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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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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及2015年的施政報告:

加強協助青年人做好生涯規劃

推動工商機構參與「商校合作計規劃」，強化、深化和檢視該規劃

由2014/15學年起，為公營學校提供「生涯規劃津貼」

2016年的施政報告:

由2016/17學年起，學校可將「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

3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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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的基本理念

讓學生

生涯規劃盡早了解個人興趣

了解個人能力

了解個人性向

掌握多元出路及職場資訊

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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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基本理念

重要元素 生涯規劃的過程

初中發展重點 高中漸次加強

自 我 認 識
與 發 展

事 業 探 索 生 涯 規 劃
與 管 理

建基於學校升學就業輔導服務

知情的升學或就業選擇多元出路目標



中學階段的目標
學習階段 主要學習期望 推行平台/模式

中一至中三 自我認識及發展：了解個人興趣
及能力、訂立學業的目標

事業探索：留意各種升學選擇可
會帶來的機遇和限制，以及世界
發展趨勢

生涯規劃與管理：建立職業性向
與學科選擇連結

班主任課、初中個人成長課
融入不同學科課堂，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與升學、培訓機會、選科相關的輔導
職場參觀
升學及就業輔導講座

中四至中六 自我認識及發展：了解個人興趣
及能力、訂立學業的目標

事業探索：建立正面的職業概念、
工作態度及價值觀，從工作體驗
相關的活動或學習所得的成果與
升學就業目標結合

生涯規劃與管理：鞏固職業性向
與學科選擇連結、適應由中學過
渡至就業的轉變

融入不同學科課堂
應用學習課程
職業性向評估測驗
把學科與就業聯繫
參觀大專院校
大學入學及選科的輔導
模擬求職活動、求職及大學入學面試工作坊
工作體驗活動
師友計劃
升學及就業輔導講座
職業及/或升學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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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引



II.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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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津貼

* 將津貼轉為常額教席提供資源

生涯規劃教育 -發展里程

2014/15學年起

生涯規劃
津貼

2016/17學年起

學校可將津
貼轉為常額

教席

在2022/23學年

把津貼全面
轉為常額教

席

1.生涯規劃津貼

2019/20學年

津貼轉換而
產生的常額
教席用作計
算晉升職位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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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 0 1 4年至 2 0 1 6年，完成到訪全港學校作諮詢探訪。

 與學校的升學就業輔導小組進行專業晤談。

 第二輪探訪已於 2 0 1 7 / 1 8學年展開，更深入了解學校推行
生涯規劃教育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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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諮詢探訪



 大幅增加系統教師培訓課程的名額

 舉辦不同類型的專題研討會、講座及工

作坊

 專業發展學校計劃

 組織教師網絡及不同地區的網絡活動

3.加強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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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8 0個

每年 2 4 0個



讓學生

瞭解工商企業的運作

認識不同的工種

訂定事業抱負

作好投身社會的準備

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價值觀

迎接未來的挑戰

目的

4.商校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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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更多的行業

工作

體驗
職場

影子

參觀

講座

職業博覽
商校

配對

比賽

學生

大使

工作坊

內地企業
參觀

活動形式多樣化

>350
BSPP伙伴

>5 000
BSPP活動

1 150 000
受惠人次

自2014/15
學年推行

生涯規劃教育
至今

商校合作計劃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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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及家長活動

參 觀 報 社

參觀貨運樞紐中心

 讓教師和家長掌握相關行業的知識，以為學生及子女的生涯
規劃提供指引

家 長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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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 飛 機 工 程 公 司



如何進一步推動各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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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區域發展網絡(DDNs)



來源：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

區域發展網絡
Distr ict  Development 

Networks (DDNs)

◦ 符合區本需要的教師專業培訓

◦ 為網絡內學生提供到位的事業探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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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九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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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東、灣仔及離島區

觀塘及西貢區

荃灣及葵青區

中西及南區

深水埗及黃大仙區

屯門及元朗區

沙田區

九龍城及油尖旺區

大埔及北區



建立「區域發展網絡」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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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區域專業發展能量

 適時對應區本發展需要

 促進跨界別的專業聯合與交流

 整合有關的人力和資源以推動持續發展

多方共贏



推展策略 – 區域發展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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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 聯繫夥伴
• 組織會議
• 提供專業及行政支援
• 導引政策
• 收集意見

校長會
• 識別區內學生需要
• 檢視學校發展日程
• 提供場地/人力資源
• 組織學生參與活動
• 向學校推廣

家教聯會
• 識別區內學生及家

長需要
• 組織家長參與活動
• 向家長推廣

政府部門/工商機構/
社區組織/專業團體/
大專院校
• 籌辦事業探索活動
• 向所屬界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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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網絡

「區域發展網路」啟動禮 網路下的事業探索活動

協調會議「生涯規劃教育」聯區經驗分享

會



2016至19年度
｢區域發展網絡｣(DDNs)教師專業發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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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主題

港島東、灣仔及離島 策劃與組織、科組協作、社區資源運用、雲端技術

大埔及北區 策劃與組織、科組協作、個別輔導技巧

觀塘及西貢 科組協作、班主任角色、生涯大使參與、多元出路規劃、生涯規劃課階段設計

九龍城及油尖旺 策劃與組織、師友計劃、資訊科技運用、

沙田 策劃與組織、社區資源運用、初中生涯規劃課

屯門及元朗 策劃與組織、科組協作

深水埗及黃大仙 策劃與組織、校友協作、心靈教育課

中西及南區 策劃與組織、多元出路規劃

荃灣及葵青 升學博覽資訊、生涯規劃課階段設計



各區學校每年分享不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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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資訊科技應用
社區資源運用

班主任角色
生涯規劃課設計

科組協作
師友計劃

社區資源運用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資訊科技應用
社區資源運用



｢區域發展網絡｣建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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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主題

• 由教育局制定生涯規劃發展方
向

區本分享

• 邀請各區生涯規劃
發展方面的優秀學
校作分享交流

校情回饋
• 研討會中設有工作坊，鼓勵
同工多以本校例子作回饋分
享



｢區域發展網絡｣探索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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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參與
策劃與組織、科組協作、探討班主
任角色、生涯大使參與、師友計劃、
校友協作

資訊科技應用
雲端技術、運用資訊科技、評估工
具的運用與數據分析、整理檔案

生涯規劃課
階段設計、初中課程、心靈教育、

設計理念、執行、評估

輔導
個別、策略與安排、技巧

資源運用
社區、升學博覽

多元出路
規劃



2016至19年度
｢區域發展網絡｣(DDNs)學生事業探索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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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主題

港島東、灣仔及離島
專業與創業

大埔及北區 與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相關行業發展

觀塘及西貢 傳媒與傳訊

九龍城及油尖旺 設計

沙田 財務管理及相關服務

屯門及元朗 社會服務及活動統籌

深水埗及黃大仙 環境、建設及物業管理

中西及南區 巿場推廣、旅遊及款待

荃灣及葵青 交通及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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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校合作計畫」網頁「區域發展網路」專區

www.edb.gov.hk/bspp/



III.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
規劃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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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檢討背景、對象及方法
目的：

總結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措施的經驗及制定未來的發展路向。

全面評估生涯規劃教育政策的實施及「商校合作計劃」對學生的裨益。

時段：2017年8月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進行檢討，於2019年2月完成。

檢討對象：學校校長、升學及就業輔導/生涯規劃教育主任、中三至中六學生和
家長，以及｢商校合作計劃｣機構伙伴。

調查方式：問卷調查、焦點小組訪談及個案分析。

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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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B.主要檢討結果 - 學校層面

整體而言，學校管理層重視生涯規劃教育，並訂定具體目標及評估方式，
而生涯規劃組已具有重要行政小組的規模。學校一般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
生涯規劃教育，而舉辦活動的種類與頻率亦有所增加。

全校整體參與度增加，學校管理層重視及有信心推動生涯規劃教育。超過
八成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校長認為學校對生涯規劃教
育的重視程度，受訪主任認為自己對生涯規劃教育的重視及投入程度，以
及他們對學校管理層重視的評價皆高。大部分受訪校長及主任皆表示有信
心於未來推動全校參與模式。

較寬廣的生涯規劃教育概念。校長、主任及家長認同較宏觀的生涯規劃教
育概念描述 - 生涯規劃教育除了升學就業方面的認識及準備，亦應包括對
人生方向、個人樂趣及正面價值觀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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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B.主要檢討結果 - 學校層面

校內生涯規劃小組具規模。學校的生涯規劃組普遍由5至7人或8至10人組成，
從小組成員人數而言，已具有學校重要行政小組的規模。

生涯規劃教育活動種類及舉辦頻率有所增加。超過八成學校舉辦活動頻率增加。
學校生涯規劃小組較以前更多與不同行政小組協作，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更
切合其發展需要的活動。

生涯規劃教育有具體目標及評估，並配合學生需要。約七成學校有將生涯規劃
教育列入三年學校發展計劃及學校周年計劃的關注事項中。學校並正增加不同類
型的生涯規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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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C.主要檢討結果 - 教師層面

調查顯示，政府提供的額外資源能有助教師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相關的培訓讓
教師更有信心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活動。

教師認為減輕課節有幫助。約有八成半學校有減輕主任的課時，超過六成受訪
主任認為此舉對他們開展生涯規劃教育很有幫助。

聘用支援人員支援教師開展生涯規劃工作。大部分受訪校長、主任及教師都指
出額外人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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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主要檢討結果 - 教師層面

其他教學支援。學校會運用資源作舉辦活動、購置外間服務、增加校園設施，如
設置輔導室、添置平板電腦等，亦有用以購買職業性向測試版權等。

培訓有助教師更有信心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現時，生涯規劃組平均有兩位組員已
接受系統培訓。透過培訓，教師比以往更有信心推行生涯規劃活動，以及為學生
提供相關指導。

生涯規劃主任認同較寬闊的生涯規劃觀念。接近九成受訪主任皆同意生涯規劃教
育應該包括幫助青少年尋找人生方向，認識升學就業途徑及工作世界，建立正面
價值觀及可以配合個人興趣、能力及方向作出負責任的選擇。

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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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D.主要檢討結果 - 學生層面
整體而言，學生認同生涯規劃教育有助增加自己對個人興趣與能力、多元化升學出路

及職場的認識、能掌握相關的資訊等。然而，學生對於自己參與生涯規劃活動的參與
程度，評分最低。

學生認同生涯規劃的重要性，但實際參與率低。學生參與生涯規劃活動後，對自己從
生涯規劃教育中所獲得的能力及信心較其他項目高。學生同意生涯規劃教育有助認識
自己並為自己的未來計劃，其中包括增加自己對個人興趣與能力、多元化升學出路及
職場的認識、能掌握相關的資訊等。但對於追尋及實踐夢想、評估個人生涯規劃、爲
未來定目標的掌握等選項的評分較低；然而，學生對於自己參與生涯規劃活動的參與
程度，評分最低。

教師成為學生主要的資訊渠道及尋求支援的對象。有超過七成學生指出，主要由透過
教師獲得生涯規劃的資訊，並認同這是生涯規劃教育方面最有幫助的資訊渠道。當尋
求生涯規劃方面的意見及幫助時，最多學生的首選為升學及就業輔導/生涯規劃教師
及班主任，其次為朋友或同學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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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E.主要檢討結果 - 家長層面

家長對整體生涯規劃的認識增加。家長基本上認同生涯規劃的理念，亦滿意學
校的生涯規劃教育。但家長的參與程度稍欠不足，大部分未能出席活動的家長或
因個人原因、或因工作、或因活動性質而未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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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F.主要檢討結果 - 機構伙伴層面

機構伙伴認同生涯規劃的概念。｢商校合作計劃｣下的機構伙伴對生涯規劃教育的
概念表示認同，七成受訪機構伙伴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生涯規劃教育理念涵蓋升學
就業規劃、職場體驗、認識人生方向、認識自己及建立價值觀等。機構伙伴樂意繼
續參加｢商校合作計劃｣，並對計劃表示滿意。整體而言，受訪機構伙伴對｢商校合
作計劃｣態度甚為正面，樂意支持。

機構伙伴樂意繼續參加｢商校合作計劃｣，並對計劃表示滿意。整體而言，受訪機
構伙伴對｢商校合作計劃｣態度甚為正面，樂意支持。

機構伙伴認同自己的表現。大部分受訪機構為學生舉辦講座、工作坊等活動，並
認爲這些活動都是成功的，其中工作體驗是最多受訪機構伙伴認為是成功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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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G.研究報告結論

生涯規劃教育初見成效

 校長及主任對生涯規劃教育的重視程度評價最高，他們亦認為整體教師重視生涯
規劃教育。

 校長及主任認爲政府近年所提供的額外資源十分重要，有助生涯規劃教育的推行。

 「商校合作計劃」甚獲學校及機構伙伴支持，學校視之為重要資源之一，得到
學生及教師認同。

 綜合而言，學校已有明確的組織及校本政策支持生涯規劃教育，亦逐步得到校內
教師、學生及家長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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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G.研究報告結論

生涯規劃教育有待加強部分

 在學生學習內容方面，學生對透過生涯規劃教育掌握應有資訊(譬如升學資料、
認識行業)的項目評分較高，但學生在計劃人生等高層次學習內容，評分則較低。

這反映出，學校未能完全幫助學生規劃長遠人生目標。

 學生及家長皆認為生涯規劃重要及有幫助，但卻忙於學業及工作，故參與率偏
低。

 主任及教師認為雖然有資源協助，但他們仍面對繁重的行政工作及人手不足等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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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H.顧問建議

考慮學生全人發展，以生命及價值教育為導引的生涯規劃教育概念。顧問建議未
來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應考慮從學生的個人素養、生命成長及價值觀為發展根基，
加入生命教育、品格培育及二十一世紀技能的元素。

鼓勵全校參與模式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將生涯規劃理念通過管理層面、學校發展
計劃、明確角色及分工等貫徹於整校推行，並邀請推行生涯規劃具成效的學校成爲
種子學校，建立平台，提供學校互相交流的學習機會。

增加資源投放。建議教育局可考慮除現時已經提供的額外常額教席外，在全方位
學習津貼推出一段時間後，檢視運用情況及考慮是否需要增撥經常津貼。鼓勵學校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或其他教育基金，增加生涯規劃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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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H.顧問建議

完善教師及家長培訓課程。按不同行政功能及崗位的教師作分類，設計能針對他們
個別需要的培訓課程, 並加強準教師培訓，組織學校成爲學習社群，推動學校及教師
之間的專業交流。提升家長對生涯規劃的相關知識及技能，包括與子女的溝通及對生
涯規劃及價值觀的掌握等，有助家長與學校作更好的協調，並對多元出路有較多支持。

協助學生認識多元化升學/就業。透過結合正規課程和加強非正規課程的安排，如增
加實地考察、職場體驗，加強學生對多元出路的認識。

擴大「商校合作計劃」。邀請更多不同行業的機構參與「商校合作計劃」，強化現
有平台，促進學校及機構伙伴交流資訊、分享合作經驗及安排活動，讓整個計劃可以
發揮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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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I.生涯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重點

結合生命教育及品格培育的元素。就生涯規劃教育、生命教育及品格培育的發展路
向，教育會局會詳細研究及諮詢業界的意見。

積極鼓勵全校參與模式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教育局一直鼓勵學校採用全校參與的模
式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現時，我們設有專業發展學校，支援其他學校推行生涯規劃
教育。進一步擴大專業發展學校/種子學校的數目，向學校推廣全校參與模式良好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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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I.生涯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重點

鼓勵學校善用資源。教育局鼓勵學校運用新增的「全方位學習津貼」，以籌辦相
關的生涯規劃教育活動；並擴闊網絡，連結校內外持份者或伙伴，支援學生進行生
涯規劃。

加強教師和家長培訓。教師培訓方面，教育局會定期檢視教師在生涯規劃教育方
面的培訓需要，並引入新專題和範疇。除了有系統的教師培訓課程外，我們會按學
校及教師需要舉辦各類專題研討會。教育局亦會繼續透過「區域發展網絡」建立學
習圈，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有關家長培訓方面，除透過「商校合作計劃」外，我
們會鼓勵學校按家長需要舉辦講座，讓他們認識生涯規劃教育的重要性及家長在當
中的角色；此外，我們亦會繼續發展生涯規劃資訊網站，為家長提供不同的升學及
就業資訊，讓他們更有效地支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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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I.生涯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重點

協助學生多元化升學及就業。逐步完善生涯規劃資訊網站，並計劃發展成一站式
平台，為學生、教師及家長提供行業及多元出路的資訊。此外，我們計劃會於
2020/21學年加入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網上平台的資料，包括學生的學習歷
程紀錄、職業性向評估工具和教師網上學習。此外，我們會繼續舉辦升學講座為學
生提供不同的升學及就業資訊，加強他們對多元出路的認識。

持續推動「商校合作計劃」。教育局會積極物色和邀請不同行業的機構加入「商
校合作計劃」，成為計劃的伙伴。與此同時，本局會透過網上平台，促進學校及機
構伙伴交流資訊、分享合作經驗及安排活動，讓整個計劃可以發揮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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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香港中學推行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

I.生涯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重點

加強公眾教育和匯聚主要持份者支持生涯規劃教育。教育局會通過不同途徑，加
強公眾及家長教育，並會進一步鼓勵各個專業、行業及其他組織，以不同方式支持
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我們期望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可為學生提供事業探索機會、
擔當學生的生涯規劃導師、與學生分享寶貴的工作經驗等不同方面作出貢獻。



IV.未來發展

44



1.政策發展

每所學校的經常性「生涯規劃津貼」撥款額約64萬元

學校可按校本的情況，在2022/23學年前將「生涯規劃津

貼」轉為額外常額教席

津貼轉換而產生的常額教席用作計算晉升職位的數目

由2019/20學年起，學校可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為學
生組織更多走出課室的體驗學習活動，包括生涯規劃活動

制訂《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便覽》，供學校使用

45



《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便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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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便覽》
(一) 生涯規劃教育的目標

(二) 生涯規劃的三個要素

(三) 生涯規劃教育主要學習期望及推行策略良好例子

(四) 推行策略檢視清單

制定校本升學及就業輔導計劃及政策

引導學生規劃中學畢業後的未來路向

提升學生及家長對持續進修及多元出路的認知，了解工作世界的最新發展

加強網絡和引入校外資源



自2019/20學年起

全港18區建立了九個不同事業探索主題的網絡

繼續推動以區本形式，加強教師專業發展的事業發展活
動

*加強各網絡學校間的聯繫和分享文化，逐步在各網絡成
立學習圈，以支援學校在生涯規劃教育的持續發展

加強學生對生涯規劃教育的理解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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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來｢區域發展網絡｣的發展



2019-22年度
｢區域發展網絡｣(DDNs)教師專業發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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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2019/20 2020/21 2021/22
HKE, WCH&I

港島東、灣仔及離島
1. 評估工具的運用與數據分析
2. 運用資訊科技整理檔案
3. 社區資源運用

1. 班主任的角色
2. 生涯規劃課- 階段設計
3. 師友計劃

1. 小組/個別輔導- 策略與安
排
2. 小組/個別輔導- 技巧
3. 規劃多元出路

TP&N
大埔及北區

KT&SK
觀塘及西貢

KC&YTM
九龍城及油尖旺

1. 班主任的角色
2. 生涯規劃課- 階段設計

1. 小組/個別輔導- 策略與安排
2. 小組/個別輔導- 技巧
3. 規劃多元出路

1. 評估工具的運用與數據分
析
2. 運用資訊科技整理檔案
3. 社區資源運用

ST
沙田

TM&YL
屯門及元朗

SSP&WTS
深水埗及黃大仙

1. 全校參與- 科組協作
2. 師友計劃

1. 評估工具的運用與數據分析
2. 運用資訊科技整理檔案
3. 社區資源運用

1. 生涯規劃課設計理念
2. 生涯規劃課的執行
3. 生涯規劃課的評估

CW&S
中西及南區

TW&KwT
荃灣及葵青



2019-22年度
｢區域發展網絡｣(DDNs)學生事業探索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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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2019/20 2020/21 2021/22

港島東、灣仔及
離島

科創及醫護
傳媒及傳訊

環境、建設及物業管理

大埔及北區 傳媒及傳訊
創業及美容 巿場推廣、旅遊及款待

觀塘及西貢 創業及美容 科創及醫護 交通及物流

九龍城及油尖旺 財務管理及相關服務
社會服務及活動統籌 創業及美容

沙田 社會服務及活動統籌 設計
科創及醫護

屯門及元朗 設計 財務管理及相關服務 傳媒及傳訊

深水埗及黃大仙
環境、建設及物業管理 巿場推廣、旅遊及款待 設計

中西及南區
巿場推廣、旅遊及款待

交通及物流 財務管理及相關服務

荃灣及葵青 交通及物流 環境、建設及物業管理 社會服務及活動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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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涯規劃資訊網站｣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



加強網上資源
｢生涯規劃資訊網站｣正式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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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簡體中文版



內含7大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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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最新消息、行業動態

職業資訊專區

包含240份職業資訊及21段職業分享短片

經濟發展及就業趨勢資訊

升學專區

提供有關升學及申請獎學金資訊

學生網上學習專區

 加入學習歷程紀錄、職業性向測驗及其他評估
工具連結

學校行政專區

提供《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生涯

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便覽》及相關文件

教師專業發展專區

為教師提供與生涯規劃相關的學與教資源

家長專區

 包含5段家長短片，分享家長於子女生涯規劃中所扮演的

角色

商校合作計劃

連結商校合作計劃網頁，為學生、教師及家長提供事業探

索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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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活出真我 IV (1分鐘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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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份職業資訊
• 21段職業分享短片



定期更新行業相關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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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貼市場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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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職責內容

列明工作時間

行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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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

職業性格配對

晉升階梯及薪酬參考

工作環境
入職條件

相關培訓及
課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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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有其他有趣資訊

家長影片分享

連結商校合作計劃

為教師提供學與教資源

提供職業評估工具、個人檔案，
供學生記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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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資訊網站(2020/21學年)

加入的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內容
生涯歷程集 (Portfolio) 

• Shine My Profile 

• My Work Value Games(Web Version) 

生涯發展及探索平台(Career Assessment) 
• CII Assessment 

• BIM Assessment

• Background Survey on students 'career and life development needs  

• Career Decision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CDDQ)

• CAAS 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 

生涯規劃課程(E-learning) 
•總共十二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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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歷程集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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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及探索平台(Career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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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課程(E-learning) 



影片播放時間
多謝！

67



68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