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涯規劃服務 17/18 

活動報名表 

遞交方法： 

電郵：crystal.lau@hkfyg.org.hk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就業網絡)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1)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  

聯絡人姓名 ：  

聯絡電話 ：  

傳真號碼 ：  

電郵 ：  

學校地址 ：  

 

(2) 預約活動資料 

請於適合的方格內填上，及填寫活動詳情 
    

中學講座  

題目 對象及人數 日期及時間 

  講座： 對象：           人數： 日期：           時間： 

 講座： 對象：           人數： 日期：           時間： 

 

工作坊    (#請刪去不適用者) 

題目 對象及人數 日期及時間 

   My Interest 對象：中一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Assets 對象：中一／中二
#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Roles  對象：中二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Path 對象：中二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Type 對象：中三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Choice 對象：中三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Value 對象：中四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Career 對象：中五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Interview 對象：中五／中六
#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CV 對象：中五／中六
#
    班數： 日期：           時間： 

   眾裡尋科 對象：中五／中六
#
    班數： 日期：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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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 (#請刪去不適用者) 

題目 對象及人數  日期及時間 

   成功在夢 對象：中四/ 中五/ 中六
#
   班數： 日期：          時間： 

   職場透視計劃 

  Workplace Visit 
對象：中四/ 中五/ 中六

#
  班數： 日期：          時間： 

   My City 對象：中四              班數： 日期：          時間： 

   Working Reality 對象：中五               班數： 日期：          時間： 

   模擬面試工作坊 對象：中五/ 中六
#
  (每組 12 人)     組數： 日期：          時間： 

   My Result  對象：中六               班數： 日期：          時間： 

 「職場有格」工作坊 對象：             (每組 10 人)   組數： 日期：          時間： 

 

生涯規劃小組 
 

題目 對象及人數 日期及時間 

   I can 對象： 每組 8-10 人，共 ___ 組 日期：         時間： 

   I will 對象： 每組 8-10 人，共 ___ 組 日期：         時間： 

   I am 對象： 每組 8-10 人，共 ___ 組 日期：         時間： 

   I do 對象： 每組 8-10 人，共 ___ 組 日期：         時間： 

 

支援服務 (#請刪去不適用者) 

題目 對象及人數 日期及時間 

  導師培訓 人數： 日期：          時間： 

  家長講座 對象：初中/ 高中
# 

 家長 
    

 人數： 日期：          時間： 

  家長同行小組 對象：初中/ 高中
# 

 家長   每組 8-10 人，共___組 日期：          時間： 

 

其他服務  
 

題目 對象及人數 日期及時間 

 對象： 人數： 日期：          時間： 

 

(3) 接收資訊聲明 (請於適合的方格內填上)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和電郵地址)，將用作參與活動的管理及與閣下保持聯繫，包括提供

本會的最新活動及服務資訊、產品推廣、定期通訊、籌募善款、進行研究/分析/統計、收集意見，以及其

他配合本會宗旨及使命的事項。 

  本人 同意 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會內通訊及宣傳用途 

  本人 不同意 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會內通訊及宣傳用途 

 

訂購細則 

1. 本單位將於收到表格後 5 個工作天內聯絡閣下，核對服務內容。 

2. 如閣下於 5 個工作天後仍未收到通知，請致電 3113 7999 與劉凱琳小姐聯絡。 



 

 

如欲查詢本單位提供的生涯規劃教育活動，歡迎到本單位網頁 

yen.hkfyg.org.hk 瀏覽最新的到校服務。 

 

 

 

 

聯絡我們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就業網絡 

地址：新界荃灣褔來邨永樂樓地下 7-10 號 

電話：3113 7999 

電郵：yen@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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