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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兆允

現為本教室創辦人，持有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心理學）榮譽
學士銜、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市場學文憑、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督導管理證書，亦考取身心語言程式學執行師（NLP 
Practitioner）、臨床催眠治療師（Certified Hypnotherapist）
資格；並為香港市務學會會員。方先生具 10 多年相關經驗，
特別在「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方面
有獨特見解，曾帶領團隊服務過香港 200 多家由政府或私營
經辦的中小學校。過去亦於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浸會
大學及教育大學、臺灣實踐大學、聯合世界書院舊生會、香港
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女青年商會等院校及組織，擔任榮譽
實習督導、機構督導及講師等公職，為未來有志服務青少年
學生發展的同學們作出入職前的督導。

張家灝

持有英國倫敦密德薩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 London）
（榮譽）文學士銜，主修傳理及傳播文化；並持有香港心理衛
生會精神健康急救（青少年版）證書及香港教育大學（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證書，為校本合約教師（小學）；曾為香港教育
大學心理學學系，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系
及臺灣實踐大學社工學學系擔任實習督導；對服務特殊教育
需要之學生有多年經驗，當中包括：讀寫障礙、數理障礙、
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ADHD）、自閉症及亞氏保加症、言
語障礙、有限智能、聽障等。張先生於 2013 年加入本教室，
現為中心主任。

解崇晞

持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心理學（特殊學習需要，SEN）碩士
銜，服務香港多間中、小學，特別在教導特殊教育需要之學
生和生涯規劃上，有 7 年經驗之多。解小姐於 2013 年加入
本教室，現為高級輔導主任。

黎亦琪

持有香港教育大學小學教育（榮譽）學士銜（主修中文，副
修融合教育），並為香港教育局註冊教師，多年服務於特殊教
育需要之學生工作，在教導特殊學習障礙、專注力不足、過
度活躍症、自閉症、肢體殘障及非華語的學生上，具備豐富
經驗。黎小姐於 2014 年加入本教室，現為服務拓展主任。

廖家寶博士

持有美國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sychology 及 Clinical 
Psychology 博士學位，美國臨床心理學家，並為英國特許心
理學家，於 2009 年開始於心理治療工作，過去至今廖博士
仍為多家政府部門、私人機構、學校、醫院、診所及醫療中心
等服務，臨床經驗豐富。

吳文光

持有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教育碩士
（教育心理學）及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銜、香港大學教育文
憑和青少年輔導證書，教育心理學家。吳先生從事教育業務超
過 25 年，也是香港地區的少數具有教育心理學家資歷同
時身兼資深特殊學校校長工作經驗的同工，他擁有多方面
之前線評估及輔導經驗。

黃盛志博士

持有英國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博士銜（教育心理學），研
究領域以元認知 （Metacognition）及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ies）為主，並對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深感
興趣，以任教預科英文應用（Use of English）及會考班為主，
曾多年為高級程度會考口試考官，亦曾於教育局（前教育署）
成人教育組（Adult Education Unit）教授英文科。

紀式雯

持有香港城市大學輔導學社會科學碩士（優異）及語文學
（語言學）文學碩士銜，  及香港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
育文憑（中學）、香港樹仁大學特殊教育輔導文憑（Please 
re-confirm）、香港大學高級證書（優良）、創傷性藝術治療訓
練證書、投射繪畫治療訓練證書及戲劇教育導師訓練證書。
現為香港教育局註冊教師和擔任香港專業輔導協會會員。

李淑珍

持有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心理學碩士及香港公開大學些會科學
榮譽學士銜，亦為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亞洲專
業輔導及心理協會註冊臨床督導及註冊輔導員，並獲得香港
有品運動及北京根基成長教育機構 6A 親子關係課程認證講
師及全球職涯發展師資格。

蘇浩樑

持有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院學生輔導專業文憑及香港教育
學院學生輔導教師證書，並為香港工商師範學院註冊文憑
教師，自 1988 年起於教育行業服務達 20 年之久，擔任學生
輔導主任一職多年，現為多家教育機構擔任要職。

黃麒錄

持有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心理學碩士銜，香港輔導心理學家，
對情緒社交困難幼兒及家暴幼兒方面的處理甚有心得。

本教室主要管理人員及
專業顧問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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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籌劃課程

E2 Identity 自我定位：人生籌劃課程（生涯課）
目標：了解自己的興趣、特點和強項，突破生活的窠臼，塑造充實的自我

* 特色

•  由專業團隊（教育心理學家、輔導心理學家、註冊社工、人生教練）規劃及督導課程
•  評估工具：性格測試（DISC、BIG-5、MBTI）、霍蘭德（John Holland）職業性向測試、
多元智能評估（Multiple Intelligence Test）及學習風格測試（VARK）、ILSQ

•  透過分析新聞報導 / 影片特輯，讓學生明白不同興趣及長處均有出路，成功的主因在於嘗試、
堅持及態度

•  實務技巧教授：工作揀選、撰寫求職信及履歷表
•  透過體驗升學 / 就業面試的情況，讓學生對面試的重要、技巧及忌諱有初步的認知

形式

人數：8-12 人（小組）或 全班（生涯課）
對象：初中 / 高中
時數：1-1.5 小時 / 節
費用
A）  教育 / 臨床心理學家：$2700 / 節
B）  輔導心理學家：$1800 / 節
C）  十年以上經驗的資深社工 / 人生教練 / 輔導員（生涯規劃）：$1470 / 節
D）  五年以上經驗的資深社工 / 人生教練 / 輔導員（生涯規劃）：$1185 / 節
E）   一般社工 / 人生教練 / 輔導員（生涯規劃）：$870 / 節

升學 / 職涯

•  自我認知及學習風格（評估）
•  中四選科攻略（初中）
•  專上學院課程簡介（高中）
•  求職心態
•  模擬面試
•  模擬工作（只限小組）
•  職業簡介
•  成功個案分

人生規劃

•  壓力處理 / 情緒管理
•  多元智能評估（Multiple Intelligence Test）
•  認識人生發展階段（Stages of development）
•  訂立人生目標及介紹不同的動機理論
（Motivation Theory）

•  時間管理及理財
•  夢想規劃、減少拖延症

個別跟進輔導

•  可按學生實際需要進行個別面談及輔導，
以調整其心態及進行生涯規劃

•  附有學生評估報告及相關建議

註：

# 如每次到校連續時段為 3位或以上學生進行輔導，

或以駐校形式，收費另議

# 離島收費另議

形式

每位學生（5節 x 1-1.5 小時）
A）  教育 / 臨床心理學家：$2700 x 5 節
B）  輔導心理學家：$1800 x 5 節
C）  十年以上經驗的資深社工 / 人生教練 /

輔導員（生涯規劃）：$1470 x 5 節
D）  五年以上經驗的資深社工 / 人生教練 /

輔導員（生涯規劃）：$1185 x 5 節
E）  一般社工 / 人生教練 /

輔導員（生涯規劃）：$870 x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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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籌劃課程

E3 Future 籌劃未來：實務分享講座

 （行業分享 / 期望與現實分享）
目標：準確定位未來職業 / 升學方向、評估個人目標和現狀的差距

E4 Experience（積累經驗）：戶外學習活動
目標：從實踐中親身經歷和體驗不同行業的工作

（1） 職場 / 院校參觀篇：

•  參觀各提供義務實習之企業及不同範疇的學院
•  了解工作場所的實際情況
•  可參觀之行業包括：餐飲、理髮、社會服務、營銷、
物流、交通、傳媒、電子科技、檢測、航空、電子
工程、律師行

形式

地點：不同大小企業
對象：初中 / 高中
人數：10-40 人
費用：$2500 / 次 + 交通費

（2） 實習計劃（詳情請見後頁）

•  實習前期培訓
•  實習期間督導
•  實習後評估

形式

地點：學校課室 / 工作室
對象：初中 / 高中
時數：6節培訓 + 40 小時實習小時 / 節
費用：培訓部分約 $1500 / 節起；

實習部分 $150 /4 小時 / 人

內容

業界分享：除了普及行業內人分享，更可安排新興職業人士進行分享，如：網絡作家、繪本 / 插畫師、魔術師、
髮型師、婚禮統籌、會計、社會服務、金融、保險、公關、航空等

專題分享：人生規劃、最新市場趨勢、面試全攻略、選科（中三 / 中六）、求職陷阱、職業安全、理財、夢想

形式

地點：禮堂    時數：1小時 / 堂    對象：初中 / 高中
人數：10 人起     費用：$1300 / 場

另設：家長講座、教師 / 社工培訓，歡迎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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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計劃：課程流程

實習機構

計劃組合 評核

實習期間督導

本室將不定期派出輔
導員跟進學生實習情
況，確保學生順利參
與實習，也讓學校了
解學生實習情況

實習後

實習機構會按照學生
表現填寫評核報告，
如表現良好者更有機
會獲機構優先聘用

實習前

由實習機構提供實際
課程，教授相關行業
知識、基本工作技能

婚禮統籌

保險 

咖啡沖調

美容及化妝

文書處理

零售

髮型設計

影片製作

魔術及氣球表演零售 

氣球造型及佈置

La Vie Garden

IA 友邦保險有限公司 – 馮永康區域總監團隊

笠笠咖啡

Mary Kay （Hong Kong） Co Ltd. 

共融教室  

韓國麗可健康中心（香港）

 Zip ll Hair Salon 

Basbi Production Limited 

Magic Home 

Duckson Magic

系統行業課程

（一般為 6節， 
可按需要調節）

系統行業課程

（一般為 6節， 
可按需要調節）

行業實習

（40小時，獲實習
證明信及評核報告 ）

人數：10 人或以下

1  學生課堂表現理想，可獲相關
機構給予實習機會以確保實習
質素

2  學生完成實習後可獲機構發出
「實習證明信」及「評核報告」

3  如學生於實習時表現理想，可
獲機構發出「優先聘用證明」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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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專題系列 - 實習計劃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婚禮場地佈置 2 1.5 - 2 •  5 人以上可於學校課室上課

新娘化妝造型 2 1.5 - 2

新娘髮型設計 2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職（體驗婚禮統籌之工作）：
•  負責場地設計及設計
•  新娘化妝及相關造型設計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4小時）或
5天全日（8小時）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週末、平日夜晚、假期，
最理想為 2-4 月、9-12 月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職業性格分析（MBTI） 1 1.5 - 2 •  5 人以上可於學校課室上課
•  1-4 人需到公司上課

職業人生規劃 1 1.5 - 2

個人形象、求職面試技巧 2 1.5 - 2

溝通技巧、人際關係 2 1.5 - 2

面對逆境與壓力 2 1.5 - 2

銷售技巧的概念及應用 2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保險業之工作）：
•  電話推廣或訪問、邀約
（完成2次500個電話推廣及相關紀錄）

•  進行街頭問卷調查
•  進行戶外信用卡推廣
•  旁觀見面及推廣（最少 2次）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 （4 小時） 或
5天全日（8小時）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星期一至五（時間待
定）、周末可在家工作 （以完成工作
量計算實習時數）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婚禮統籌   實習機構：La Vie Garden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 + 材料費）：$1600 / 節 + $40 / 節 / 人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保險     實習機構：AIA 友邦保險有限公司 – 馮永康區域總監團隊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1500 / 節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如學生於實習時表現理想，機構可安排學生報考卷一、卷二，助學生取得基本入行資格，並獲機構發出「優先聘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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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專題系列 - 實習計劃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認識咖啡店飲品及沖調知識
學習 2D畫花技巧

1 1.5 - 2 •  5 人以上可於學校課室上課
•  1-4 人需到咖啡室上課
•  課室要求：需提供電力、電磁爐及
自來水

•  可上課時間：平日下午至晚上、
星期六、日早上

認識咖啡豆知識
學習 3D拉花技巧

1 1.5 - 2

認識學習基礎葉形及心形拉花技巧 1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咖啡師之工作）：
•  了解咖啡室運作
•  體驗前線工作 - 沖調咖啡、拉花、
招呼客人等

•  基本店面清潔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4小時）或
5天全日（8小時）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
星期六、日 11:00-18:00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基礎皮膚護理概念 1 1.5 - 2  •  5 人以上可於學校課室上課

基礎化妝 1 1.5 - 2

身體護理 2 1.5 - 2

特別面部療程 2 1.5 - 2

上鏡化妝技巧 2 1.5 - 2

基礎銷售溝通技巧 2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化妝師之工作）：
•  協助化妝師工作
•  跟隨導師教班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4小時）或
5天全日（8小時）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週末、平日夜晚、假期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咖啡沖調   實習機構：笠笠咖啡

課堂收費（已包材料）：工作室上課 $3100 / 節 或 學校上課 $4000 / 節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美客及化妝 實習機構：Mary Kay （Hong Kong） Co  Ltd. 玫琳凱（香港）有限公司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 + 材料費）：$1500 / 節 + $40 / 節 / 人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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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專題系列 - 實習計劃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基本文書處理：
•  打字（速成）、回覆書信 / 電郵

2 1.5 - 2 •  5 人以上可於學校課室上課

Microsoft Word：
•  基本功能、表格製作

1 1.5 - 2

Microsoft Excel：
基本功能、圖表製作

1 1.5 - 2

Microsoft PowerPoint：
•  基本功能、製作簡單簡報

1 1.5 - 2

基本電話對答及查詢：
•  接電話流程及基本禮貌應對、填寫留言紀錄

1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文書處理之工作）：
•  了解教室日常運作
•  處理簡單文書
•  接電話及處理簡單聯絡
•  協助製作教材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4小時）或
5天全日（8小時）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星期一至五
（8:45-12:30、13:30-17:30）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文書處理 實習機構：共融教室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1500 / 節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零售  實習機構：韓國麗可健康中心（香港）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1500 / 節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基本認識
•  認識店鋪運作及店務員職責
•  行業前景與收入

1 1.5 - 2 •  需到校上課
•  需為 5人或以上

商品陳列及市場策略
•  店鋪宣傳及 7P、
不同類型的貨品陳列收銀

•  不同類型的收銀形式、
不同付款方式及注意事項

2 1.5 - 2

顧客心理、銷售說話技巧 2 1.5 - 2

貨品管理
•  採購、貯存      •  壞貨識別及處理
•  盤點、貨倉管理

1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管理（體驗零售業之工作）
•  進行攤位推銷
•  零售店鋪的運作，當作包括服務及銷售、
商品陳列、宣傳推廣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4小時）或
5天全日（8小時）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星期六、日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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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專題系列 - 實習計劃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基本入行理論
髮型屋各種工具介紹

1 1.5 - 2 全部課堂需到校上課
•  可上課時間：需平日上午時段
•  課室要求：需有洗手盆洗頭及清潔示範 1 1.5 - 2

護髮及理髮知識 1 1.5 - 2

染髮，焗油等藥水分類 1 1.5 - 2

髮型修剪技巧及造型設計（gel） 2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髮型師學徒之工作）：
•  負責髮型屋日常清潔
•  替客人洗頭及吹頭
** 體驗之學生可負責較難的工作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4小時）
或 5天全日（8小時）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星期一至日
（下午 2:00-7:00）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認識影視製作團隊之不同崗位及工作 1 1.5 - 2 •  3-5 人於學校課室上課
•  學生需按要求完成各工具表之製作功課
•  每組模擬拍攝均由導師擔任導演身份，
學生輪流擔任攝影師、副導演、製作
助理等製作團隊崗位，在校內按導師
之劇本要求，進行拍攝工作訓練。

•  模擬拍攝課程時間視人數而定，基本
以每組 4小時為一課。

•  以模擬拍攝的影像，分析拍攝工作當中
出現的問題，以及學習基本後期製作
概念

認識影片製作之流程：
•  前期籌備、拍攝期、後期製作

2 1.5 - 2

根據拍攝內容設計拍攝方案及前期籌備工作：
•  學習分析劇本計劃拍攝方案
•  學習製作分場表、分景表、服裝表、
道具表等工具表

2 1.5 - 2

於學校內進行拍攝模擬練習：
•  學生輪流擔任製作團隊之不同崗位，以
練習實際攝製工作流程

1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影片製作之工作）：
•  擔任製作助理之工作
•  參與前期籌備、拍攝及後期製作

10 40 •  基本設定為 10 天半日（4小時）或
5天全日（8小時）

•  實習內容將按實際之製作項目有所
不同，可能需在室內式戶外工作

•  實習時間並非固定，需配合實際之製作
項目：週末、平日夜晚、假期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髮型設計  實習機構：Zip II Hair Salon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 + 材料費）：$1500 / 節 + $75 / 人 / 全期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影片製作  實習機構： Basbi Production Ltd.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1600 / 節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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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專題系列 - 實習計劃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魔術基本理論及守則 1 1.5 - 2 ** 全部課堂需到校上課
•  可上課時間：平日下午放學後
•  課室要求：無表演魔術訓練：魔術鍊環 / 預言鏡子 1 1.5 - 2

表演魔術訓練：魔術穿鈔筆 / 魔術聽骰 1 1.5 - 2

扭氣球基礎技巧（10 款基本結） 1 1.5 - 2

氣球造型設計（10 款基本 +3 款進階結） 2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魔術師之工作）：
•  負責執拾魔術工具
•  協助魔術師完成表演
•  擔當魔術師助教

10 40 •  基本設定為 40 小時（因表演 / 授課
時間不定，故未能設定為5天全日或
10 天半日）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需依據導師外出表演 /
授課時間

•  需外出到不同地方進行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內容 時數 每節時數 備註

實
務
課
堂

基礎氣球技巧（10款基本結） 1 1.5 - 2 ** 全部課堂需到校上課
•  可上課時間：平日下午放學後基礎氣球造型

（10款基本結 +3款進階結）
1 1.5 - 2

基礎氣球佈置技巧 1 1.5 - 2

氣球羅馬柱 1 1.5 - 2

氣球拱門 1 1.5 - 2

鋁鉑氣球、氦氣運用
氦氣、設計、公仔、氣球束⋯

1 1.5 - 2

實
習
體
驗

在職實習（體驗氣球師之工作）：
•  氣球師助手（扭氣球）
•  氣球佈置基本工作
•  氣球師助手（氣球佈置，前期、現場）

10 40 •  基本設定為 40 小時（因表演 / 授課
時間不定，故未能設定為5天全日或
10 天半日）

•  可按實際需要商議較長的實習時數
•  可實習時間：需依據導師外出表演 /
授課時間

•  需外出到不同地方進行
•  包學生來回實習地點的交通津貼

魔術及汽球表演  實習機構：Magic Home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 + 材料費）：$1500 / 節 + $15 / 堂 / 人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氣球造型及佈置 實習機構：Duckson Magic

課堂收費（實務課堂費用 + 材料費）：$1500 / 節 + $15 / 堂 / 人
實習費用：$150 / 四小時 / 人（以 40 小時計算，一位學生合共 $1500）
內容（節數可按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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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週

E5 職業巡迴座談會

藉由業界專才分享個人經驗、入行經過及日常工作，讓學生認識不同行

業之入行要求、 晉升前景、工作概況、箇中辛酸及堅持等；及早覓到理想

路向，確立未來目標。

E6 面試技巧工作坊

透過小組面試（1：4），深入淺出地讓學生汲取面試經驗；過程中亦會與

學生檢討面試表現（對答方向、非語言交流、自信表達等），並教授箇中

策略，藉以提昇學生整體面試技巧。

一日內舉行多場職業分享會（同時段 或 連續時段均可），
以滿足校內不同學生之需要。

可選擇行業包括：
金融、建造工程、公關、航空、地產、資訊科技、法律、設計、
機械工程、社會服務、物流等。
（還有其他行業可供選擇，詳情可致電本室查詢）

按學生對不同行業的喜好，提供針對性的面試情報，助學
生全面裝備自己

生涯規劃週另有其他服務可供服務選擇：模擬人生遊戲、
生涯課、講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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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週

E7 生涯規劃體驗營

通過日營或宿營，讓學生一站式重點體驗生涯規劃的不同範疇

（如：人生路向、職涯、升學、夢想等），助同學確立升學及就業路向。

職業巡迴座談會

生涯規劃體驗營

面試技巧工作坊

教授生涯規劃概念 ( 包括：人生八大階段、升學出路、擇業技巧、訂立目標等 )
及溝通技巧。

透過協作活動，亦可進行團體建立、模擬實習，
為學校訓練升就大使，配合學校長遠生涯規劃計劃。

訓練營後可按學生需要提供適時進度支援：
深化指導計劃、定期跟進檢討、
及相關技巧提昇小組進一步鞏固學校生涯規劃之整體成效。

對象 人數 地點 時數 收費

初中 / 高中 10 人起 課室 / 禮堂 1 小時 / 場 $1300 / 場

對象 人數 地點 時數 收費

初中 / 高中 20 人起 營地 8 小時（1 日）或
12 小時（1.5 日）

請報價查詢

對象 人數 地點 時數 收費

初中或
高中

個別或 2-3 人 課室 1 小時 教育 / 臨床 / 輔導心理學家：
$1900/ 小時

10 人或以下 1.5 小時 * 行業 / 升學導師：$700/ 小時
一般社工 / 輔導員：$550/ 小時

全班（約 30 人） 2 小時

全級（120-200） 課室 / 禮堂 3 小時

* 註：• 可減至 1 小時，唯收費按 1.5 小時計算  • 輪候面試時，可安排學生完成個人履歷表作面試之用
• 面試主題及方向按學校需求調節

* 註：• 主題內容及時數可按學校需要而調節  • 收費並不包括營地費用及車費
• 因預訂營地需時，請提前最少三個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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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參觀名單

類型 公司名稱

飲食 維他奶、吉野家快餐（香港）有限公司

物流 東源大地

髮型 ZIP II HAIR

航空 國泰、香港飛行總會、航空地勤公司

交通 民航處、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九龍巴士有限公司

電子工程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機電工程 機電工程署

營銷 嘉頓

傳媒 香港電台、東方報業集團

電子科技 Jardine OneSolution 怡和科技

教育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VTC 旗下）、  VTC 職業訓練局（中華廚藝學院、
海事訓練學校、高等科技教育學院）、中文大學（傳理 studio、
酒店管理、機電工程 lab）、浸會大學（石門校園）

社會服務 CFSC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法律 大律師辦事處

藝術學校 薩凡納設計學院（SCAD 香港）

紀律部隊 中區滅火輪 / 消防訓練學校

零售 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759 阿信屋

電訊 九倉電訊

旅遊 康泰旅行社

金融 宏利保險

* 參觀日子和時間需按實際情況與各公司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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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顧問名單（講座分享）

會計 資深註冊會計及核數師 人力資源 前上市公司人力資源總監或
現職獵頭公司職員

法律 香港資深執業大律師及
事務律師

繪本創作 著名駐報及網絡漫畫家或
特約繪本及插畫師

機電工程 前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工程師

紀律部隊 在職督察或其他紀律部隊成員

地產物業 現職地產公司
人力資源部經理

資訊科技 電腦支援公司創辦人或
在職技術支援人員

金融 現職地產公司
人力資源部經理

社會服務 多名不同界別（精神復康、家庭服務）
資深社工

保險 現職保險公司分區經理 魔術 資深魔術師、魔術公司創辦人

公關 公關及廣告公司創辦人 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創辦人

航空 在職或前任航空公司
空中服務員、見習機師

傳媒 資深傳媒人及著名口才訓練專家

旅遊 前「領隊及導遊訓練
基礎證書課程」講師

創業家 各新興行業公司 / 社企 / 非牟利團體創辦人

髮型設計 Salon 創辦人及
註場首席髮型設計師

Freelancer 自由工作者（歌、影、視、報社專欄）

化妝美容 國際美容品牌香港區
銷售總監

設計 平面、產品、或網頁設計師

文字創作 資深作詞人、或網路散文、
專欄及小說作家

咖啡 己考獲 City & Guilds International Awards 
in Barista Skills 的資深咖啡拉花導師

電話 : 2180 7557     傳真 : 2157 0543
網址 : www.linkeducation.com.hk   電郵 : info@linkeducati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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