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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博覽 2020-2021 程序

嘉 言 擇 句

我相信 (I believe…)

★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只是看你付出多少努力去追求
    (Nothing is impossible, just depends on How much you want)

★ 機會是由有準備的人去創造 
    (Opportunity can be created by ones who are well-prepared)

★ 實踐成完美， 10,000 小時的定律 
    (Practice makes perfect - according to the 10,000 hours rule)

★ 沒有行動的夢想祗是空想 
     (Dreams will never come true without Action)

嘉賓簡介



大家好，歡迎參加由港京扶輪社，何東中學及何東中學校友會舉
辦網上職業博覽。

你哋喜歡什麼，就搵機會去試吓啦！只要做你喜歡的事情，你才
會投入，才會有熱誠！即管去追逐夢想，發掘自己興趣，但係要
有毅力，不怕辛苦，不怕失敗，你哋一定會達成目標！加油呀！

                                               翟慶聰醫生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2020-21 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2020-21 地區總監致詞

Ms. Wu Pui Wai, Christine
Mr. Tsui Ka Ho ,Eric

Dr. Zanonia Chiu

Ms. Lee Ka Lo Carol

Ms. Ida Lam

Ms. Sabina Leung

Ms. Lai Miu Sheung, Vivian
Ms. Lee Mei Kei, Jennifer
Ms. Suki Tai

Ms. Vivian Chiu 

Ms. Wu Chi Yan, Fready

胡佩惠女士

徐家豪先生

趙思雅女士

李嘉璐女士

林敏儀女士

梁福娣女士

黎妙嫦女士

李美琪女士

戴宛彤女士

趙明明女士

胡沚茵女士

1    糕點甜品師
 

2    心理學家

3    營商 / 創業

4    幼兒教育 / 教育

5    護理

6    會計

7    動物護理

8    設計 ( 平面 )

演講嘉賓名單



  

扶輪定義 

國際扶輪凝聚全球志願服務組織的領袖組成一個環球網路，宣導
崇高道德，提供博愛服務。至今，國際扶輪遍佈超過 200 個國家
和地區，有 35,000 多個扶輪社，120 多萬名社員。扶輪社員的共
同理想是“超我服務”，通過環球網路，把熱誠衍化成各種有意
義的服務，有序地計畫在國際和區域間促進合作和夥伴關係，建
立互信與和平，為各社區帶來轉變。
 

港京扶輪社 
港京扶輪社於 1994 年成立 ，現有 21 社員。 本社致力於香港及
世界各地籌組各項社會服務計劃。 本社特別熱心於青少年發展活
動 ，積極參與教育局推動之扶輪「與校同行」計劃，與何東中學
協辦 「與校同行」計劃，並於 2007 年於何東中學成立扶輪少年
服務團 , 現時支持贊助 1 個扶輪青年團 ，並於 4 間學校贊助及推
動扶輪少年服務團。
 

最理想的事情，就是做到一份合適自己興趣的職業。但是，
在我們還在求學階段還未進入社會工作的時候，對於興趣
職業可能只看到其部份，還未有完全的了解。可能導致在
升學的過程當中，未能充份的準備好自己，因而失去了入
行的機會。我們很高興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讓大家進一步
了解自己首選的興趣職業，更加可以全方位了解到其他職
業資訊，擴闊視野，給自己多一些選擇將來興趣職業的目
標。

                                       梁兆昌先生
        港京扶輪社社長 2020-21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Rotary
港京扶輪社

Rotary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社長致詞

港京扶輪社簡介



    

學校背景   

本 校 是 一 所 全 日 制 官 立 中 學，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由 何 東 爵 士
(Sir Robert Hotung) 捐款創立。 

願景與使命   

我們是一所學習型的學校，秉持校訓「正義與真理」的精神，致
力培養學生成為具學習動機、創造力、理性思維、責任感和自尊
心的良好公民。 為此本校致力營造設備完善及充滿關愛的校園，
為學生提供適切現今瞬息萬變世界的均衡教育，以助學生養成自
强不息、力學不倦的精神。

本學年重點關注事項
 (i)  推動主動學習以提升學生能力；
 (ii) 培養學生互相尊重的精神和終身發展的積極意願。

學校特色   

•本校對學生品學要求嚴格，故校風淳樸，學生互助互愛，守禮    
    自重。
•課程全面，尤重視商科發展，與扶輪社締結商校夥伴計劃，支 
    援充足。
•注重全人發展，啟發學生潛能，提升創意思維。
•學生多元才華表現卓越，屢獲殊榮。

何東中學校友會於 1963 年成立。創會宗旨是連繫促進校友的情
誼，並作爲校友與母校之橋樑。另在文化、 社會及教育方面，舉
辦不同活動以服務社群。 

感謝母校邀請校友會參加今年 2021 職業博覽，使校友有機會與
師妹們一起分享各自職業的親身經驗、心得和就業資訊，更希望
能夠啓發她們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從而思索與計劃未來的事業
發展方向。

本人謹代表校友會多謝是次職業博覽各位嘉賓，參與及籌辦者，
更感恩港京扶輪社十多年一直的夥伴支持何東中學。

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勇於做夢，更要踏實築夢，開拓精彩的人生。

願要大、志要堅、氣要柔、心要細。祝福大家！

李佩儀
何東中學校友會主席

何東中學   

校友會簡介及校友會主席贈言

學校簡介 : 



2019 冠狀病毒病於去年初開始蹂躪全球，讓世界變得不一樣，本學年職業博覽的
主題是「勇於嘗試   開創新機」，亦正是鼓勵同學們在疫情下應懷抱勇敢積極的態
度，以迎向未來的轉變。

回想去年 2 月，學校因疫情突然停課，籌備多時的職業博覽亦被逼取消，轉瞬經過
一年的適應，雖然病毒的陰霾未散，但學校與港京扶輪社都希望可讓同學們回復正
常的學習活動，故此我們首次將職業博覽改於網上舉行，以「勇於嘗試」的積極態
度，讓不可能變成可能，創出新路；又例如老師在未能面授課下，須在短時間內學
習全面網上授課，學生會的幹事在本學年亦首次以網上直播形式舉辦聖誕聯歡會，
俗語有云：「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我們想必有更深切的體會了。而在困境中，
只要肯嘗試，亦會帶來新的機遇，同學們在作生涯規劃時，也許會發覺無數行業在
過去一年因受疫情影響而大受打擊，對尋找未來的職業路向感到迷惘困惑，但只要
細想過去一年亦為不少行業帶來商機，例如網購或外賣服務迅速發展，也是令人始
料不及的呢﹗我們深信疫情總會過去，屆時定會催生更多新的機遇，年輕人可選擇
的職業或工種也許亦會有急速的改變，故此面對未來的新世代，同學們更應及早準
備，調節心態，積極樂觀地面迎各種挑戰與轉變﹗

本學年的職業博覽真的充滿創新精神，因何東中學校友會將會首次合辦活動，聯絡
校友作職業分享，希望可讓同學們更感親切，引發共鳴。在此衷心感謝校友會與校
友們的用心參與，無私付出。何東人心繫母校，令活動更添上點點溫馨﹗

最後，我再次代表何東中學感謝港京扶輪社多年以來的支持與愛護，與我校合辦職
業博覽，令本校學生獲益良多。本學年在疫情之下，籌備工作更是困難重重，幸得
各方合力、眾志成城，才可順利舉行今天的活動，希望同學們珍惜是次學習機會，
投入參與，定可收獲更多﹗

何東中學  

鄭邵錦嫦校長謹識

青年人對未來有夢想，重要的是敢於嘗試，實踐理想。職業博覽

為同學提供專業輔導，講解熱門行業的概況，入行的條件，回應

提問，有助作出正確抉擇。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能否開創新的

機會，把握就在你的手上！

宋立功博士
港京扶輪社理事 2020-21

籌委會主席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

籌委會主席的贈言

校長的話《勇於嘗試 開創新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