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5年10月13日，2,600名來自50間「學校起
動」計劃參與中學的校長及教師齊集灣仔伊利
沙伯體育館，參加由「學校起動」計劃及香港
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辦的「2015聯校
教師專業發展日」。本年度的活動主題為「學

講者：(左至右)

吳光正先生、趙志成教授、曾永康博士、

張堅庭先生、陳念慈女士、張錦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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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

校教育價值的再思」，大會邀請了不同界別
有志推動青年發展的人士，於半日的活動中
，透過論壇及經驗分享，共同探討及反思學
校教育的價值，更勉勵教師以正面及積極的
態度去看教育。



“ 活動很有意義，啟
發我們將來舉辦更多

活動，讓更多學生受
惠。”

“ 幾位非教育界的講者

對教育很有熱誠，為在

職教師加入正能量。”  

“ 吳先生的分享十分
有啟發性，感激商界

對教育界的熱心。”

                     

「學校起動」計劃參與學校校長

「學校起動」計劃企業夥伴
「學校起動」計劃參與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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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普照中學舞蹈表演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合唱團表演

50位來自「學校起動」計劃參與學校的學生與計劃創辦人吳光正先生

English WeCan 學生分享



2015/16 年加入的夥伴機構

英皇珠寶

Parfums Christian Dior Hong Kong Limited

瑞士駐香港領事館

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

瑪麗醫院

香港稅務學會

2015/16 年加入的中學

(排名按英文字母順序)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伯特利中學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曾璧山中學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最新消息

為推動學生積極學習，「學校起動」計劃新增
獎學金，對象為成功就讀香港政府資助的全日
制學士學位課程之學生，每位合資格學生可獲
全期四年，總額高達港幣十萬元的獎學金。
2015/16年，共有58位「學校起動」計劃畢業
生獲頒獎學金。

獎學金得主更會成為WeCan校友，回饋「學校
起動」計劃及參與中學。

企業夥伴

領事館夥伴

其他夥伴

「學校起動」計劃已踏入第五年，2015/16新學年再有六間中學加入，令受惠
中學總數由 44 間增至 50 間，受惠學生增至42,000 人。此外，計劃再獲六間
機構加入支持，故現時已有超過 35 間來自不同界別及行業的機構參與支援有
需要的中學生，為學生帶來更多資源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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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獎學金計劃



專題故事
「職」出前路，我做得到！-「學校起動」計劃生涯規劃日

「學校起動」計劃為參與學校舉辦『「職」出前路，
我做得到！-「學校起動」計劃生涯規劃日』。活動得到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及社會福利署攜手扶弱基金的支
持，首輪已於2015年11月28日完成。透過職志評估、
工作體驗活動及分享行業資訊，學生認識自己並學習
到不同行業所需技能，及早計劃未來。

　　「『學校起動』計劃既是民
商協助、起動學校的先行者，亦
是特區政府堅實的合作伙伴。商
界義工對青年人的啟迪，與特區
政府致力推動全人培育，為下一
代開創更美好未來的政策方向，
一脈相承。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活動特色
約5,000名高中四年級學生、教師及家長，
來自近50間背景相近的中學

由商界、學校及非政府機構三方協作，並獲
政府攜手扶弱基金支持

超過30個職場體驗活動供同學親身體驗、
與專業人員互動交流

全方位、一條龍，讓學生先參與職志評估，
再從行業體驗中進一步認識各行各業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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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機會到高富諾公司的投資部工作，導師

用心的教導，開闊了我的眼界，從中我明白到

處事謹慎、細心的重要，做決定前要搜集多

方面的資料，不可輕率行事。

「學校起動」計劃特別感謝多間企業夥伴支持是次活動，為學
生提供不同類型的工作體驗及活動，參與企業夥伴包括：

由2012年開始，每年暑假「學校起動」計劃
均為高中學生提供職場體驗機會，讓他們及
早認清個人志向及發揮潛能。今年計劃踏入
第四屆，隨著各界企業夥伴的支持，空缺涵
蓋的行業及工種更趨廣泛。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我很幸運可以於Coach實習。這次實習讓我認識到一班大哥哥大姐姐，他們不但與我分享人生經驗，更教導了我們很多工作上的細節。我於這次實習中學到了很多。

- Parfums Christian Dior Hong Kong Ltd 
- 海港城
- 夏利文物業管理
- 有線寬頻
- 載思集團
- 連卡佛
- 梁黃顧建築師(香港)事務所
- 馬哥孛羅酒店集團
- 現代貨箱碼頭
- 太平洋會
- 天星小輪
- 香港稅務學會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徐婉嫦同學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陳杰浩同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謝棨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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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直接『落區』向同學展示作為僱主的要
求，學校、老師及同學可直接明白到真實職場的
要求及期望，增加對彼此的認識。由商界出力幫
助這班年輕人，亦等同幫助職場及作為僱主的自
己。

「學校起動」計劃委員會主席吳天海先生

我到Laduree實習之前，以為做銷售員

很簡單，但原來背後有很多細節要留

意。我所學到的對我未來投身於任何

行業也十分重要，因為這些都是待人

接物的態度，而且也擴闊了視野，接

觸到社會的新一面。



夥伴活動

Ralph Lauren模擬工作面試

Ralph Lauren為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
學院第三中學的學生安排了模擬工作
面試，讓他們初嘗見工面試。學生於
參加活動後，均表示是次體驗令他們
明白不可輕看面試前的準備功夫。

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扶助優秀學生

太子珠寶鐘錶於2014/15年度嘉許了來自44

間「學校起動」計劃學校88位優秀的高中學

生，每位得獎者獲頒港幣5,000元。

頒獎禮已於2015年9月圓滿舉行，

衷心感謝太子珠寶鐘錶的慷慨支持!

美國文化嘉年華

美國領事館支持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舉辦「美國文化嘉年華
2015」，活動設多個結合美國文化與學科知識的有趣攤位，讓參與學生可
透過攤位遊戲，與外籍人士對話及交流。

梁黃顧英文培訓

為向高雷中學的學生提供英文培訓，梁黃顧建築

師（香港）事務所有限公司招募了數位以英文為母

語的義工同事，希望在英文會話的環境中，幫助

學生加強溝通的信心，並接觸西方文化。

BNP Paribas 支持
閩僑中學資訊日

閩僑中學於2015年11月

28日舉行學校資訊日，企

業夥伴BNP Paribas派出

義工到場主持英語遊戲攤

位，與參加者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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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英皇珠寶旗艦店

17位來自加拿大神召會嘉智
中學中四級學生於2015年
11月4日參觀英皇珠寶旗艦
店，英皇珠寶職員更為學生
講解零售業前景，令學生們
獲益不少。

「渣打藝趣嘉年華」

樂善堂梁銶琚中學學生早前參與「渣
打藝趣嘉年華」活動。他們於事前先
接受彩繪訓練，然後於活動當日當攤
位義工，為公眾人士進行面部及手部
彩繪，為嘉年華添上色彩。

星展銀行商業及銀行業工作坊

星展銀行於2015年10月2日為李

求恩紀念中學80位學生舉辦商業

及銀行業工作坊，約十位銀行管

理培訓生亦參與其中，即席與學

生分享生涯規劃的經驗與心得。

                                                                                  

塑膠垃圾關注計劃

超過300名來自14間「學

校起動」計劃學校的學生

參與了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與瑞士駐香港領事館聯

合主辦的「海洋怒吼 – 塑

膠垃圾關注計劃」，利用

海洋塑膠垃圾創作了不少

藝術作品，作品更於香港

科學館展出。

香港海洋日2015

九龍倉贊助200多名
「學校起動」計劃的
師生參與了香港海洋
日2015。學生透過浮
潛及生態導賞了解保
護海洋的重要性。

公益金會德豐百萬泳

多間「學校起動」計劃參
與學校，包括香港航海學
校、鳳溪第一中學、明愛
粉嶺陳震夏中學及曾璧山
中學均派隊參與「學校接
力賽」，當中曾璧山中學
的啦啦隊更獲邀到台上表
演，為健兒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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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活動

English WeCan 為學生建立穩固的英文基礎

為加強學生對英語的興趣和學習動機，「學

校起動」計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

改進計劃」的團隊推出了English WeCan。課

程旨在為學生建立穩固的英語基礎，激發學

生自學英語的興趣，並提供持續學習的機會，

並由大學生作為導師，企業義工協助。第一

   期已經順利完成，第二

   期亦已於2015年11月

   啟動，冀望更進一步加

   強學生英文能力。

「創意起動」先導計劃
啟發學生創意　助展現潛能

「創意起動」先導計劃頒獎禮於2015年

8月27日在荷里活廣場舉行，得獎學生分

享了他們的學習成果以及於暑假期間在

創奇思有限公司及雲峰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實習的收穫。是次「創意起動」

先導項目約有 150 名來自 12 間「學校起

動」計劃學校的學生參與。

www.projectwecan.com

projectwecanhk

info@projectwecan.com

2016 / 2017 加入的夥伴機構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瑞士國際航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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