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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香港中學生的生涯規劃，教育局向每所開設高
中的公營學校提供50萬元津貼。有政黨調查發現，四成

半中學生認為學校提供的生涯規劃支援不足，對了解自己沒有幫助。
生涯規劃屬於新事物，或許不少學校仍停留在探索階段，老師需要一
些時間掌握對生涯規劃的認知。

另外，亞洲地區的填鴨式教育時常受人批評，卻換來學生的高分數，
吸引西方教育也開始向亞洲取經。教育是塑造孩子未來的重要過程，中
國式教育着重背誦，西方教育則着重思考、創意等。究竟未來的孩子在
學習過程中，最重要是獲得什麼？是分數？是創造力？是愉快學習？抑
或是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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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 今 日 香 港 +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
去年，特首的施政報告提到推廣職業教育，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率領代表團前往德國和瑞士，了解當

地的職業教育制度和促進年輕人就業的方案，發現德、瑞兩地政府相當注重職業教育。在當地修讀職業教育

課程的學生，其回報率和修讀學士學位的學生沒有太大差距，而且業界願意負責設計不同的評核，因此德瑞兩地青年的失業率也較歐

洲各國低。這些經驗，都值得香港參考。香港職業教育發展起步較慢，首先需要社會改變其原有的觀念，同時也

需要社會業界直接參與課程設計，並在實習工作的地方評核學生的表現。 ■莊達成

多 元 教 育

今 日 香 港
1.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檢視職業教育
最近我到中華廚藝學院參加了一場祝
捷會，祝賀香港廚師隊在瑞士和韓國參
加的兩項國際西餐廚藝大賽勇奪全場總
冠軍，為港爭光。廚師隊的25名成員，
差不多全部受訓於職業訓練局（職訓
局）。他們在國際賽取得佳績，說明行
行出狀元。
過去一年，我與從事不同行業或正接
受職業培訓的年輕人見面，他們從事美
容、資訊科技、設計、建造業等行業，
雖然各人背景不同，但這些年輕人和廚
師隊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能夠發揮
自己的興趣和潛能，在培訓期間努力學

習，終能實現夢想。
每個人有不同的興趣和才能，主流教

育未必適合所有青年人，特區政府應
重新確立職業教育在教育系統中的位
置，並引導年青一代建立選擇職業的
正確觀念。為此，特區政府將成立
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以制定在社區
推廣職業教育的策略，並邀請職訓
局制定策略性校園發展計劃，加
強協同效應，提供先進設施，提
升職業教育的形象和質素。

■資料來源：
2014年施政報告

資料B：加強生涯規劃

一、教育局會加強升學輔導小組
的人手，以更全面支援學校提供升
學和就業輔導服務，以及拓展生涯
規劃。由2014/15學年起，開辦高
中級別的公營學校亦會獲得相等於
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
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同
時，港府會推動更多工商機構和社
區資源參與「商校合作計劃」，也
會增撥資源予非政府機構與學校協
作，加強對中學生籌劃未來升學與
就業的輔導。

二、針對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
港府會以先導形式推行職業教育和
就業支援計劃，結合有系統的學徒
培訓和清晰的進階路徑，為相關行
業吸引和挽留人才。港府和參與的
行業會在首年的培訓期和緊接3年
的學徒期，向學徒發放助學金或津
貼。行業要承諾以特定工資水平聘
用完成培訓的學員，並提供清晰的
晉升階梯。先導計劃由職訓局負責
執行，將惠及2,000名學員。
三、由2014/15學年起，向職訓

局提供經常撥款，為所有高級文
憑及部分中專文憑的學生提供工
作實習機會，受惠學生超過
9,000人。
四、現行的「資歷架構支援

計劃」行將結束。經檢討計劃
的成效後，港府將設立10億
元的基金，利用投資收入，
長期支援資歷架構的持續發
展。

■資料來源：
2014年施政報告

資料C：有關「生涯規劃」調查
教育局積極推動年輕學生的生涯規劃，2014/15學起

每年向各中學提供50萬元津貼，助學校推動有關生涯規
劃的教育。有政黨在今年3月10日至4月2日間，以問卷
訪問了各區共876名曾參與校內生涯規劃活動的中四至
中六學生，當中50.4%認同生涯規劃重要，不過只有
26%人覺得校內相關支援足夠。
就學校生涯規劃活動的成效，最多高中生認為能幫助

他們了解職場與就業情況如行業性質、就業市場趨勢等
（45.6%），其次則是有助「計劃未來升學與進修路
向」（43.4%）、「了解自我」（42.8%），最少人認為
活動可助自己「計劃就業路向」（39%）。問及高中生
是否已為未來做好準備，54%受訪者表示未做好準備，
表示做好準備的則只有24%。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想 一 想
(a) 參考資料，試就香港
現時的情況，分析主流
教育比職業教育更受中
學生歡迎的原因。

(b) 參考資料，香港教
育局所推行的生涯規
劃在何等程度上能
達到其預期的目
標 ？ 試 加 以 解
釋。

今 日 香 港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來源：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資料A：「初小學生與家長日常時間運用」調查
周一至周五時間運用

家長
事項 百分比
與子女親子時間少於1小時 52%
沒有與配偶二人世界時間 45%
沒有私人時間 40%
起居飲食花1小時以下 38%
每日花兩小時以上督促子女學習 25%
睡眠時間6小時或以下 24%

初小學生
事項 百分比
放學後須上補習班 49%
睡眠時間8小時以下 47%
做功課時間超過兩小時 40%
沒有娛樂時間 19%

資料B：家長教子女「用手機方法」
應該做

．家長宜以身作則，有節制地用手機；
．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係，經常溝通，由淺入深
與子女談天，從飲食娛樂開始，到個人話
題，包括學業、目標和不愉快經歷；

．了解子女成長需要、人際關係和興趣；
．信任子女懂分配時間，給予他們足夠自由。

應該避免
．以電子產品填滿家庭空間，家長和子女各有各玩手
機、平板電腦；

．過度緊張子女使用手機而沒收手機。
■資料來源：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
社會行政學系

資料C：電子教學與自主學習
近年教育界廣泛應用電子教

學，配合「自主學習」。這有助
照顧學習差異，也有利於課堂互
動，甚至充當教學助理的部分功
能。有學校通過平板電腦連結，教
師通過系統向學生提供題目，系統
及時提供學生答對及答錯資料，方
便教師個別或集體講解，學生也可以
自我評估學習能力。
雖然平板電腦確有好處，但有學校

認為這不能取代工作紙和小黑板等傳統

教學工具。有校長舉例指，學生在課堂
討論時，會利用粉筆在小黑板寫上重點
作腦力激盪，雖然平板電腦有類似功
能，但有前線教師發現，電子輸入方式
較學生寫板書慢得多，「平板電腦做得
不好的話，一樣會阻礙課堂進度。」最
重要的是課堂維持自主學習的元素，即
回饋、展示、點撥、檢測，至於是否使
用電子教學，須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毋須每一節課都使用平板電腦」。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想 一 想
(a) 參考資料A和B，分析
初小學生的個人成長與家
長日常時間運用之間的關
係。

(b) 參考資料C，「在中
學，教師推行電子教學將
有助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
能力。」你在什麼程度上
同意這說法？試加以解
釋。

．由每1,000名學童有250個全日制學額，增至500個，但沒有
時間表；
．料四成學生要交學費或補貼租金；
．向取錄了8名或以上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提供額外資源，金
額與一名幼師薪酬相若；
．制定5個職級教學人員薪酬參考範圍，按各職級薪金中位數
向學校發放資助，由校方分配，資深教師多的學校可申請額
外資助；
．提供經常津貼以聘請教學助理等支援人員，幼稚園可靈活用
該筆津貼請人、僱用服務等；
．長遠增加公屋中由政府擁有的幼稚園校舍，可研究在新巿鎮
預留足夠土地，現有小學或新建小學與幼稚園共用校舍。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項目 內容
補習班 由於亞裔學生參加補習班，成績卓越佔據大量熱門中小學和天

才班，有報道指，紐約越來越多白人學生參加以亞裔學生為
主，被稱為填鴨學校的補習學校，以追上亞裔學生成績。

大班教學 英國現任教育部長派出70位數學教師往上海學習中國教育模式
後，2014年11月提出由教師主導的大班教學來取代小班教
學。

增加課堂 前英國教育部長在2014年1月，指教師應更積極改善數學和科
學課的學習紀律，又擬縮減課堂間的休息時間，增設放學後1
小時的功課班等。

縮減假期 2013年英國前教育部長指，向亞洲教育模式學習，要縮減假期
以增加上課日。英國資助及公立學校計劃今年9月調整假期及
上課日數。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本地報刊

資料B：英美教育「亞洲化」

資料A：免費幼教報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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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細閱以下資料：

想 一 想
(a) 參考資料A，你認為哪些
因素將會影響香港政府全面
推行免費幼教？試加以解
釋。

(b) 參考資料B，英美教育
「亞洲化」是否足以反映亞
洲國家的教育模式能為學生
帶來很大的學習成效？試解
釋你的答案。

商

工
職

■■圖為圖為88月代表香港出戰月代表香港出戰
「「世界技能大賽世界技能大賽」」的劉的劉
可瑩可瑩，，她在比賽中奪得她在比賽中奪得
優異獎優異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曾任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曾任教高補通識教育科，現任教高中和初中通識教育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
學院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編著《如何做好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一書。

■電子教學有好有壞，用與不用，最重要是保留
「自主學習」的元素。 資料圖片

■免費幼教方案6月中出爐，
六成幼園生可免交學費。

資料圖片

■■職訓局學生職訓局學生（（左左））即場製作即場製作「「卡卡
通麵粉公仔通麵粉公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