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LIMITED 
281 QUEEN’S ROAD EAST, HONG KONG 

香港華仁書院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2 8 1 號 

PHONE: (852) 2572-2251 FAX: (852) 2572-9370 EMAIL: pta@wahyan.edu.hk 
 

Our reference: PTA 2019-2020/04 

 
各位中一至中四家長： 

 
職涯規劃由選科開始? －職業講座糸列 暨 中一家長分享會 

 
繼今年五月經過網上問卷調查收集當時中一至中三家長及同學有興趣之行業及職
業（見附錄一：調查結果），本會將於十月至十一月期間舉辦一系列職業講座，
旨於啟發同學對選科及職涯規劃作出相闗探討及資料搜集。歡迎家長及同學一同
參與。 
 
我們亦同時安排中一家長分享會，邀請「過來人」分享初為華仁仔家長應注意的事
情。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中一家長分享會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 
1:00pm–2:00pm（12:45pm開始登記） 
香港華仁書院5樓格物廣場課室 
學校將於2:00pm-2:40pm舉行中一中二家長座談會 

 
 
日期： 
時間： 
地點： 
行業／職業*： 

 
職業講座一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 
2:45pm–5:45pm（2:30pm開始登記） 
香港華仁書院5樓格物廣場課室 
 物理治療師  社工 
 建築師  老師 

 

 
 
日期： 
時間： 
地點： 
行業／職業*： 

 
職業講座二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 
2:30pm–5:30pm（2:15pm開始登記） 
香港華仁書院5樓學生活動中心 
 工程師  飛機師 
 資訊科技  心理學家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禮嘉賓*： 
主題：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就職典禮暨職業講座三 
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 
2:30pm–4:30pm（2:15pm開始登記） 
香港華仁書院禮堂 
梁栢賢醫生 
成醫之路 

*見附錄二：講者簡介 

mailto:pta@wahyan.edu.hk


 
報名方法： 於10月10日或以前填妥報名表格(在本通告最後一頁)，交家

長教師會置於接待處之報名表格收集箱或填寫網上報名表
格：https://forms.gle/REvEpo2SDFcdcDNaA  
 

查詢： 家教會委員  9812-6809 (李民超) 
家教會家長大使 8111-2018（李太） 

 
期待你們的參與。 

 
香港華仁書院 
家長教師會會長 
李民超  謹啟 
 
 
 

2019年9月30日 
>>>>>>>>>>>>>>>>>>>>>>>>>>>>>>>>>>>>>>>>>>>>>>>>>>>>>>>>>>>>>>>>>>>>>>>>>>>>>>>>>>>>> 

附錄一：調查結果 

 
職涯規劃由選科開始?－網上問卷調查結果  

調查日期：2019年5月 

調查對象：中一至中三家長及學生 (約420家庭) 

回應：65家庭 (15.4%) 

 

  全部選擇 (390 票*)  家長(第一選擇(65票)  同學(第一選擇)(65票)   

1 醫生 8.2% 醫生 20.0% 醫生 12.3% 

2 資訊科技 7.7% 物理治療師 10.8% 航空 / 飛機師 7.7% 

3 物理治療師 6.4% 資訊科技 6.2% 老師 / 大學教授 7.7% 

4 老師 / 大學教授 4.6% 獸醫 6.2% 獸醫 6.2% 

5 航空 / 飛機師 4.6% 航空 / 飛機師 4.6% 建築師 6.2% 

6 建築師 4.1% 建築師 4.6% 電子競技 6.2% 

7 藥劑師 3.8% 銀行及金融 4.6% 物理治療師 4.6% 

8 心理學家 3.6% 老師 / 大學教授 3.1% 資訊科技 4.6% 

9 工程 3.3% 工程 3.1% 心理學家 4.6% 

10 獸醫 2.8% 電子競技 3.1% 銀行及金融 3.1% 

11 工商管理 2.8% 精算師 3.1% 工程 3.1% 

12 律師 2.8% 社工 3.1% 室内設計 3.1% 

13 電子競技 2.3% 藥劑師 1.5% 律師 3.1% 

14 銀行及金融 2.1% 心理學家 1.5% 經濟師 3.1% 

15 會計 2.1% 工商管理 1.5% 精算師 1.5% 

16 警察 2.1% 室内設計 1.5% 社工 1.5% 

17 社會科學 2.1% 牙醫 1.5% 工商管理 1.5% 

18 精算師 1.8% 環保 1.5% 音樂家 1.5% 

19 人工智能 / 機器人 1.5% 音樂家 1.5% 科創研究及應用 1.5% 

20 室内設計 1.5% 科創研究及應用 1.5% 機械工程 1.5% 

*家長及學生各有三個選擇 

https://forms.gle/REvEpo2SDFcdcDNaA


附錄二：講者簡介 
講座一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 
物理治療
師 

陳鎮暉女士 
 
Roselyn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物理治療系，其後在美國進修碩士。
既是註冊物理治療師，也是註冊中醫師、正念瑜珈執行師及身心語
言程式學執行師。 
 
卅載的持續專業進修、教學及豐富臨床經驗，陳醫師就是為了追求
夢想:「深明身心健康之道, 從而使更多人身心康泰」。她的檢查
和治療以「中西結合、全人治療、身心兼顧」為藍本，根據病人實
際情況，度身訂做治療方案，靈活柔合古今中外各類非藥物療法，
醫治痛症和運動創傷 ，療效顯著。 
 

社工 湛文勇先生 
 
註冊社工，任職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廿多年，現職該處質素發展部主
管，專責統籌機構培訓及質素評審工作，具有10年以上社會服務機
構質素評審工作的經驗。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士及香港
大學社會科學碩士，過往曾任職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社工及隊
長、青少年綜合服務隊駐校社工、寄養服務社工及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社工等。自2001年開始於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擔任實
習督導，並曾任教外展社會工作及小組工作等科目。 
 

建築師 余烽立先生 
 
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奇正創作室有限公司創辦人兼董事、香港
建築師學會資深會員、香港註冊建築師、政府認可人士、綠建專才
(NB EB BI ND)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創會會員 
 
余烽立為香港大學建築碩士及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Dean’s List)，並於2018年獲頒城市設計獎項。他熱衷於與建築
環境有關的社會事務，並擔任政府委員會和專業學會職務，是現任
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城市規劃委員會成員、土地及建設諮詢委
員會成員、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委員及環保建築專業議會董事。他也
曾任海濱事務委員會成員和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委員會委員。他亦於珠海學院建築系擔任客席助理教授一
職。他亦同時擔任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主席，致力推動區
域及國際建築活動。 
 

老師 陳偉倫博士 
 
從事教育20多年，現任香港華仁書院校長。先後畢業於理工大學設
計學院、香港教育學院及中文大學研究院，並於美國Northeastern 
University取得教育博士。曾於資助中學、直資學校及國際學校任
視藝及設計科教師、科主任、訓導主任、教務主任、助理校長及副
校長等不同職務，亦曾於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及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任
客席講師。於2008年及2015年，分別創辦非牟利藝術團體art-at-
all及「香港傑出學生藝術家獎」，推動本地藝術教育及青年藝術
家的發展。 



講座二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 
工程師 楊暉工程師 

 
楊暉工程師為香港特區政府首位女總土力工程師，她亦是首位畢業
於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及結構系本科的女生。楊工程師考獲土
木、結構及岩土三項專業工程師資格，並赴劍橋大學修畢碩士研究
課程，其撰寫的工程論文亦曾屢次獲獎。多年以來，楊工程師以她
的專業致力 優化香港的斜坡安全。她於2011年當選香港選舉委員
會工程界別委員，並於 2012 年獲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以表
揚她對政府及公眾的優越服務。 
 
楊工程師熱心參與香港工程師學會事務超過20 年， 其間擔任多個
要職現為理事會及工程師註册管理局成員，並分別於 1997 及 
2006 年被選為「年度傑出見習工程師」及「年度傑出青年工程
師」。 

心理學家 徐佩宏博士 
 
徐佩宏在華仁預科畢業後，一邊工作、一邊進修，先後獲得社會工
作文憑（香港）、心理學學士（加拿大）、臨床心理學碩士（英
國）、社會科學哲學博士（香港）。他在香港政府服務29年，退休
時獲行政長官嘉許。他曾在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和香港城市大學社會
及行為科學系任兼職講師。他是前任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協會主席、
前任香港心理學會會長、現任香港心理學會註冊主任、現任香港警
察學院榮譽顧問、現任精神健康覆核審裁處成員。 
 

資訊科技 李婉娜女士 
 
Carol擁有超過二十年資訊科技工作經驗，曾服務於多個行業。現
於跨國上市公司任職環球資訊保安部主管，領導智慧工廠及數位轉
型項目的企業網絡保安工作。她曾榮獲「網絡安全精英嘉許計劃」
獎項，肯定了她對網絡保安的貢獻。 
  
Carol熱衷於業界發展，經常於亞太區資訊科技會議發表演說。她
是國際信息系統審計協會（ISACA®) 中國香港分會專業發展總監。
她擁有多項專業資格，包括註冊信息安全經理 (CISM), 註冊雲安
全專家認證 (CCSP), 註冊軟件生命週期安全師 (CSSLP),風險及信
息系統監控認證 (CRISC),道德駭客認證 (CEH) 及 Certified 
Change Management Practitioner。 
 

飛機師* 
 
*視乎11
月工作安
排 

李漢傑博士 
 
現任香港航空，空中巴士330機長。從事航空業20多年，擔任過航
空公司，工程部技術助理，採購主管。2006年前往澳大利亞，參與
自費飛行員培訓計劃。最終，夢想成真，成為飛機師！先後畢業於
悉尼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伯特利聖經神學院，取得轉化型領
導博士學位。 
 
李機長積極參與香港航空，「飛上雲霄」學生航空體驗計劃以及擔
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HKUSPACE)私人飛機師執照理論課程和參與
香港扶輪社的義務工作。 



講座二(續)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 
飛機師* 
 
*視乎11
月工作安
排 

吳顯達先生 
 
現職香港航空，空中巴士A330機長。自9歲開始夢想將來完成學業
能夠當上飛機師。澳洲完成飛機工程學位後加入某大航空公司工作
為工程見習生。亦曾在社會任職不同行業，如清潔員、健身教練和
電話接線生。先後在6年內應聘8次飛行見習學員（Cadet Pilot), 
但都一一失敗。認為夢想跟現實並不相確。經過不斷努力，終在
2006年前往中國大陸學習飛行。畢業後成功加入國內航空公司擔任
副機長。2011年返回香港，加入現時任職的香港航空。2016年進升
為機長，主飛空中巴士A320機型。2017年轉為A330型機長。已累積
13年飛行經驗。 
 
吳機長積極參與香港航空，「飛上雲霄」學生航空體驗計劃的義務
工作。曾是皇家工程師學會會員及現在是香港機師工會會員。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就職典禮暨職業講座三 
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 
成醫之路 
 

梁栢賢醫生 
 
梁栢賢醫生於1985年加入政府擔任醫生，2000年出任食物環境衞生
署副署長，2002年出任衛生署副署長。其後協助成立衞生防護中
心，並於2004-2007年間出任總監，負責防控疾病及策劃公共衞生
緊急應變的工作。  
 
梁醫生於2007年借調醫院管理局出任質素及安全總監，帶領新成立
的質素及安全部，推動改革以提升機構管治和加強病人安全。2010
年11月，梁醫生獲委任為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帶領43間公立醫院
和醫療機構以及約80,000名員工，為巿民提供公共醫療服務。梁醫
生於2019年7月榮休。  
 

 

  



 

職涯規劃由選科開始? －職業講座糸列 

報名表格 
 

 出席家長人數 出席學生人數 

中一家長分享會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12:45pm開始登記 

對象：中一家長 

 

不適用 

講座一 

2019年10月19日（星期六）2:30pm開始登記 

對象：中一至中四家長 

  

講座二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2:15pm開始登記 

對象：中一至中四家長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就職典禮暨

職業講座三 

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2:15pm開始登記 

對象：所有家教會會員 

  

 

學生姓名:     班別(學號):                （     ） 

 

家長姓名:  

 

手提電話:  

 

電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