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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VTC)執行幹事尤曾家麗女士序言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

課程查詢 
職業訓練局「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組
電話：2727 9415 (謝小姐) 2727 9418 (楊小姐) 
地址：九龍觀塘曉明街25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觀塘)                            

475 - 478室
電郵：pcvpet@vtc.edu.hk
網址：http://pcvpet.vtc.edu.hk

職業專才教育(VPET)是教育體系中重要的一環，
涵蓋範疇廣泛，為不同志向和能力的年輕人提
供靈活多元的出路。VTC作為職業專才教育的先
驅，積極配合政府推動本地職業專才教育發展方
針，在提供優質適切的課程的同時，更透過舉辦
各類推廣活動，如為校長、老師及家長而設的交
流會及講座，提升他們對職業專才教育的認識。

為了進一步協助老師掌握職業專才教育的優
勢，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就業輔導與支援，我
們 於 2 0 1 7 / 1 8 學 年 開 辦 了 「 職 業 專 才 教 育 專
業證書課程」，課程獲認可為資歷架構第四
級。我們期望參加者修畢課程後，能夠學以致
用，為學生提供多元升學的資訊，惠及學界。

 

vtcpcvpet



專題報導
職學即用

職學即用 ─ 模擬面試
閩僑中學以「成功教育」的辦學信念，推行「學校整全模式」(whole-school approach) 的生涯規劃教育，幫助學生認識
自己，探索如何在學業和工作世界中實踐理想。學校每年亦為應屆DSE學生舉行「模擬放榜」及「模擬面試」。 校方為
促進老師的專業發展，給予不同科組老師學習空間，今年就推薦六位老師報讀職業訓練局舉辦「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
書」課程。此課程令老師對本港「職業專才教育」有更深入的認識，透過課堂、講座及工作坊，老師獲得更多行業的資
訊，如入行的基本學歷及能力要求、起薪點、晉升階梯、工作情況等等，在今年的「模擬面試」中，老師能設計出更切
合職場面試需要的題目，向學生講解相關職業的發展前景，鞏固學生對各行業的認識及社會對人才的渴求。

運用課程所學輔導學生

老師為學生進行「模擬面試」課程讓老師對「職業專才教
育」有更深入的認識

老師主持小組活動讓同學反思2017-18中六級「模擬放榜」

林政寧主任：“感受最深刻是能學以致用。在校內的模擬面試
中，提點學生如何有策略地選科，更令學生了解不同行業的人
才需求及自己的升學擇業志向，從而裝備自己。”

張茵茵老師：“「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有助了解香港
一些新興行業或少被關注行業的發展，人才需求及入學入職要
求，故此有助推廣給學生及擴濶個人視野。”

黃新強主任：“課程讓我更了
解不同職業的人力需求及現時
社會所面對各種工種和技能錯
配的問題。讓我給學生在生涯
規劃過程中更了解自己將來的
專業發展路向。”

吳華莎老師：“課程讓我了解
職業專才教育及不同行業的人
才需求和趨勢，使我能為學生
提供更全面的升學就業輔導，
誘導學生按照他們的性向和能
力規劃。讓一些沒有興趣和能
力應付新高中課程的學生發揮
專長，培養職業技能，為投身
社會作好準備。”

黃玉麒主任：“「職業專才教
育專業證書」課程，使我能學
以致用，增加了與學生傾談討
論對升學及不同行業的發展前
景等話題。過程中進一步增進
師生關係，令校園充滿著關懷
和溫馨！” 

宋燕玲副校長：“課程令我開
拓視野及提升專業，並能致知
致用。這課程令我掌握各行各
業的最新資訊，社會人力資源
的需求，有助反思學校生涯規
劃教育的定位，並可因應學生
的特質及志向提供更適切的職
涯輔導。作好準備，成就未
來。”



學員心聲

裝備自己，規劃人生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加深我對不同行業的認知，也讓我更關注
學生的未來發展。當中，我曾體驗不同工種，以及學得一些理論知識，獲
益良多。這些將對我的教學更有裨益——將市場上的訊息、走勢帶給學
生，以作參考。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服裝設計畢業作品展，同學們作
品的水準很高，用上外國模特兒走秀，媲美真正的國際時裝展。當中，令
我大開眼界的是科技與時裝的結合，把3D打印技術應用在服裝上，簡直是
一大突破。這也值得中學生參考並作出新的思考與嘗試。

每個單元完結之後，我帶著纍纍的果實與中五學生分享，帶領他們思考及
規劃人生。除了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出路，預早作出計劃，更鞏固了他們去
追尋夢想的心。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李穎翀老師

在修讀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中 ，李老師
深入了解不同學科的職業專才教育

內容豐富，提供最新最實用的資訊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能讓我更認識職業訓練局所開辦的課程，
實地參觀上課環境，與導師和學員直接溝通從而了解課程內容。其中，職
業體驗活動很多元化，例如樹藝、酒店旅遊、3D 打印... 學員可自由選擇
參與不同行業的工作坊，以更深入了解該行業的人力要求和最新發展。理
論課中，認識到職業訓練局的職業資料庫及人力調查報告，提供了該行業
的需求和相關教育與培訓。這些資訊能有助我在學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工
作，為學生提供多元出路，並更貼近社會需要。

基督書院
盧綺華老師

盧老師完成不同的職業體驗活動及理論課後，
有助她在學校的升學及就業輔導工作

課程內容豐富及全面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內容豐富而有系統。由現職教學人員講解
職業訓練局所舉辦的課程內容，學生分享學習及實習經驗，並進一步安排
與課程相關的在職人士及人力資源主管分享職場現況及入行要求。另外，
亦有機會參觀職業訓練局轄下各院校的教學場地及了解貼近市場需求的教
學設備。同時，課程更邀請海外職業專才教育機構的代表分享各地職業專
才教育的發展，能幫助老師全面性地了解本地以至海外職業專才教育的最
新資訊，為升學及就業輔導工作做好充分準備。

聖公會聖匠中學
黃穎怡老師

工商管理相關學科的課程主任為黃老師等講解
課程內容、升學階梯及就業前景

裝備自己做好就業輔導工作

本人是一名中學升學輔導教師，多年從事幫助學生選科與就業輔導的工
作。教育局自從2014年至今，為全港每間中學提供每年50萬港元的生涯
規劃津貼，旨在提升學生在中學階段定立個人生涯發展，為將來準備好自
己。為了應付新的工作挑戰，我便報讀了教育局以及各間師訓機構的相關
課程，其中職業訓練局的「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課程最能幫助我。課
程包括行業觸覺、職業專才教育系統，以及職業輔導等等。課程內容理論
與實踐並重，又能讓我接觸到本港新興行業，並認識其巿場趨勢，十分實
用！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林伯強老師

在酒店及旅遊工作坊中， 林老師有機會學習如
何成為一位品酒師及更了解相關行業的發展



Mr Andreas Rufer
Deputy Consul General 
of Switzerland in Hong 
Kong

「職業專才教育專業證書」(PCVPET)課程以
職業體驗為主導，透過各項職業相關的體驗
活動和工作坊，加強中學教職員對職業專才
教育的認識及其對年輕人的好處，助他們為
學生提供更全面的就業輔導與支援。

從2017年6月開始，學員參加了一系列的講座、工作坊及參
觀，其中主要包括:
- 香港青年技能大賽與嘉年華2017
- 職業專才教育國際研討會2017
-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專業發展論壇
- 香港海運週2017
- 亞洲物流及航運會議
- 學與教博覽2017

學科資訊體驗活動涵蓋「應用科學，工商管理，幼兒、長者
及社會服務，設計，工程，酒店、服務及旅遊，資訊科技」
，配合工作坊如「3D打印，印刷，虛擬實境/擴張實境，海
事訓練，樹藝，醫療護理，生物科技，化驗科學，資訊科
技，採購及供應鏈管理」等等，使學員深入了解行業的資訊
及發展，擴闊學員對行業的視野及認識。學員都感興趣及表
現投入。透過學習設計「輔導工作紙」，令學員掌握就業輔
導概念與技巧，用職業輔導、生涯規劃的資訊幫中學生們做
好規劃，找到正確的職業專才之路!

PCVPET課程組更榮幸地邀請到瑞士、德國、英國、澳洲、
中國的職業專才教育範疇代表，講述其國家或地區的職業專
才教育發展狀況，實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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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Torsten Fust
Head of Logistics
German Sw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Ms Sabine Florian
Executive Director
German Chamber of 
Commerce

Mr Thorsten Rauhut
Head of Business 
College
German Sw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Mr Jonathan Ledge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邢暉教授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
學術委員會主任
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學員透過不同的課堂學
習 、 工 作 坊 、 展 覽 及
研 討 會 親 身 體 驗 「 職
業專才教育」的實用性
及 獲 取 行 業 的 最 新 資
訊。如AR VR活動、生
物科技、幼兒、長者及
社會服務、香港青年技
能大賽與嘉年華2017等

Mr Sam Guthrie
Senior Trade and 
Investement Commissioner
Australi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Mr Jason Cheung
In-country Manager of 
TAFE Queens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