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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生命裡，雖然無權選擇自己的出身環境，但卻可以為自
己規劃未來，活出人生精彩...

要認識自己的個性，定立適合自己的方向，努力不懈；

在知識型經濟主道下，互聯網世界資訊無時無刻的在更新，年輕
人要提升自學能力，與時並進，保持競爭力；

要重視及增強與人溝通的能力，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籍眾人之智慧有效成長；
 
更要培養積極主動的工作態度，處事認真負責，以取得別人的信任；

要知道成功有賴機遇，而機遇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同學們，好好裝備自己，抓緊每個機會，邁向前路！

Jane Fung

職業博覽籌委會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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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     路前勇

／日期 ／
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時間 ／
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 ／
何東中學 （香港銅鑼灣嘉寧徑一號）

／主禮嘉賓 ／
趙增熹先生

／主辦及贊助 ／
港京扶輪社及何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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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增熹先生簡歷
趙增熹多年來在樂壇擔任作曲、編曲、唱片監製、演唱會音樂總監，
專輯監製及電影配樂等工作。

自一九八六年起，趙增熹與多位巨星級歌手合作。接近三十年的音樂
事業中，其間監製了許多出色歌曲作品，監製歌曲多番在各大流行曲
頒獎禮中奪得多項專業推介及獎項。

於2015年度11月更夥拍為日本殿堂級歌手玉置浩二於香港的演出《玉
置浩二Koji Tamaki Premium Symphonic Concert》擔任樂團指揮。

趙增熹連續四屆為無線電視人氣唱歌比賽節目《超級巨聲》擔任評
審，2014年更獲邀為香港電台及香港青年協會的萬人音樂會擔任創新
健力士世界紀錄見證人。

趙增熹多次獲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音樂，並曾以電
影《甜蜜蜜》奪得此獎項。

嘉賓致詞

日期: 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14:30 節目開始由司儀介紹各嘉賓

14:35 國際扶輪3450地區總監彭志宏先生致詞

14:40 港京扶輪社前社長羅偉鴻先生致歡迎詞

14:45 何東中學校長林鳳琼女士致歡迎詞

14:50 主禮嘉賓香港流行歌曲作曲、編曲、指揮、唱片監製、演唱會
音樂總監及電影配樂趙增熹先生主題演講

15:35 港京扶輪社前社長高啓禮先生致送紀念品與國際扶輪3450
地區總監彭志宏先生

15:40 港京扶輪社前社長高啓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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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委會主席馮芷賢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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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博覽2015-2016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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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前路  識見與機遇
人生的際遇各有不同，有人走的是平坦直路，也有不少人是經歷種種
風波咬著牙關挺過去的 – 然而，人生並沒有真正的懷才不遇。

在起步之先，最重要的是先認清自己的夢想和追求，訂立明確的方
向，再付諸行動一步步實踐到底。過程中縱然會有高山低谷，也必然
會有挫敗和放棄的時刻，但堅持和以不懈的熱誠和歷險的心情去學習
和感受人生中的每一個體驗，才是人生最大的領受。

趙增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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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Dear President Aliena Yang and members of the Rotary Club of Kingspark 
Hong Kong,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o�ering the “Gift of the Future” to our 
younger generation by hosing this Annual Signature Project – Career 
EXPO.
 
The Rotary Club of Kingspark Hong Kong has make use of the strength of 
Rotary, the great variety of professions and vocations among member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By passing on your experience in career life, your 
members help our future leaders to make a better career life planning.  
The act not only bene�ts individual students in making a wise choice and 
also helps community as a whole.
 
Wishing you a great Career EXPO 2016!

Yours in Rotary,
 Peter Pang
District Governor
District 3450
Hong Kong, Macau, Mongol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Guangdong Province

演講嘉賓名單 國際扶輪社
3450地區總監賀詞

 相關專業 嘉賓

1 西醫 Dr. Akin Chan 
  Dr. Stephen Cheung  
     
2 藥劑 Ms. Luk Wing Yan, Fiona   
     
3 護理 Ms. Sabina Leung 
     
4 會計 Ms. Edith Cheung 張翠婷 
  Mr. Li Chun Fai 李俊輝 
     
5 傳媒 （記者／廣播） 李漢源先生 
  郭金峰先生 
     
6 市場推廣，工關與管理 Mr. Francis Lo 
  Ms. Camille Lam 
     
7 設計（平面） Ms. Joe Chan 
     
8 設計（型像） Ms. Maria Mak 
     
9 工程（機電） Mr. Sunny So 
  Ms. Sally Leung 
     
10. 心理學家 Dr. Cindy Chan 陳皓宜博士 
  Dr. Zanonia Chui  
     
11. 航空業  Ms. Yoyo Yee (Purser, HK Airline) 
  Mr. Calvin Cheng (Pilot, HK Express Airline) 
     
12. 金融  Mr. Thomas Chan 
  Mr. Raymond Lee 
     
13. 酒店  Mr. Mono Wan 
     
14.  旅遊 Mr. Larry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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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ll students, speakers,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and all participants 
of the 2015/16 Career Exp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Special thanks go to the speakers for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and guidance to our students and  for sharing their 
insights, knowledge and advice.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incerely thank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sta� and my fellow organising committee 
members. This expo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your kind support 
and e�ort.

Today is a very special occasion where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potential careers and the culture and practice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ey 
will be able to explore the industries that interest them and consider 
their future career paths. It is our honour to provide such platform.

While you are launching a career, look for opportunities, look for growth, 
look for a mission. Build your skills, not just your resume. Think most 
about what you can do and learn, not the title or salary the employers 
are going to give you. If you are still confused, think hard and follow your 
hear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you who make your own future.

Please make full use of this expo to open doors and explore 
opportunities. I hope that today will be a useful and fruitful experience 
for you all.

Thank you

Sincerely yours,

Aliena Yang
President 2014-2016
RC of Kingspark Hong Kong

港京扶輪社社長致詞

扶輪定義
國際扶輪是世界扶輪社的取合團體，扶輪是結合全世界事業及專業領
導人士的一個組織，提供博愛的服務，在職業方面鼓勵崇高的道德標
準，並幫助建立世界的親善與和平。國際扶輪由繼續履行章程文件中
賦予義務的扶輪社所組成。

扶輪社員是各扶輪社的社員，扶輪社是國際扶輪社的會員社，國際扶
輪現有32,000個扶輪社分佈於世界超過200個國家，它的目的在於：

1. 鼓勵、推廣、擴展、並監督全世界的扶輪運動；
2. 協調並統籌指揮國際扶輪各項活動。

港京扶輪社
港京扶輪社於1994年成立，現有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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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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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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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前路－識見與機遇
曾經在網上看過一則新聞關於大學生畢業後的就業選擇，內容談及究
竟當連鎖快餐店經理，還是在銀行從事見習行政人員較好呢﹖最終投
票結果，大部份網民認同當連鎖快餐店經理好，理由是可以為家人、
朋友即時換取心愛的禮品。

當然大家聽罷這則內容後都會有所思慮，而我卻有所啟發。
現今，時下青少年的「職業志趣」、「生涯規劃」、「就業選擇」
等，無論在目標、內容、形態和機會上均起了很大的變化。在短暫時
期，他們往往未有全面規劃，認清自己的職業性向，只求畢業後盡快
找到職位，這種「過度期」的心態非常普遍。但長遠來說，他們對工
作的目標不存在任何期望，只抱著「騎牛搵馬」或「瞎子摸象」或
「投己所好」的態度對待工作。最終在職場上營營役役數年，仍未有
稱心的成果。   

導致這個現象的成因，主要是同學們欠缺洞悉能力，未能為生活環境
作出周詳的觀察，從而錯失了不少機會。現今社會各方面的環境不斷
改變，我們必須要有強勢的適應力來迎合。因此，我們務必審時度
勢，洞察身邊人與事的變遷、政策對己、對社會、對國家的影響。同
時，為自己訂立目標，武裝各項生活技能(獨立自主、化解衝突、建立
關係等)來握把機遇，應付挑戰。

我相信學校既是青少年學習與人溝通和待人接物的重要地方，它亦提
供了機會讓青少年透過接觸不同學科來擴闊視野和增廣見，從而逐步
增加對自己的認識和建立日後的工作目標。

因此，期望各位同學藉著今天的職業博覽，在各行業的翹楚從旁協助
下，能夠找到自己的職業志趣並訂定一個初步的工作目標。最後，希
望你們日後可以依循主流教育的晉升渠道入讀專上院校並取得認可專
業文憑，繼而進入一條優越的事業發展軌跡。

何東中學

林鳳琼校長謹識

學校背景　　

本校是一所全日制政府中學，於一九五三年由何東爵士(Sir Robert Hotung)
捐款創立。一九九九年本校實行「校本管理」，明確釐定教育目標、課程
和運作程序；於同年九月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鼓勵教師、家長、校友
及社會人士參與學校決策及管理，藉以提高教育質素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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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舍及設施
校園寬敞幽靜，正校及分校坐落於嘉寧徑兩旁，有禮堂3個、操場
2個、課室24間、科學實驗室4間、科技與生活室2間、美術室2間、
音樂室2間、醫療室及輔導室各2間；另有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家
政室、服裝與設計室、陶藝室、英文角、多媒體語言學習室、地理
室、地理信息系統中心及3間資訊科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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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扶輪社合辦「與校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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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何東中學學校簡介：何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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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官立中學

學校簡介
本校創立於1933年，原附設於維多利亞英童學校，1947年改屬工業學院。早期校舍
在灣仔活道，校舍是獨具建築特色的「紅磚屋」。1957年與工業學院分家，定名為
「維多利亞工業學校」，是年首次參加香港中學會考。1979年遷入愛群道現址，同年
開始招收男女生；為紀念鄧肇堅爵士慷慨捐助校舍，易名為「鄧肇堅維多利亞工業學
校」。1997年再易名為「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學校的使命是致力「為學生締做愉快和充實的校園生活；讓他們接受均衡的教育，從
而培育完整的人格和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學校的抱負是培育學生「盡展潛能，追
求卓越，行己有恥，自我完善」。學校校訓為「貫徹始終」，勉勵學生做事要全力以
赴；寄望學生有閃爍成就與錦繡前程。

本校課程與時並進，充實而多元化，文法、社商、科學及工科共冶一爐。其中，英文
科推行戲劇教學，及設計與科技科加入航天科普內容，都是本校的特色課程。本校積
極提升學校效能，本年度兩個關注事項為：「透過自主學習提升學生主動學習能力和
學習成效」及「透過生涯規劃強化學生生命質素和確立發展目標」，務必要增強學
生的學業表現和拓寬個人潛能，以促進其全人成長，同時亦關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
要，使人人都能有配合自己的最佳發展。

本校全面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積極協助學生認識自我，訂立目標，及早規劃人生；並
透過多元課程，包括：性向測驗、講座、參觀、訪談、分享、遊戲、境外考察、工作
經歷，以及個人和小組輔導等不同向度的措施，幫助學生從初中開始，逐步認識自己
的興趣和潛能，了解多元出路和銜接各升學就業的途徑，從而為未來的人生發展作出
理性抉擇和謀劃。學校並與校友會合作，推行「成長導航計劃」，邀得校友們支持，
與學生建立師友關係，分享成長經歷和工作體驗，又安排職場參觀和影隨實習等，藉
此讓學生在成長路上得到更實在的啟導。

本校學生品性純真，尊敬師長，對學校歸屬感強，師生共同營造了校園和諧愉快的氣
氛，同時展示了學生在本校獲得均衡教育的優良成果。

學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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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肇堅
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香港華仁書院

學校簡介
香港華仁書院位於香港灣仔，在1919年12月16日成立，由天主教耶穌會營辦，為香
港補助學校議會22所補助學校之一。

學習和教學策略：
辦學宗旨除令學生認識基督信仰外，還著重建立學生完整的人格及獨立思考能力，
亦教導學生尊重和愛惜中國傳統文化，將所學服務他人(We are men for and with 
others.)。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及靈育方面的發展，從而
得到全面教育。

校風：
校風自由純樸，鼓勵學生致力組織及參與各類課外活動，藉以令學生得到均衡的發
展及培訓領導才能。學校並不給予學生過多的考試壓力。

學校發展計劃：
學校本學年的關注重點包括：學術卓越、正面思維及品格培育等。由舊生會協辦的
「Let's Fly Higher—見賢思齊，奮翅高飛」運動將會繼續舉辦。得到華仁一家基金
的財政支持，本校正邁向中英及數學科全面小班教學之目標。根據本校的學校發展
計劃，部份校舍正在策劃重建，主要目標在建立一所包括禮堂、體育館及其他特別
室的綜合大樓。

學校簡介
Brief History
King's College was founded on its present site in 1926. The premises were damaged in 
World War II and rebuilt and refurnished after the war. Since then the classical structure 
has retained its facades of grey granite column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red bricks, arched 
corridors and sunken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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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ers Guidance
The Careers and Life Planning Education Committee provides individual group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to assist stud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ir interests, abilities, 
needs and priorities in relation to furt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job 
opportunities. The committee also helps initiate career-related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and inculcates in students a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work at an early stage. 
Our team members often collect, update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furt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opportunities, job opportunities and requirements of 
di�erent jobs for our fellow students. in order to let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the 
changes of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the updated university entrance 
requirements, various talks delivered by our teachers, alumni and guest speakers are 
held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其他協作學校

英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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