避免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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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中學於過去數年讓中四及中五學⽣參加「築動職涯•青年敢夢創業市集」，  認識不
同創業技能，鄧智偉（左⼀）指他們嘗試產品設計、預算、採購及⽣產。
 

強⼤校友網絡  分享職場經歷
 循道中學歷史悠久，擁有強⼤校友網絡，MCareers Program為舊⽣和在校學⽣建立橋

梁。舊⽣為在校⽣提供職業分享，有興趣的中三⾄中六學⽣可報名參加，學⽣更可與舊
⽣私下聯絡，了解更多職業資訊。除了分享醫⽣、律師等傳統職業的經歷，張文卿指學
校也有邀請新興⾏業如社交平台 Instagram網店店主或從事演藝界拍攝的舊⽣分享。
「疫情下學⽣留家時間增多，⾃⾏發掘很多隱藏的技能，有些學⽣會⾃⼰拍攝影片或成
為KOL。」今年MCareers Program的主題為「追夢」，張文卿稱透過舊⽣分享，讓學
⽣知道努⼒實踐、付出及裝備⾃⼰，興趣也可化作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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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課堂利⽤桌遊學習規劃⼈⽣。
 

準備⼤學入學試
 課堂活動是中六⽣涯規劃課的重點，令學⽣進⼀步認識⾃⼰。在其中⼀個活動「My

S.H.A.P.E.」中，同學要為彼此寫下性格或技能⽅⾯值得欣賞的地⽅，「完成後同學要
為⾃⼰作印證，整個過程希望學⽣更認清⾃⼰，也透過別⼈認識⾃⼰。」不少⼤學學系
要求⾯試，⽣涯規劃課會向學⽣講解如何準備入學⾯試。何淑嫻舉例說，不同學院開辦
同⼀學科，學⽣需要學習如何說出某學院較適合⾃⼰的原因。該校過往也曾與學友社合
辦職場講座及模擬⾯試，為中六學⽣分別講解放榜準備及在課堂舉⾏模擬⾯試。

學⽣帶領活動  深化升學資訊
約五年前，循道中學正式成立Careers Ambassadors Programme（職業⼤
使計畫），升學及就業輔導⼤使（下稱⼤使）以中三⾄中五學⽣為主。何淑嫻
指學⽣加入成為⼤使前，需通過⾯試遴選，以說明希望擔任⼤使的原因、⼯作
抱負，以及如何勝任某職位，成功入選的⼤使將參與各項升學就業或⽣涯規劃
相關活動。何淑嫻說不同職場講座會邀請⼤使擔任主持，過往家⻑會也由⼤使
匯報升學資訊，「⼤使的⼯作不僅是當場匯報或主持，他們事前也要了解⼯作
程序及場地布置等。」⼤使有份帶領活動順利舉⾏，何淑嫻表⽰成立該計畫是
希望鍛煉學⽣的領導能⼒。
 

認識選修科  為上⼤學鋪路
 循道中學畢業⽣Batsy現為香港⼤學文學⼠⼆年級⽣，主修⽇本研究及韓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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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sy（左）於循道中學擔任升學及就業輔導⼤使期間，為升學講座擔任主持。
 

在成立Careers Ambassadors Programme前，循道中學過往於每班邀請兩名學⽣⾃
薦成為Careers Representat ive，Batsy中⼀⾃動請纓，開始參與⽣涯規劃活動。由於
年資尚淺，當時她在Parents '  Night主要負責接待和帶位，但已覺得能提升社交能⼒。
「作為學⽣代表，需維持學校正⾯形象，對家⻑和賓客說話要有禮，他們有困難時也要
耐⼼聆聽，再幫助他們。」中⼆及中三時，Batsy獲派在Parents '  Night匯報，需⾃⾏
製作簡報及搜集⼤量資料，例如JUPAS選科資訊或Non-JUPAS（非聯招）的升學途
徑。她認為及早接觸相關資訊，可減低對未來的擔憂。「因可盡早規劃和訂立⼈⽣⽬
標，也知道就算DSE不⼩⼼失⼿，仍有很多出路。」其後Careers Ambassadors
Programme成立，中五的Batsy曾擔任主席。

回想初中的⽣涯規劃，中三的Parents '  Night令Batsy印象最深刻，因她初次真正了解
學校提供的選修科。「原來學校有提供其他語⾔科⽬，如⽇語和法語。」Batsy對外語
⼗分感興趣，決定選修⽇語。

Batsy⼆○⼆○年於循道中學畢業。
 

課堂匯報認清⼯種要求
升上⾼中後，Batsy透過職業性向測試發現⾃⼰性格外向，較適合⾯對⼈的⼯作，如社
⼯和老師。中四⽣涯規劃課期終分組匯報，Batsy的組別負責匯報社⼯⼯作，有機會訪
問任職社⼯的師兄姊，了解社⼯的⽇常及實際⼯作。Batsy因此發現社⼯不僅需幫助求
助者解決難題，「更要聆聽他們的困難和需要，求助者講述困難時可能帶有負⾯情緒，
所以社⼯的情緒管理非常重要，也要懂得從個案抽⾝。」

Batsy⾃⾔較多愁善感和感性，未必可勝任社⼯，所以完成⽣涯規劃的課業後重新考慮
路向。她於DSE⽇語科取得A級成績（最⾼級別），⼤學選擇繼續進修⽇本研究和韓國
研究，學習其語⾔和文化。「希望將來能活⽤知識，從事翻譯⼯作。」

文：劉嘉曉　圖：受訪者提供

循道中學 ⽣涯規劃 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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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勵SEN學童在家運…

升學教育｜英國城市紐卡素亞
洲移⺠少 港童參加女童軍融…

活動FUN蹤｜貫穿新劇季 綫上
綫下皆為舞台【619期】

活動FUN蹤｜發放奇妙正能量
復活節為你打氣【619期】

活動FUN蹤｜喜迎復活節 享受
奇妙魔法【619期】

活動FUN蹤｜躍動正能量 體驗
跳繩魅⼒【619期】

升學教育｜循道中學⽣涯規劃
增強⾃我認知尋找出路【61…

關鍵字

熱門文章 今天 本周 本月

Juicy叮 ｜已婚婦稱
移民後財力僅夠生活
供樓 棄養在港父母…

俄烏局勢｜俄國央
行：52外國組織已加
入俄「全國支付系

1

2

本網站正使⽤ Cookie
我們使⽤ Cookie 改善網站體驗。 繼續使⽤我們的網站即表⽰您同意我們的 Cookie 政策。 Cookie 政策

同意及關閉

https://std.stheadline.com/smartparents/article/2937/%E5%91%A8%E5%88%8A%E5%85%A7%E5%AE%B9-%E8%BA%AB%E5%BF%83%E4%BF%9D%E5%81%A5-%E7%B6%B2%E4%B8%8A%E7%99%BE%E5%AD%90%E6%AB%83-%E6%94%AF%E6%8F%B4%E8%BA%AB%E5%BF%83-%E9%BC%93%E5%8B%B5SEN%E5%AD%B8%E7%AB%A5%E5%9C%A8%E5%AE%B6%E9%81%8B%E5%8B%95-619%E6%9C%9F
https://std.stheadline.com/smartparents/article/2935/%E5%91%A8%E5%88%8A%E5%85%A7%E5%AE%B9-%E5%8D%87%E5%AD%B8%E6%95%99%E8%82%B2-%E8%8B%B1%E5%9C%8B%E5%9F%8E%E5%B8%82%E7%B4%90%E5%8D%A1%E7%B4%A0%E4%BA%9E%E6%B4%B2%E7%A7%BB%E6%B0%91%E5%B0%91-%E6%B8%AF%E7%AB%A5%E5%8F%83%E5%8A%A0%E5%A5%B3%E7%AB%A5%E8%BB%8D%E8%9E%8D%E5%85%A5%E7%95%B6%E5%9C%B0-619%E6%9C%9F
https://std.stheadline.com/smartparents/article/2973/%E5%91%A8%E5%88%8A%E5%85%A7%E5%AE%B9-%E6%B4%BB%E5%8B%95FUN%E8%B9%A4-%E8%B2%AB%E7%A9%BF%E6%96%B0%E5%8A%87%E5%AD%A3-%E7%B6%AB%E4%B8%8A%E7%B6%AB%E4%B8%8B%E7%9A%86%E7%82%BA%E8%88%9E%E5%8F%B0-619%E6%9C%9F
https://std.stheadline.com/smartparents/article/2957/%E5%91%A8%E5%88%8A%E5%85%A7%E5%AE%B9-%E6%B4%BB%E5%8B%95FUN%E8%B9%A4-%E7%99%BC%E6%94%BE%E5%A5%87%E5%A6%99%E6%AD%A3%E8%83%BD%E9%87%8F-%E5%BE%A9%E6%B4%BB%E7%AF%80%E7%82%BA%E4%BD%A0%E6%89%93%E6%B0%A3-619%E6%9C%9F
https://std.stheadline.com/smartparents/article/2959/%E5%91%A8%E5%88%8A%E5%85%A7%E5%AE%B9-%E6%B4%BB%E5%8B%95FUN%E8%B9%A4-%E5%96%9C%E8%BF%8E%E5%BE%A9%E6%B4%BB%E7%AF%80-%E4%BA%AB%E5%8F%97%E5%A5%87%E5%A6%99%E9%AD%94%E6%B3%95-619%E6%9C%9F
https://std.stheadline.com/smartparents/article/2955/%E5%91%A8%E5%88%8A%E5%85%A7%E5%AE%B9-%E6%B4%BB%E5%8B%95FUN%E8%B9%A4-%E8%BA%8D%E5%8B%95%E6%AD%A3%E8%83%BD%E9%87%8F-%E9%AB%94%E9%A9%97%E8%B7%B3%E7%B9%A9%E9%AD%85%E5%8A%9B-619%E6%9C%9F
https://googleads.g.doubleclick.net/pcs/click?xai=AKAOjsualsHIkGEimI8swH01Su0TOZ3mawQUgvWA1XvB-d4ZtknQlaC-FelFFlJs9K4HcuSFQ-xctyKdOkwuATq-8nmmS072fqiJMlnqdSCdK0VjwYohf39rq46hbskG945WfShn0xUEveFQmMgThO-FHwO1OaA0FS30Zh6KsM6IcQPrCjPfKJKpu3WIdQV9lfiY0tUpD_fXxb6jvUIi-y8aIfRpSenKoVU02GtfrXDLcWyaELiYvC_w4ilP7ABKiNvGOtmR-Bb4Ne7adnvn9vQ5Z7UoREvL51cJMt-PG-gJY6n2sh4OHwR0B3HRP5eT14xkpC1YdHkXarGH8J8&sig=Cg0ArKJSzExuBUabyOnE&fbs_aeid=[gw_fbsaeid]&adurl=https://bit.ly/3LP5GrM
https://googleads.g.doubleclick.net/pcs/click?xai=AKAOjssa_jTvQc9VsrXFFREokVb8lurLlLHYd3a5o3iWojydW-ikdcSYPM4V3Qs0qFOQpjmcsQLhTU5qTo09GvwVRyuX6735IA0un2vwSPG0kNsB8PP_4PUGoJ3qkxh0z86CWYvcAIeS2XVf9nEaVe_IXs_gSR6sUaMQYVNJNEFV265VYmZgaVSoO6iJzVkB14w0112lmD7XbQc1Ik-pMrAIHkLz-0K_zMqtiqPr-OjNglgEpQbugyRPIra4Mg_pXiTOWcb7uL3D3R5PjR3KPiI57_V1Yjk8UxSfp7VAYgblCWZBa5xlvO_jm1On9dfgOYjueapHWxyGXsPo-d4&sig=Cg0ArKJSzCAnOHCbQVVI&fbs_aeid=[gw_fbsaeid]&adurl=https://hd.stheadline.com/ceelection2022/
http://std.stheadline.com/mkt/dpecoupon_2018/
https://static.stheadline.com/stheadline/print_ads/Singtao/Full%20page%20ads/2022/04/19/wwI9Lrps.jpg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29557/%E5%8D%B3%E6%99%82-%E6%B8%AF%E8%81%9E-Juicy%E5%8F%AE-%E5%B7%B2%E5%A9%9A%E5%A9%A6%E7%A8%B1%E7%A7%BB%E6%B0%91%E5%BE%8C%E8%B2%A1%E5%8A%9B%E5%83%85%E5%A4%A0%E7%94%9F%E6%B4%BB%E4%BE%9B%E6%A8%93-%E6%A3%84%E9%A4%8A%E5%9C%A8%E6%B8%AF%E7%88%B6%E6%AF%8D%E6%83%B9%E7%86%B1%E8%AD%B0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29557/%E5%8D%B3%E6%99%82-%E6%B8%AF%E8%81%9E-Juicy%E5%8F%AE-%E5%B7%B2%E5%A9%9A%E5%A9%A6%E7%A8%B1%E7%A7%BB%E6%B0%91%E5%BE%8C%E8%B2%A1%E5%8A%9B%E5%83%85%E5%A4%A0%E7%94%9F%E6%B4%BB%E4%BE%9B%E6%A8%93-%E6%A3%84%E9%A4%8A%E5%9C%A8%E6%B8%AF%E7%88%B6%E6%AF%8D%E6%83%B9%E7%86%B1%E8%AD%B0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29823/%E5%8D%B3%E6%99%82-%E5%9C%8B%E9%9A%9B-%E4%BF%84%E7%83%8F%E5%B1%80%E5%8B%A2-%E4%BF%84%E5%9C%8B%E5%A4%AE%E8%A1%8C-52%E5%A4%96%E5%9C%8B%E7%B5%84%E7%B9%94%E5%B7%B2%E5%8A%A0%E5%85%A5%E4%BF%84-%E5%85%A8%E5%9C%8B%E6%94%AF%E4%BB%98%E7%B3%BB%E7%B5%B1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29823/%E5%8D%B3%E6%99%82-%E5%9C%8B%E9%9A%9B-%E4%BF%84%E7%83%8F%E5%B1%80%E5%8B%A2-%E4%BF%84%E5%9C%8B%E5%A4%AE%E8%A1%8C-52%E5%A4%96%E5%9C%8B%E7%B5%84%E7%B9%94%E5%B7%B2%E5%8A%A0%E5%85%A5%E4%BF%84-%E5%85%A8%E5%9C%8B%E6%94%AF%E4%BB%98%E7%B3%BB%E7%B5%B1
https://std.stheadline.com/others/%E5%85%B6%E4%BB%96-%E7%B6%B2%E7%AB%99-%E7%A7%81%E9%9A%B1%E6%94%BF%E7%AD%96%E8%81%B2%E6%98%8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