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社區資源發展
「其他學習經歷」

鄧鏡波學校

「與工作有關經驗」



策劃「與工作有關經驗」活動
活動的設計理念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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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問題

資源限制 受眾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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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伙伴)
學校

學生

伙伴

e.g.         Rotary
NGO/EDB/Alumni



資源(伙伴)  發掘不同的合作伙伴

讓學生接觸世界接觸世界

學術機構

工作機構

EDB
NGO

Rotary
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



學術機構

大學

IVE



工作機構

透過
教育局提供的商校合作計劃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
738&langno=2

扶輪社

Junior Achievement
校友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738&langno=2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738&langno=2


活動名稱 中介機
構

參觀青馬大橋 IVE

參觀職業博覽 貿發局

參觀港鐵何東樓車廠 IVE

參觀理工大學擴建工程地盤 扶輪社

參觀中華電力訓練學校 IVE

參觀港燈南丫發電廠 IVE

參觀香港專業教育院(青衣IVE) IVE

參觀港鐵青衣車務控制室 IVE



公司名稱 中介機構

海洋公園 JA

社會福利署 JA

消防處救護總區訓練學校 JA

警察訓練學校 JA

工作影子計劃



工作坊 中介機構

JA 學生模擬管理計劃 MESE JA

JA「Goal」青人生工作坊 JA

JA Accounting Success Skills 
Workshop

JA

IBM職業與我體驗日 IBM

JA Success Skills Workshop JA

JA Personal Finance JA

JA It's My Business 小生意大創意 JA

Goldman Sachs Success Skills 
Workshop

JA





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

工作影子計劃

職業講座

工作場地參觀

職業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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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

工作影子計劃

受眾人數少



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

工作場地參觀

難於多班一同舉行



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擴闊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識

職業博覽
適逢「生活學習科」課堂,可多班一同前往

認識工作世界工作紙+求職報紙

(e.g. Job Market)
在中一及中四課堂進行



學習成功技巧

工作影子計劃
扶輪與校同行計劃—師友計劃
JA 成功技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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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功技巧

扶輪與校同行計劃—師友計劃



學習成功技巧

JA 成功技巧工作坊(團隊合作及面試技巧)
學生自由報名,可容納多人



計劃將來

未來職業

中三選科/大學選科

訂立學習目標

裝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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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計劃

實現短期學習目標

改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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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與伙伴良好關係的秘訣

學生清楚知道活動的目的

達致三赢局面

學校

學生

伙伴

e.g.         Rotary
NGO/EDB/Alumni



使活動有進一步成功

Briefing (Preparation)Briefing (Preparation)Briefing (Preparation)

Activity (Experience)Activity (Experience)Activity (Experience)

Debriefing (Consolidation)Debriefing (Consolidation)Debriefing (Consolidation)

Action Action Action 

自我認識自我認識自我認識

接觸世界接觸世界接觸世界

學習成功技巧學習成功技巧學習成功技巧

計劃將來計劃將來計劃將來

實踐實踐實踐



使活動有進一步成功

Briefing (Preparation)Briefing (Preparation)Briefing (Preparation)

Activity (Experience)Activity (Experience)Activity (Experience)

Debriefing (Consolidation)Debriefing (Consolidation)Debriefing (Consolidation)



例子

工作影子計劃

扶輪與校同行計劃

任何參觀活動



Briefing (Preparation)Briefing (Preparation)

了解自己喜好、能力

該公司的背景

預備問題

預備學生心態



ExperienceExperience

觀察工作環境

留心聽講



DebriefingDebriefing

DebriefingDebriefing問題問題
有甚麼印象最深刻？有甚麼印象最深刻？

為甚麼？為甚麼？

對你有甚麼啟示？對你有甚麼啟示？

你會如何把所學習應用出來你會如何把所學習應用出來



維持與伙伴良好關係的秘訣

人數

Briefing (Preparation)Briefing (Preparation)Briefing (Preparation)

Activity (Experience)Activity (Experience)Activity (Experience)

Debriefing (Consolidation)Debriefing (Consolidation)Debriefing (Consolidation)

質
素

接入點

有興趣

選擇合適的同學



扶輪導師計劃扶輪導師計劃 20092009--1010



與導師會面與導師會面



參觀擴建中地盤參觀擴建中地盤



維持與伙伴良好關係的秘訣

向伙伴提供協助
事前預備

場地安排/借用

事後記錄



活動記錄



活動記錄



總結

維持與伙伴良好關係的秘訣

學生清楚知道活動的目的(Briefing)
選擇合適的同學 (跟學進學習的情況)
向伙伴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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