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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博覽2017-2018程序

14:30 節目開始由司儀介紹各嘉賓

14:35 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馮興宏先生致詞

14:40 港京扶輪社社長馮芷賢女士致歡迎詞

14:45 何東中學校長林鳳琼女士致歡迎詞

14:50 主禮嘉賓車淑梅女士主題演講及答問

15:35 港京扶輪社社長馮芷賢女士致送紀念品予主禮
嘉賓車淑梅女士及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馮興宏先生

15:40 港京扶輪社社長馮芷賢女士及林鳳琼校長雙方致送紀念品

15:45 何東中學校長林鳳琼女士及其他協作學校代表交換錦旗

15:50 籌委會主席林彥彰先生致謝詞及致送紀念品予各嘉賓

16:00 全體合照

16:05 各行業講座及討論

17:00 總結完畢



車淑梅小姐為資深的廣播界專業人士，自1967年開始加入香港電

台擔任香港兒童節目廣播，其後擔任年青人節目及生活式節目主

持，至今，已8年榮獲「全港最受歡迎唱片騎師」榜首。

車小姐曾主持多個極受各界人士，尤其是婦女及青少年歡迎的電

台節目，例如：「青春交響曲」、「晨光第一線」、「開心日

報」及「舊日的足跡」等。此外，車小姐亦曾於各大型節目擔任

大會司儀，例如：十大中文金曲、千禧大匯演、公益金籌募活動

等，專業態度及表現均獲得極度好評。

車小姐一向熱心公益及社會事務，她除了經常參與各類型公益活

動及節目外，亦經常出力支持慈善團體，因此，深受市民大眾的

歡迎和愛戴。而車小姐亦十分關注青少年的成長，經常與家長分

享教育子女的經驗，為學校和社會福利機構擔任親子講座及分享

會嘉賓，教導關愛社會，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車小姐於1992年

榮獲「十大傑出青年」的殊榮，並於2005年獲「香港傑出義工」

獎，同時獲選為該會之創會會長。

我並非一個聰明人，我只是有一份堅持不懈追求夢想

的心。

當年一個孤單的小女孩，終日只有收音機作伴，立下

志願要做一些令人歡喜的電台節目，旁人的冷水如瀑

布，怎麼可以一個滿口鄉音的人成為電台人？ 

經歷了方知道自己才是人生的導演，編劇，演員兼觀

眾，我選定了要成為一套開心電影的主角，任何冷水

都是推動力，我要勇往直前!我自知當年口齒不清，

是一頭黑馬，但跑到今天我依然快樂地跑着，更希望

跑出充滿愛，歡樂和正能量的大地，和大家一起樂在

其中。

標竿人生，夢想追尋，追夢使人進步，付出才可美夢

成真!

嘉賓簡介

贈言

車淑梅小姐
Ms. Candy Chea



演講嘉賓名單

相關專業 嘉賓

1. 物理治療 Dr. Arnold Wong 黃宇樂

2. 護理 Ms. Sabina Leung 梁福娣

3. 傳媒 Mr. Patrick Li 李漢源

4. 市場推廣、公關與管理
Mr. Francis Lo 羅善行

Mr. Mercer Ng 吳振雄

5. 營商/金融 Mr. Huang Chun Kit 黃俊傑

6. 設計(平面) Mr. Martin Chan 陳泓傑

7. 設計(形象) Mr. Shaun Cheung 張信屏

8. 科技 / 環保工程 Ir. CF Lam 林卓峯

9. 心理學家 Dr. Zanonia Chiu 趙思雅

10. 航空業

Captain Billy Chan 陳健笙

Captain Victor Lau 婁穎濤

Ms. Yoyo Yee 余嘉瑤

11. 紀律部隊(警察) Ms. Mon Lee 李素珍

12. 幼兒教育
Ms. Chow Lai Wah 周麗華

Ms. Ida Lam 林敏儀

13. 酒店
Ms. Dorothy Charline Ng 吳婥僖

Mr. Willy Luk 陸永恆

14. 旅遊 Mr. Johnny Lee 李嘉騏



馮興宏先生致詞

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

涉海有何難

攀峰不畏艱

人生須夢想

奮進奪標杆



On behalf of Rotary Club of Kingspark Hong Kong,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all our speakers today.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hare your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nsights 

with our students, helping us today to present a snapshot of over 

20 career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he job market.

On this annual occasion,  we are grateful  to Hotung Secondary 

School for rendering us this opportunity to serve our community.  

And I wish to thank all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teachers and 

our organising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ir time and effort, in 

making this a successful and meaningful expo.   

To all students here today,  please make good use of this occasion 

to explore your interests, please ask as many questions as it 

pleases you. This is a time to reflect  on yourself, to recognise 

your potential strength and thereby set goals in developing them.    

I wish you all a fruitful experience!

社長致詞

馮芷賢小姐
Ms. Jane Fung



扶輪定義 

國際扶輪凝聚全球志願服務組織的領袖組成一個環球網路，

宣導崇高道德，提供博愛服務。至今，國際扶輪遍佈超過

200個國家和地區，有35,000多個扶輪社，120多萬名社員。

扶輪社員的共同理想是（超我服務），通過環球網路，把熱

誠衍化成各種有意義的服務，有序地計畫在國際和區域間促

進合作和夥伴關係，建立互信與和平，為各社區帶來轉變。

港京扶輪社 

港京扶輪社於1994年成立，現有21社員。本社致力於香港及

世界各地籌組各項社會服務計劃。本社特別熱心於青少年發

展活動，積極參與教育局推動之扶輪「與校同行」計劃，支

持贊助2個扶輪青年團，並於4間學校贊助及推動扶輪少年服

務團。

港京扶輪社簡介  



學校背景

本校是一所全日制官立中學，於一九五三年由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

捐款創立。 

願景與使命

我們是一所學習型的學校，秉持校訓「正義與真理」的精神，致力培養學生

成為具學習動機、創造力、理性思維、責任感和自尊心的良好公民。為此本

校致力營造設備完善及充滿關愛的校園，為學生提供適切現今瞬息萬變世界

的均衡教育，以助學生養成自強不息、力學不倦的精神。

本學年關鍵項目的發展

•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i)  加強學生表達及以英語學習的能力及信心；

(ii)  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透過

(i)  建立正面價值觀；

(ii)  定立目標；及

(iii) 生涯規劃；

讓同學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裏，提升自我，建立標竿人生。 

  

學校特色   

•本校對學生品學要求嚴格，故校風淳樸，學生互助互愛，守禮自重。

•課程全面，尤重視商科發展，與扶輪社締結商校夥伴計劃，支援充足。

•注重全人發展，啟發學生潛能，提升創意思維。

•學生多元才華表現卓越，屢獲殊榮。

學校簡介：何東中學



「標竿人生，夢想追尋」

  我偶爾聽到一些人總會喊出這樣的一句話來﹕「唉﹗我為了甚麼而生活」

如果細心思量一下，不難感受到話語中充滿了慨嘆、無奈和惋惜。或許這個

年青人在學業上、工作上、人際關係上遇到逆境、心情低落、一刻感到意志消

沉。不過有一點可以推斷到他應該事前沒有好好作出周詳計劃，才導致措手不

及。

    當然，我也曾經聽到另外一些年青人是這樣的說﹕「嗯，我活著是為了……」

聽罷，無疑句中帶有停頓、沉默的語氣，但他卻在思慮中。因為他正盤算著某些疑

問，態度明顯積極，所以我相信他會為自己將來的藍圖一筆一筆地畫上色彩。這點

正是我值得欣賞和期待看到的結果。

    其實，每一個人的人生就是一條路、自己是築路者。你建築怎樣的路、你便要走怎樣的路。同時，人生

各階段上必然遇上不同人與事，經歷是與非，感受冷嘲熱諷、褒揚讚賞。因此，如你在開始築路時，漫不經

心、毫不在意地經營，你的路段必會崎嶇不平、波折重重、障礙難闖。

  相反，如你早已在不同的路段上豎立標竿，指引明確，你便會舒坦地踏步向前走，朝向目的地。當然，

有人會提出質疑﹕「人生路怎會這麼順暢呢﹖」確實人生路是艱苦的，必定遇上險阻，但標竿就是我們追尋

夢想的關卡，而路的盡頭是成果，我們不妨將艱辛化作動力，為夢想而奮發圖強。這正是現今莘莘學子必需

肩負的責任。

   

     的確，「我活著為了甚麼﹖」這問題的答案是我們所有人都想尋求。我們試圖用各種方法去尋找﹕有人

作各種瘋狂的試驗來尋找；有人跟著潮流與世俗走，以為人多的方向就是對的；有人以追逐名利為目的來充

實生命。以上種種的方法都沒有真實答案。但我相信只有親自經歷一切去尋找意義才是正確的方向，所以同

學們應該為你們自己的道路鋪設標竿，勇闖難關，達成夢想。

  日後，我冀望聽到你們說的是﹕「我活著是為了做到……」

校長的話

何東中學

林鳳琼校長謹識



其他協作學校
學校簡介

學校簡介

School Mission
To help each student discover and develop his potential fully and promote his development as 
a whole person by providing a balanced education in the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social and 
aesthetic spheres and by providing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is disciplined, stimulating and 
forward-looking.

Our Goals
1.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need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a 

changing world.
2. To broaden minds and to promote awareness that learning is a life-long process.
3. To develop an inquiring mind and the ability to find, evaluate and use information to solve 

problems and to encourag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4. To promote self esteem, positive attitudes and sou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5. To promote respect for others and construc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6. To promot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ces that shape modern society, at the local, national 

and world levels, and to encourage a caring attitude and greater civic awareness.
7. To develop interests and talents and to promote appreciation of man’s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8. To promote the on-go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taff and to encourage a developmental 

culture within the school.
9. To seek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by stressing active, first-h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by 

setting systematically planned, forward-looking policies and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y.

Our Values
We share and seek to promote the following values and attitudes•Self discipline, respect for law and 

order and responsible behaviour

• Self respect, respect for the right of others and appreciation of other people’s achievements and 
efforts

• Active involvement in school life, sense of the school as a community at large
• A caring attitude and service towards others and towards the community at large
• A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in what we undertake to do
• A positive, forward-looking attitude
• Living in harmony with our environment

King’s College was founded on its present site in 1926 and is 
a boys’ school. With a glorious history of over 90 years, it has 
graduates excelling in all walks of life and all over the world.

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及情緒

方面皆能得到最佳的發展，並協助學生在自我實踐的過程中充份發展他們本身的

潛能，從而獲得一個目標明確而又富有意義的人生。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學校簡介

學校簡介

110周年校慶對聯﹕「百一長官，博文約禮敷教澤  萬千桃李，化雨春風育

英才」

本校為政府開辦的全日制男女中學，一九零八年創立，原為地區初級學

校，其後陸續增設初中、高中，至一九六六年發展成為一所級制完備的中

文中學，一九六八年開設英文部，是長洲唯一的官立中學。學校秉承「博

文約禮」的精神，以全人教育為宗旨，為學生提供一個愉快、自由、守紀

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建構知識、發揮潛能及確立積極人生觀，成為有文化

學術修養、具國際視野、敦品礪行、明辨是非和有責任感的良好公民，服

務國家和香港。

筲箕灣官立中學於一九六一年成立，是戰後香港政府在港島創立的第一

間英文男女文法中學，校舍則於一九六四年開始啟用。

本校致力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以培養同學的德、智、體、群、美

五育的發展，使他們發揮潛能，為升學作好準備，並秉承校訓「真理至

上」，追尋及熱愛真理，將來成為獨立、自信、有責任感及有貢獻的良

好公民。

為培養同學全人及均衡發展的五育目標，本校除設有共同核心課程外，

還為各級同學提供跨越課程，透過班主任課及生命教育課，積極推行環

境教育、健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本校亦安排晨讀

時段，鼓勵學生閱讀課外書，為中一和中二級編製閱讀材料、中三級設

計閱讀策略練習，以提高同學之閱讀興趣及能力。本校以「追求卓越」

為目標，設立全方位學習時段，定期舉辦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各級增潤

課程、時事討論和分享、自訂目標計劃及生活教育訓練等。各項訓練及

課程均能幫助同學認識香港及放眼世界，培養正確的道德價值觀，亦為

他們身心成長、終生學習、自我增值及生涯規劃等層面作好準備。

於校本發展方面，學校每年訂下不同的關注目標，由全校老師共同推

行，使同學於健康的環境下成長。本校於2015-2018年度之關注事項為:

一. 創設主動學習環境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二. 強化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

筲箕灣官立中學

長洲官立中學



「確定了人生目標的人，比那些徬徨失措的人，起步時便已領先幾十步」

最近，我經常拜讀成功人士的傳記。儘管他們各有不同背景，亦遇到不同的機

遇，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 他們都在年少時已訂立了明確的目標。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目標明確才可作出準備，抓緊各個機會，邁向成功。

新一年剛剛開始，同學們，您們今年有什麼目標呢？

謹祝大家可以認清目標，於未來的人生路上豎立標竿，追尋夢想。

職業博覽籌委會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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