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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生涯規劃與「學生學習概覽」的關係 

• 思想如何協助學生善用「學生學習概覽」 

  -- 學生需要 

  -- 教師層面 

  -- 學校層面 

 



生涯 

 

人在一生中為發揮其潛能而擔當一連串各式
各樣的工作角色（有報酬或無報酬的） 

 

生涯包括生命中的不同角色、消閒活動、學
習和工作 

 

《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  
  第一版 教育局（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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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 

• 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讓人能整全地規劃
一生，包括生命中重要的範疇，如工作、
學習、人際關係和閒暇 

• 這過程也要求人在其社會環境中按步驟積
極地實施所定的計劃 

《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  
  第一版 教育局（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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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添洲 (1993) 

動態 

反思 

體驗 



生涯規畫基本要素 

反思及回饋 

自我探索
與發展 

事業探索 事業規劃
與管理 

教育局（2014） 

《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 



                                   《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來》(中四至中六) (2009) 
                                                 第五B冊學生學習概覽 - 彰顯全人發展           

學生學習概覽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SLP) 



                                   《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來》(中四至中六) (2009) 
                                                 第五B冊學生學習概覽 - 彰顯全人發展           



「學生學習概覽」 

展示學生全人發展的紀錄 

協助學生反思及作生涯規劃的工具 
 



如何協助學生? 

• 學生需要 

• 教師層面 

• 學校層面 



學生對生涯規劃的反應 

• 遲些再算吧! 

• 沒有時間想太多及參加活動。 

• 我做了許多數學題，但考試總是無法運用出來。 

• 我經常改變自己對未來的想法。 

• 我想……，但父母反對。 

• 我想開甜餅屋，因為我喜歡做甜品，同時又比較自由。 

• 我想做魔術師，不知道自己是否適合? 

• 我想做獸醫，不知道需要什麼成績要求? 

 

 



若學生的學習態度是…… 

我今個星期六考地理，過一兩日才開始讀地理吧! 

我要做IES，沒有時間讀中文。 

我做了許多數學題，但考試總是無法運用出來。 

 

我想讀M2，但必修數學都不合格。 

遲些再算吧! 

沒有時間想太多及參加活動 

參加了很多活動，不過大部分都忘記，都不知道怎樣點規劃
自己未來。 

我想……，但父母反對。 



 生涯規劃需要整全及持續地計劃，SLP反映學生全人發展的記
錄，提供平台有助學生及早全面認識自己以致開始規劃人生 

 生涯規劃是個人角色與環境互動的探索過程， SLP是輔助的
學習工具，帶動學習有系統記錄學習經歷，學習反思、交流
及分享未來抱負的機會 

生涯規劃是個人的決定，須要學生積極的參與及對自己負責，
透過SLP相關的活動，學生得著適切的引導及學習自主，以不
同的顯證反映個人的特質及與未來抱負的關係 

學生需要 



訂定提升方案： 
改善學業成績 
豐富學習經歷 

 

探究學習和工作的機會 
聯繫學習經歷 
與未來的目標 

 

‧篩選及排序學習經歷 
‧在「個人自述」中述

說自己學習的故事 

中四至中六 

‧有系統記錄及整
理學習經歷 

‧檢視、連繫及反
思過往的學業成
績及學習經歷 

作出決定、制訂計
劃並付諸實行 

嘗試在「個人自述」
中述說自己對未來

的抱負 



教師層面 



學生主導、反思為本 

 由學生主導建立「學習概覽」的過程 
 為學生提供方向、空間，讓他們去思考、反思、表達自己、

多跟同學討論、彼此分享學習經歷、故事 
 

                                   《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來》(中四至中六) (2009) 
                                                 第五B冊學生學習概覽 - 彰顯全人發展           



‧有系統記錄及整
理學習經歷 

‧檢視、連繫及反
思過往的學業成
績及其他學習經
歷 

 

 引導的方向： 

• 檢視-從個人不同的學習經歷包括與
工作有關的經驗－分享印象深刻／最
有得著／成功／愉快的事件 

• 反思-從中反映或透視個人的興趣、
性格特質、價值取態、能力的強弱 

• 檢視-記錄的活動數量及種類多少，
反映個人的習慣、興趣…… 

• 從不同的學習歷程中，總結對個人特
質的認識 

• 連繫及反思－結合學科及OLE等的表
現，分析個人特質的異同 

• 反思-分析背後因素令你表現差異(包
括環境的助力和阻力) 



 引導的方向： 

 

• 篩選─參加的活動很多，為何要
選擇該些學習經歷放入SLP內？ 

• 排序─我以什麼準則排列該些學
習經歷於SLP內？ 

• 分享感興趣的職業及檢視自己對
該行業的認識 

• 評估個人特質、個人目標與與未
來職業/學業選擇的關係 

• 以不同形式及平台表達及分享生
涯規劃的反省和記錄 (父母、老
師、同學……) 
 

探究學習和工作的機會 
聯繫學習經歷 
與未來的目標 

‧篩選及排序學習
經歷 

‧嘗試在「個人自
述」中述說自己
學習的故事 

事業探索 



嘗試在「個人自述」
中述說自己對未來

的抱負 

 引導的方向： 
• 訂立初步職業性向及相關的進

修/培訓目標 
• 針對內在及可控因素，訂立具

體可行方法改善弱項 /轉化和
應用有利達致成功的做法，包
括 
• 認識未來教育/職業的資訊 
• 訂定學科學習的計劃 
• 培養及掌握能夠投身工作的
共通就業能力 

• 培養能夠適當表現個人特質、
就業能力及事業目標的技巧
和態度 

• 訂定具體計劃 (SMART) 

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alistic 

Time check 

作出初步目標、制
訂計劃並付諸行動 

訂定提升方案： 
改善學業成績 
豐富學習經歷 



 較有主見的同學 比對 較少主見的同學 

 目標清晰的同學 比對比較迷惘的同學 

 參與許多OLE的同學 比對 較少經歷的同學 

 語文能力較好的學生 比對 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  

 初中學生 比對 高中學生的需要 

照顧學習差異 

 提供機會 

 鼓勵 

引導的藝術 

自我認識 

學習/學習經歷的計劃 

職業探索 

搜集職業及升學資訊 

不同行業的體驗 

發展職場共通能力 
連繫及抉擇 



教育局（2014） 

《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 



教育局      （2014） 

《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 



學校層面 



 
整體規劃學生全人發展的課程 

 學校整體課程規劃 --整合學科、OLE、SLP、生涯規劃活動
等相關的目標及編排初中與高中的課程銜接 

 編配課時及人力資源於SLP相關活動 

 提供不同平台讓學生發展SLP及分享個人計劃 

 提供多元化及優質的學習經歷給學生 

 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 

                                  《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來》(中四至中六) (2009) 
第九冊 學生升學及就業輔導 — 探索未來 

生涯規劃活動 



「學生學習概覽」檢視研究 
 教育局於2014/15學年進行「學生學習概覽」檢視研究，

透過電話訪問教師，問卷調查及教師及學生面談，全面了
解學校在實施「學生學習概覽」的情況及需要 

 

 調查發現： 

1.整體規劃的重要性 

   -- 學校規劃學生學習概覽時，若能整體考慮以教育目的、
領導角色及提供早期銜接活動的學校，與培養學生的反
思習慣和自主學習能力之間有正面關係 



「學生學習概覽」檢視研究 
 教育局於2014/15學年進行「學生學習概覽」檢視研究，

透過電話訪問教師，問卷調查及教師及學生面談，全面了
解學校在實施「學生學習概覽」的情況及需要 

 

 調查發現： 

1.整體規劃的重要性 

2.  使用電子工具有助發展SLP 



使用電子工具有助發展SLP 
 

– 大部分學校認為電子工具有助發展校本SLP，如處理學
生資料、大專院校申請工作、製作SLP報告、提供平台
讓學生記錄、整理及檢視SLP 

– 大約四分之三學校授予學生使用電子工具權限，然而
學生主要是輸入數據，而讓學生篩選和排列記錄優次
的學校則較少 

– 學生期望可有更多使用電子工具的機會 



30 

提供學生使用學生學習概覽模組的權限 

記錄、篩選及排序學習經歷 



  

31 



總結 
• 生涯規劃應整全地計劃一生，反映學生全人發展
的記錄是不可或缺的，學校的整體規劃是重要的 

• 生涯規劃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須及早養成記
錄、篩選、排序及反思學習經歷的習慣 

• 生涯規劃是個人角色與環境互動的探索過程，需
要抉擇、實踐、分享及互動的機會 

• 生涯規劃是個人的決定，須要學生個人積極的參
與及對自己負責，宜以學生主導及反思為本推行
「學生學習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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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fail to plan, you plan to fail.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