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長計劃 2018/19
職業講座日
活動介紹
本職業講座日旨在為學員提供不同類型的職業資訊，內容適合所有年級的同學，讓同學可更早為畢業後的職業道路作最好準備。
日期︰201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報名方法：網上報名 https://goo.gl/FZH3L3
報名截止日期：2019 年 1 月 15 日 (本活動開放給所有新亞同學報名。於 1 月 11 日或以前報名的本屆學長計劃學員將獲優先分配名額(即學員在 1 月 11 日前報名必定
有位*)；非學長計劃學員之報名會在 1 月 12 日開始按先到先得原則分配。分配結果將於 1 月 16 日以電郵通知。
*註：請學長計劃學員留意本計劃的出席要求，學員必須出席職業講座或分享會。請學員於 1 月 11 日或以前報名，以免活動額滿而未能參加。
講座日分兩個部份：
1.

職業講座 (內容於後面介紹)
a. 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上午 10 時 30 分至正午 12 時 30 分
b.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5 號演講室
c. 對象: 所有學員及新亞書院同學
d. 名額：160 人
e. 活動簡介: 書院邀請經驗豐富的講者為大家分享一些適合所有學員的職業資訊，內容包括如何為自己的事業定位、於在學時準備好；以及講授職場上
的人際關係技巧和禮儀等。
f. 備註：書院期望學員於出席本講座前做一些簡單的資料搜集，好讓大家更明白講座內容。請學員參考本文件下面的講座內容簡介。亦歡迎學員預先
準備問題於問答環節發問。學員更可以在 1 月 11 日前將問題預先電郵至 kelvin@cuhk.edu.hk，如發問踴躍，書院會抽籤交給講者參考。

2.

職業分享會(內容於後面介紹)
a. 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 13:30‐16:30 之間 (各分享會開始完結時間不同)
b.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4 / 5 樓課室 (課室號碼於報名後通知)
c. 對象及名額: 學員及新亞同學、每個分享會名額 25 人
d. 備註: 大部份分享會同時進行，學員將選一個出席，報名先到先得。歡迎參與不同時段舉行的分享會。
e. 活動簡介: 分享會以小組形式進行，除題目集中於某些行業外，更提供一個親近的環境讓大家可與講者有更多交流機會。
f. 9 個分享會 (請學員參考下面的分享會簡介)：
i. 多途發展事業線
ii. 政務主任求職準備及工作分享
iii. 政府職位之求職攻略
iv. 投身企業銀行的挑戰
v. 法律相關行業解構
vi. 成為老師你要知道的事
vii. 資訊科技就業及創業分享
viii. 藝術就業分享
ix. 當代社會與醫療行業的變化
g. 分享會報名方式：
有大部份工作坊/分享會是同時進行，名額會以先到先得原則分配。學員須於報名時標明參與的偏好順序 (1>10)。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向以電話或電郵 (3943 9680 / kelvin@cuhk.edu.hk) 查詢。

講座內容簡介 (講座以廣東話講述，問答環節可以普通話發問)

A. 大學生求職準備
講者：
資深人力資源總監及職業培訓師 – 廖明慧校友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內務主管 – 鄧卓軒校友
講座內容：
建立職業目標：如何為自己的事業定位、尋找志向、平衡生活？

B. 卓越社交禮儀
講者：
創興銀行訓練發展部前副主管 ‐ 王海清校友
講座內容：
你懂得分析上司為人嗎？如何建立辦公室良好人際關係？本講座教你書本沒有的職場社交禮儀；透過互動環節，即時提升技巧！

分享會內容簡介 (以廣東話講述)
地點： YIA 4/5 樓課室，房間將視乎報名人數分配，並於活動前以電郵通知。
這部分有幸請來本屆學長計劃之學長擔任主講嘉賓以下為各分享會之簡介 (排名不分先後)：

S1

分享會名稱
多途發展事業線

S2

政務主任求職準備及工作分
享

S3

政府職位之求職攻略

內容簡介
讀那科，一定要做那行?
養家, 養自己, 我...還可以追尋理想嗎?
創業 or 打工?
Engine 畢業的馬可兒校友, 今日成為專業司儀、金融集團培訓
師、經理、專業化妝師, 還創業做了培訓公司老闆多重身份，
帶來多渠道收入，廣闊人脈，有趣多彩的生活。
誰規定人生只可選 1 or 2, 我就是要得十想百來一起發掘你人
生的可能性。
本分享會將分享政府政務主任的求職準備。
(註：政務主任和行政主任的入職要求其實不同。本年分開兩
個分享會，有興趣了解兩者的同學歡迎參與前後兩個分享
會。)
謝萬誠學長是退休 ICAC 防貪署署處長。他將會向大家講解公
務員晉升階梯及求職攻略。亦會分享自己多年在政府工作的

時間
13:30‐15:00
(1.5hr)

講者
馬可兒校友
與商業機構、慈善團體和政府部門合作, 合作嘉
賓包括:
陸東、麥長青、梁榮忠、宣萱、 李樂詩、李紫
昕等。

13:30‐14:30
(1hr)

吳偉堂校友
香港政府高級政務主任

15:00‐16:00
(1hr)

謝萬誠校友
退休 ICAC 防貪署署處長

S4

投身企業銀行的挑戰

S5

法律相關行業解構

S6

成為老師你要知道的事

S7

資訊科技就業及創業分享

S8

藝術就業分享

S9

當代社會與醫療行業的變化

經歷。
(註：政務主任和行政主任的入職要求其實不同。本年分開兩
個分享會，有興趣了解兩者的同學歡迎參與前後兩個分享
會。)
在企業銀行工作要如何準備？施婺婷校友在將近 8 年的時間
升為部門主管，她會與大家分享工作上的挑戰。
本分享將會為大家講解不同的入行途徑，也談談法律有關的
不同工作。
教育是一個偉大的職業。有志作育英才的大學生，可以如何
準備教育他人的道路？中學教師的入職要求、工作心理準備
和晉升前途又是怎樣的？中學教師鄭太經學長將會與你分享
他的經驗。
歡迎參加同學踴躍發問互動。
讀資訊科技有什麼出路？創業是否好選擇？
如何準備？本分享與您探索！
徐沛之校友是香港當代青年藝術家，於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
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後，曾參與藝術課程行政工作。一邊打
工、一邊發展藝術事業，近年漸見成績。他將和大家分享如
何在充滿挑戰與限制的香港活出藝術人生。對發展藝術事業
的同學不容錯過！
不論你是醫科生還是其他主修生。只要你對醫療行業有興
趣，這個分享可啟發到你。

13:30‐14:30
(1hr)
13:30‐15:00
(1.5hr)
13:30‐15:00
(1.5hr)

施婺婷校友
企業銀行業務客戶服務部主管
謝嘉臣校友
財務公司內部律師
鄭太經校友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教師

13:30‐15:30
(2hr)
14:30‐16:00
(1.5hr)

鄭斌彬校友、麥志烈校友
軟件製作公司 Founder 及 CTO
徐沛之校友
藝術家、藝術顧問

15:30‐16:30
(1hr)

張世華校友
私人執業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請參加者在出席前準備一些問題，歡迎在分享會中向講者發問。
查詢：新亞書院 ‐ 書院發展主任（校友事務）張君恒先生(Kelvin Cheung)

電話：3943 9680

電郵：kelvin@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