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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第二中學 

201617學年 

「生涯規劃發展津貼計劃書」 

目的： 

聘請生涯規劃輔導員及社會工作助理， 

 支援學生成長及由中一開始發展完整的生涯規劃 

 協助老師對生涯規劃方面的專業進修 

 

2016  17年度工作計劃 

目標： 策略 監察/評估(包括量化及質化)： 生涯規劃津貼的分配： 

每位初中學生能完成生涯檔案  為初中學生製作生涯檔案，內容

會包括： 

 自我探索(中一) 

 心理測驗(中一) 

 生涯角色(中二) 

 學習檔案(中二) 

 職場探索(中二) 

 生涯抉擇(中三) 

 升學進路探索(中三) 

 高中課程簡介與選擇(中
三) 

 以小組形式於午膳/課後由升輔

老師/生涯規劃輔導員/班主任

協力完成* 

 安排合適的生涯規劃課後活動

（例如：職業體驗、考察）** 

老師/輔導員 

 每月檢討每級工作進度。 

 填寫輔導記錄冊。 

 
學生 

 95%同學均能完成生涯檔

案 

 80%能認同生涯檔案對他

們有幫助 

 聘請生涯規劃輔導員一名，

協助推動計劃內的工作 

 活動經費(詳見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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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高中學生能完成生涯計劃書  教授高中學生撰寫生涯規劃書

***，內容包括： 

 訂立行動計劃(中四) 

 近程(中四五學習目標)、中

程(中六選科)、遠程(中六之

後升學/未升學) 

 跟進同學的近程及遠程目

標(中五及中六) 

 以小組形式於德公堂/班主任堂

/午膳/課後由班主任/升輔老師/

生涯規劃輔導員協力完成* 

 安排合適的生涯規劃課後活動

（例如：大專院校參觀、職業體

驗、職場考察、職場實習）** 

老師/輔導員 

 每月檢討每級工作進度。 

 填寫輔導記錄冊。 

 
學生 

 80%同學均能完成生涯計

劃書 

 80%能認同生涯計劃書對

他們有幫助 

 聘請社會工作助理一名，協

助推動計劃內的工作 

 活動經費(詳見預算表) 

全校老師對生涯規劃的專業進修  每級的班主任會負責帶領所屬

班別的一個生涯規劃小組，詳細

安排如下： 

 生涯規劃輔導員或社會工

作助理會於小組舉行前一

個星期為班主任個別或小

組進行解說 

 視乎級別，班主任會帶領小

組進行三至四次生涯規劃

活動 

 安排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參

加「全球職生涯發展師(GCDF)

專業認證課程」 

 每位班主任透過解說和帶

領小組活動可在生涯規劃

這範疇上獲得 2.5至 3小

時的專業進修時數 

 至少一位升學及就業輔導

組老師修畢「全球職生涯

發展師(GCDF)專業認證課

程」 

 已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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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收支(修改)：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生涯規劃發展津貼」撥款 $ 566,880 00 聘請助理(負責初中) 

$15,500 + 775(MPF) x 12 

$195,300 00 

16−17餘額 $75,639 00 聘請助理(負責高中) 

$19,500 + 975(MPF) x 12 

$245,700 00 

   生涯規劃主要活動撥備** $152,800 00 

   備用 $48,719 00 

總數： $642,519  00 總數： $642,519  00 

 

*活動安排 

就小組活動的安排如下安排： 

由於「生涯規劃發展津貼」的使用原意為減輕「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的工作量，而部份組員亦可能為中一及中二級班主任故未必有空

間進行午間或課後輔導，故其他組員只會安排原有的輔導工作。而本學年計劃則由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班主任、生涯規劃輔導員及社會

工作助理負責。以每循環週為單位，視乎實際情況於 3個時段(分別為 13:3014:00/16:0016:30/16:4517:15)為不同年級不同組別的同學進

行為時半小時的生涯規劃活動，每個小組包含 68位學生。 

 

每位同學本學年會有以下數目的生涯規劃小組活動(以下計算並不包括各級德公堂的生涯教育課)： 

 

年級 活動次數 

中一 3 

中二 4 

中三 3 

中四 4 

中五 4 

中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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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表為各級於 16-17學年的活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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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主要活動撥備： 

年級 課程/活動 活動目標 預算 說明 

中二 事業探索工作坊 

讓全級所有同學分組模擬體驗

不同行業的工作概況和了解相

關行業的入職要求。 

$26,400 僱用外聘機構提供服

務的費用。 

中三 職業先導計劃 

讓部份同學參與短期的職業訓

練課程，提早找到文法中學以

外的出路。 

$500 x 20 = $10,000 課程費用 x 預計人次 

中四 

訂立目標工作坊 
讓全中四同學分班學習如何訂

立目標及撰寫生涯規劃書。 

$26,400 

 

僱用外聘機構提供服

務的費用。 

大學參觀 

 

讓所有中四同學透過參觀大

學，盡早建立目標，認識大學

有不同的學系，了解大學生的

生活，增加對大學的嚮往，有

助加強學習動機。 

$4,000 租用旅遊巴的費用 

IVE參觀 
讓所有中四同學認識大學以外

的另一選擇。 

$4,000 租用旅遊巴的費用。 

OLE日 

配合 OLE小組為中四同學安排

兩個與職業相關的工作坊，讓

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10,000 僱用外聘機構提供服

務的費用。 

中五 

IVE體驗課程 

 

讓所有中五同學按興趣參加

IVE不同學系的體驗課程，增加

對課程的認識。 

$4,000 租用旅遊巴的費用。 

Workplace Visit  

讓所有中五同學按興趣參加不

同的行業的實地工作體驗工作

坊，讓同學更深入了解該行業。 

$20,000 課程費用及租用旅遊

巴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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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課程/活動 活動目標 預算 說明 

中五(續) 

面試工作坊及模擬面試 

讓所有中五同學參加面試工作

坊，然後由校外機構為同學進

行小組(6-8位)的升學模擬面

試，以增加同學在中六參加不

同面試時的信心。 

$33,000 僱用外聘機構提供服

務的費用。 

OLE日 

配合 OLE小組為中五同學安排

兩個與職業相關的工作坊，讓

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10,000 僱用外聘機構提供服

務的費用。 

中六 中六 OLE日 

配合 OLE小組為中六同學安排

一個與職業相關的工作坊，讓

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5,000 僱用外聘機構提供服

務的費用。 

 總數：  $152,800  

 

***上學期會先透過德公堂安排「生涯規劃」課程，下學期開始跟進同學的「生涯計劃書」進度，預計學期尾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