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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搜集形式：

派發問卷給予老師及
學生

收回學生問卷總數：
1149
所收回有效的學生問
卷：1056份



研究基本資料：男女比例研究基本資料：男女比例

男女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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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本資料：學生年級比例研究基本資料：學生年級比例

學生年級比例

650

406
中二級

中三級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老師意見 學生意見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1.1：我是誰 — 你的第
一個自傳能引起我自
我探索的動機

3.81 0.81 3.41 0.77

1.2：檢視我的學業成就
和學習能力、停一
停，想一想！能有效
幫助我檢視學習志向
和興趣

3.48 0.93 3.56 0.78

1.3：透過參與校內和校
外的不同學習經歷，
我學到什麼？能有效
幫助我從其他學習經
歷了解自己的綜合能
力及個人質素

3.60 0.74 3.36 0.80

數據結果：（5為非常同意 - 1為非常不同意）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老師意見 學生意見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2.1：宴會的談話對象
興趣測驗能幫助我
確認最感興趣的學
業和事業類別

3.95 0.78 3.52 0.86

2.2：事業座標：你的
興趣檔案能有效幫
助我了解個人特質
與學業及事業選擇
的關係

3.72 0.75 3.52 0.82

2.2：事業座標：你的
興趣檔案能有效幫
助學生了解個人特
質與學業及事業選
擇的關係

3.67 0.77 -- --

數據結果：（5為非常同意 - 1為非常不同意）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老師意見 學生意見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3.1：高中畢業的升
學階梯 / 備註網址能
清晰展示初中生須認
知的升學及培訓出路

3.45 0.82 3.58 0.81

3.1：高中畢業的升
學階梯 / 備註網址能
提供足夠高中課程及
職業導向課程內容的
資料協助我選科

3.30 1.06 3.52 0.78

3.2：高中課程架構
能清晰展示高中學制
提供的科目選擇

3.70 0.67 3.63 1.11

3.3：選修科目組合
及程序能幫助我就高
中選科作抉擇

3.30 0.48 3.49 0.81

數據結果：（5為非常同意 - 1為非常不同意）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老師意見 學生意見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第4站：怎樣如何目
的地？
這部份能幫助我為高
中學習訂定行動計劃

3.36 0.67 3.33 0.76

第5站：支持伙伴座
標
這設計能幫助我藉支
持伙伴的回饋反思個
人學習計劃

3.36 0.67 3.30 0.76

數據結果：（5為非常同意 - 1為非常不同意）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學生整體意見： 平均值 標準差

Q1.此教材能令我更認識自己的興趣、
志向和性格

3.66 0.83

Q2.此教材能助我了解高中學制下的升
學機會和限制

3.61 0.82

Q3.此教材能助我訂下高中學習計劃 3.39 0.83

Q4.此教材能讓我明白自我認識是為將
來升學或就業作準備的基礎

3.59 0.81

Q5.此教材能刺激我思考未來的學習及
事業

3.63 0.88

數據結果：（5為非常同意 - 1為非常不同意）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數據結果：（5為非常同意 - 1為非常不同意）

老師整體意見： 平均值 標準差

Q1.此教材能有效將生涯
規劃概念應用於初中學
習階段

3.62 0.76

Q2.此教材能有效將生涯
規劃概念緊扣香港高中
學制轉變

3.24 0.62



第一站：為自我探索旅程作好準備

1.1：我是誰 — 你的第一個自傳

作為自我探索旅程的熱身，學生會開始明白
「認識自己」的重要性，亦應意識到同學之
間在興趣及事業目標上的差距

透過「腦力激盪」（Brainstorming），學
生能確認及說出自己的喜好，包括興趣、科
目及課內外各種學習經歷等

學生能回想一些夢想的職業，並注意到他們
的興趣隨著時間而變更

學生開始明白這些變更背後的原因，例如他
們的價值觀及對將來的期望隨著成長而改變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第一站：為自我探索旅程作好準備

1.2：檢視我的學業成就和學習能力、停一
停，想一想！

學生能分辨到自己所擅長的科目和熱門科目
的分別。而該學科分數的高低亦反映了他們
的能力

學生能將他們對各科的學習能力、興趣具體
化（1至5分）

利用該表格上的資料，學生能認清自己的強
項、弱項及各科的進步空間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第一站：為自我探索旅程作好準備

1.3：透過參與校內和校外的不同學習經歷，我學
到什麼？

學生能確認三項對自己最具影響力，或最擅
長的其他學習經歷

學生發現以上三項活動或比賽，曾對自己的
興趣、知識、綜合能力及人生態度作出正面
影響，而他們比以往更認識自己的強項和弱
點

學生能指出自己所擁有的綜合能力及個人素
質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第二站：事業座標

2.1：「彩」蜜派對

使學生認識個人性格能聯繫到高中課程選擇和將
來的職業

學生明白他們需要認真地探究每個性向的內容與
相關的升學機會和職業，及合適個人的程度

學生能分辨自己首兩個性格傾向類別

學生能進一步透過此活動反思自己的學業與自身
興趣、將來抱負的關係，並定立「我的行動座標
」



部份學生意見：

☺
有助認識自己，希望將來會有更多。

宴會的談話對象不錯，可令學生更瞭解最感興趣
的事業

可以提供更多準確的心理測驗去發掘適當及喜愛
的科目

心理測驗部份能刺激我思考未來學習的方向，不

錯！（按：這活動不是「心理測驗」！）



可刪除或改進，因為這心理測驗的選擇已十分
容易令讀者猜到自己屬於那類型，作用不大

興趣測驗的選擇寫得太明顯，令作出選擇時受
影響

多些心理測驗能令我多了解自己，多例一些例
子，讓我們知道選科後有什麼工作可以做

可選擇的答案有一些工作分類的介定，令人容
易選擇自己想做的職業，而非透過興趣選擇科
目及職業。



2.22.2：事業座標：你的興趣檔案：事業座標：你的興趣檔案

部份學生意見：

事業座標有助我思考未來的學習

可詳細講解每科的出路

應把科目及工作連上關係

可介紹每個職業需讀的科目

提供的職業的範圍可再擴闊一些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3.23.2：高中課程架構：高中課程架構

部份學生意見：

高中課程架構清晰、實用

此課程結構內容不錯，但不夠深入。

應多介紹選擇高中科目的條件

在香港高中學制及高中學習計劃的內容可詳細
一點

高中課程架構指示清晰，如能詳細列出做什麼
工作應讀什麼科目和將來的出路會更好



第四站：怎樣到達目的地？

設立目的：

學生能重溫第1站至第3站，在重點記錄自
己的學習興趣、學業成就、技能及天份，
整合後完成「我的行動座標」

學生應主動地參予此活動，為達成目標而
努力

在升讀高中後，學生仍需持續檢視自己的
學習計劃，並作出適當的調整



第四站：怎樣到達目的地？第四站：怎樣到達目的地？

老師意見：

同學嘗試完成第四站時有困難，建議可提
供一些例子作參考；正式推出時應提供老
師指引，建議一些follow up question、活
動推行方法、時間分配、讓一般班主任更
易上手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第五站：支持伙伴座標

設立目的：

學生能從伙伴身上感受到支持和關懷

學生能學習聆聽及接納伙伴提供的具建設
性的意見



學生完成樣本學生完成樣本



其他有關小冊子內容的意見：其他有關小冊子內容的意見：

有關小冊子之用詞

有關小冊子之設計

有關使用小冊子的時間

對小冊子的整體印象

提議

其他意見及疑問



有關小冊子之用詞有關小冊子之用詞

學生意見：

有些文字解釋比較深，不易理解。什麼是學習
潛力？

2.2的興趣檔案用些字含糊不清

文字抽象難明

用詞可選擇一些更易明白的字眼

老師意見：

與「自我評估」相關的部份，用字非常具體



有關小冊子之設計有關小冊子之設計

☺
小冊子外型精美

設計不錯，內容充實

設計精美，色彩豐富

小冊子十分吸引，色彩豐富

小冊子精美，特別是高中課程架構
，內容清晰



有關使用小冊子的時間有關使用小冊子的時間

1.認為在中一更適合
中一要開始做這計劃
有些部份應由中一開始填寫
應在中一開始，可在小冊子中加入選科條件
中一的成績大多忘記了，沒有紀錄，小冊子應在中一下
學期派發

2.認為在中二更適合
應在中二的早些做
時間（中二）十分適合
可以在中二初期開始向學生介紹升學的事。
中二便選科有點兒太早，應多讀一年看過成績再作決定



有關使用小冊子的時間有關使用小冊子的時間

3.認為在中三更適合

應在中三開始才做

課程較適合中三級上學期，因為較接近選科時間

4. 有關使用時間之長短

不夠時間做，需要多些時間

時間不足令我不太了解小冊子

可增加堂數及增長時間

增加堂數，多些老師以不同方式講解同一課題

希望能多一些時間，以解答疑問：如升學或就讀課程來
準備將來的職業



提議提議
指引不太足夠，有提示更好
可以有更多部份關於選科問題
沒趣味性，建議多增加心理測驗
要分晰不同科目的發展路向和成功就讀的
機會
宜提供讀什麼科目所需的條件及未來的出
路
可增加高中選修科目的資料，整體上十分
滿意
可設立大家的理想分享
建議開設講座



其他意見及疑問其他意見及疑問

開多一些選修科

選修科目太少，有點失望。

選修科目的問題，我覺得應該要有更
詳盡的資料

學校的科目太少！應可加上音節、戲
劇、美容護理、設計等科目，擴闊學
生的學習圈子

學校的科目太少，有些都不提供選擇



其他意見及疑問其他意見及疑問

☺
小冊子令我清楚地找回自己的性格、志向
及興趣
小冊子內容十分全面及豐富
增加我對高中所選修科目的認識
是次活動叫我看清自己的目標
很好，能令我對前途有些盼望了
能讓我認真的思考我的將來
這教材令我對自己的未來充滿信心，值得
嘉許
資料詳細，看後令我對升學及升學後的工
作更清楚



其他意見及疑問其他意見及疑問

就算知道自己的性向、興趣，也不知道什麼
工作適合

如配合更多有趣而實用的活動或實踐機會等
，學生的參與程度及反思會更多，更為投入

應更針對個別學校，如選科檢視科目應只加
入語文、數學及該校將開設的新高中學科

應列舉各科能力要求和之後的出路，舉一些
例子，如某職業需要什麼科目、條件和能力


	學生生涯規劃學習工具研究報告
	研究基本資料：男女比例
	研究基本資料：學生年級比例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2.2：事業座標：你的興趣檔案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3.2：高中課程架構
	第四站：怎樣到達目的地？
	學生完成樣本
	學生完成樣本
	其他有關小冊子內容的意見：
	有關小冊子之用詞
	有關小冊子之設計
	有關使用小冊子的時間
	有關使用小冊子的時間
	提議
	其他意見及疑問
	其他意見及疑問
	其他意見及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