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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於2020年首次籌辦中學生實習計劃，安排23名成績一般的應屆

中學文憑考試（下稱DSE）中六考生前往10間不同行業的公司實習，並在暑假順利完成。經整理

相關資料和數據，出版了《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1研究報告，說明成績稍遜的中學生

也具備職場軟技能，且實習有助其生涯規劃。我們建議分為七個籌備實習計劃階段，並在每個階段

提出籌備指引，學校及其他團體能夠參考指引以規劃出具質素的實習計劃，讓學生可更有效在職場

環境下發揮及學習。

於2021年，我們舉辦《MWYO企業實習計劃2.0》，親自按階段試行指引，並全程記錄實踐過程，

目的是分享籌備經驗，為將來籌備實習的團體提供更多參考資料。同時，研究結果亦有助政府建立

更有系統的籌備指引及評估實習效果的指標，全面提高中學生實習計劃的質素。今屆我們除了安排

中學生，也邀請了兩位毅進文憑2的學生（下稱毅進學生）參加，旨在深化實習計劃指引的應用

範圍，探討毅進學生的軟技能，鼓勵各界日後可給予中學生及毅進學生更多實習機會。

1.	研究背景及目的

1	 MWYO青年辦公室（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
	 取自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24702bw67F.pdf
2	 政府於2012/13學年起推出毅進文憑課程，目標是為中六離校生和年滿21歲的學員提供另一學習途徑，讓他們取得就業和進修
所需的正式學歷、協助學員掌握各種一般技能和常識，以及加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培養其自學能力，讓他們可獨立地繼續進
修。(毅進。毅進簡介。取自	https://www.yj.edu.hk/yjpublic/yj_intro.aspx）



MWYO企業實習計劃2.0：跟進研究報告
2

2.	資料收集及分析方法

此報告有兩個研究主題，一是跟進實習計劃指引的執行情況；二是探討毅進學生的職場軟技能。

我們會因應兩個主題採用不同的資料收集及分析方法（見表2.1）。

表2.1、資料收集及分析方法

主題一、跟進實習計劃指引的實踐情況

方法一 月記方法

(monthly	diary	

method）

記錄兩位MWYO籌備人員（一位有去年經驗、另一位是首次參與)

從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整個籌備階段）的體驗及反思。

好處是可在該月份即時記錄心路歷程，並作長時間的追蹤。月記的

資料會按七個籌備階段作整理及分析。

方法二 深入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於2021年6月初（培訓完結後），訪問兩位負責《MWYO企業實習

計劃2.0》相關培訓的專業人士。他們均具備多年職場及相關培訓

工作經驗。培訓的主要目標是在實習前加強學生的職場認知及為其

制訂實習目標。訪談內容有助探討培訓的重要性，並充實籌備培訓

相關的指引。於實習計劃接近完成時（2021年8月下旬），訪問合作

籌備的組織（聖雅各福群會）的其中一位專責職員（下稱專員），

回顧他們在負責事項（例如為實習生提供培訓、面談、輔導及生涯

規劃諮詢等工作）的看法，資料有助從合作籌備者的角度去補充

月記的內容。

主題二、探討毅進學生的職場軟技能

方法一 深入訪談 訪問自資高等教育聯盟3的代表了解普遍現時毅進學生參與實習的

情況，以及他們的升學及就業問題。資料有助以一個較宏觀的角度

去探討此課題。

方法二 僱主評核表 主要了解毅進學生經過約兩個月實習（2021年6月初至8月下旬）的

工作表現及轉變。評核表會分兩個時段收集（實習開始首兩星期及

實習完結），以評估他們的表現及轉變。

方法三 專員評核報告 專員評核報告能提供更多角度看毅進學生的表現。專員會在實習

開始後定期會見實習生，並於實習中段和後段撰寫報告，內容包括

僱主和專員對他們的意見，以及自我評價與感受。

3	 由多所本地政府資助院校及非牟利專上院校組成，致力提升本地自資專上教育的專業質素和水平，以及推動持續及專業教育
發展。（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網址：https://www.fste.edu.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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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一、跟進實習計劃指引的執行情況

籌備實習計劃在各個階段執行上的情況

今年主要由兩位MWYO同事負責籌備。具經驗的同事會專責聯絡公司及指導另一位首次參與的

同事；首次參與的同事則專責聯絡學校和處理行政工作，兩者工作範疇雖不同，但有時會有重疊的

地方，如舉辦培訓、處理公司與學校之間的問題等，故他們可提供不同工作範疇的看法和分享一些

共同感受。另外，我們邀請了聖雅各福群會專員負責實習開始後的跟進工作，以及兩位專業人士

提供實習前培訓。以下會顯示兩位MWYO籌備人員於七個階段的情緒分數（見圖3.1），情緒起伏

反映他們在各階段的不同情況，情緒分數高即代表這階段較易處理或較少出現問題，所以會較為開心

(0至10分，10分代表最開心）。因為籌備人員都是專業的，所以他們情緒的高低起伏並不會影響其

工作質素，而他們的工作表現在每個階段都是一致的。這分析有助為日後相關籌備人員作心理準備

和提醒他們應注意的事項。

整體情緒平均分高於中間水平（6.7分/10分滿分），籌備實習人員感到富有意義和滿足感。在初期籌備

階段，他們會有點擔心，原因是外界的反應參差，少不免會受到一些打擊，加上疫情反覆不定，導致

開始時的平均情緒分數（階段一：6.0分；階段二：5.3分）均低於平均分（6.7分）。不過，隨着參與

學校及公司的名單逐漸落實，平均情緒分數逐漸攀升至最高水平（階段三：7.8分）。在準備

階段，籌備人員普遍與學校及公司保持良好緊密的溝通，進展尚算順利，而其中的難處是要協調

各方的時間表與期望，令到平均情緒分數稍微回落（階段四及五：7.0分）。步入培訓及實習開始前，

屬工作較為繁瑣的時期，他們須處理有關法例條文和各項安排細節，例如保險及薪金等，但當看到

實習生在培訓中有所成長，又會感到值得和欣慰。只要前期把老師、公司及學生的期望調節好，

實習開展後就會較暢順，但仍要及時跟進和了解每個實習生的工作情況，難免會有點緊張，這階段

的平均情緒分數會在整體平均分水平徘徊（階段六：6.5分）。實習完結時，籌備人員已不用處理

太繁瑣的事務，但在協助公司與學校建立長遠合作關係上，也要平衡雙方的期望，平均情緒分數

只輕微高於整體平均分（階段七：6.8分）。值得注意的是，兩位籌備實習人員在各階段的情緒起伏

均屬一致，直至到最後階段才出現分歧，具經驗的籌備人員下降至低於整體平均分，相反首次參與

的籌備人員卻高於整體平均分，原因是具經驗的人員仍要處理公司與學校在建立長遠合作關係上的

期望落差，但首次參與的籌備人員已不用再處理繁瑣的工作。各階段的詳細感受可見表3.1。

3.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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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MWYO籌備人員於七個階段的情緒分數

各階段的

情況總結

外界反應參
差，有點擔
心

開始時太多
不確定因素

反應踴躍，
漸有進展

出現阻滯，
但大致暢順

盡力協調各
界，積極預
防及處理問
題

實習開始，
盡力緊貼實
習生情況，
見證他們成
長

完成最繁瑣
的階段，努
力協助公司
及學校建立
長遠合作關
係

具去年經驗人員 6.0 5.5 8.0 7.5 7.0 6.7 6.0

首次參與人員 不適用 5.0 7.5 6.5 7.0 6.3 7.5

平均分 6.0 5.3 7.8 7.0 7.0 6.5 6.8

註：各階段的主要工作如下（首次參與的籌備人員在階段二才加入，故階段一不適用）：

•	 階段一：	聯絡及推廣給公司和學校，邀請舊與新的公司參與；

•	 階段二：	與參加的公司初步商討計劃內容及邀請學校參與；

•	 階段三：	校內招募及相關活動，包括舉辦學校講座，提高學生興趣、跟進老師進度、留意

學生報名的情況、向學校介紹實習職位、鼓勵校方提名學生參加，以及提醒學校

給籌備人員學生報名名單等；

•	 階段四：	安排面試及聘用程序，包括跟進公司情況、處理及安排面試、通知老師幫忙約

學生面試、與公司商討面試時間、寄面試確認信給學生、通知學生面試結果、

整理學生資料，以及整理培訓及實習資料等；

•	 階段五：	重新檢視及修改實習計劃內容、與專員及公司溝通有關期望、實習工作內容和

聘用合約細節等；

•	 階段六：	培訓及實習開始，包括舉辦實習生及公司培訓、遞交實習生資料給公司負責人

安排培訓、協調實習期間的安排、跟進實習生情況、處理實習生檢討工作等；

•	 階段七：	實習完成及檢討，包括收集最後的檢討報告，給予各方有效回饋、發放感謝信、

制訂長期合作安排等。

5

6

7

8

9

10

情緒分數
(10分滿分)

整體情緒
平均分：6.7 

階段一
(11月)

階段二
(11至12月)

階段三
(12至2月)

階段四
(2至4月)

階段五
(4至5月)

階段六
(5至8月)

階段七
(8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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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MWYO籌備人員於七個階段的感受

感覺良好 感覺較差

階段一：聯絡及推廣給公司和學校

具經驗籌備人員的分享 首次籌備人員的分享 具經驗籌備人員的分享 首次籌備人員的分享

•	去年參與公司有興趣
再參與，等候公司管
理層回覆

•	不適用 •	擔心疫情會令部分公
司拒絕參與

•	不適用

階段二：與參加的公司初步商討計劃內容及邀請學校參與

•	去年參與公司認同在
招聘時着重軟技能多
於學業成績

•	有富經驗的同事給予
清晰指示，工作更明
確

•	去年口碑良好，有學
校主動自薦參加

•	雖然明白軟技能較重
要，但公司招聘機制
不易改變

•	新邀請公司需經多重
程序才可確實，拖慢
籌備進度

•	因疫情關係，在學校
及公司舉辦講座有點
困難

•	之前未試過向學校介
紹，感到緊張

階段三：校內招募

•	學校主動邀請到校內
播放宣傳影片，學生
踴躍參與

•	去年參與的學校認同
長時間及具質素實習
的重要性

•	學校很樂意配合，並
準時回覆學生報名名
單

•	學校與公司持不同
立場，學校想每個學
生都有學習機會，但
公司對學生有一定要
求，令到籌備人員左
右為難，須花不少功
夫去平衡兩者的期望

•	沒有感覺較差的事情
分享

階段四：面試及取錄

•	部分公司願意與籌備
人員一起制訂面試準
則及問題，務求能恰
當反映學生的軟技能

•	部分公司同意向每位
參與面試的學生給予
回饋，讓他們了解其
優點及缺點

•	去年參與學校的學生
有較佳的面試表現，
可能因老師有經驗，
所以他們能向學生作
清晰的簡介

•	大部分學生均準時出
席面試，且沒有學生
缺席

•	文件工作相對容易處
理

•	部分公司因私隱理由
不願透露學生的面試
表現評語

•	部分公司依賴感覺作
招聘，即使籌備人員
極力引導，他們也說
不出評語及不能解釋
聘用與否的原因

•	部分公司的人事部門
沒有參與面試，但籌
備人員只能透過他們
去了解學生的面試表
現

•	有時公司會過於着重
自身利益，忽略對學
生的好處

•	小部分學生面試時遲
到

•	有老師忘記於面試前
給學生填寫公司的申
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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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五：重新檢視及修改實習計劃內容

•	部分公司願意與學校
溝通，了解該校的學
生情況，再調整工作
內容

•	須花很多時間與公司
及實習生個別溝通及
安排會面

•	有公司與學生在工資
上出現分歧，令學生
放棄實習

•	處理保險事宜十分繁
瑣

階段六：培訓及實習開始

•	看到學生參與培訓後
有所轉變及成長

•	公司滿意實習生的表
現，甚至有公司讚揚
他們

•	有公司把中學與大
學實習生安排一起培
訓，能做到看重工作
表現及軟技能，實習
生也能在首月實習工
作順利

•	今年實習生表現較
好，因培訓時已調校
好其心態，去年大才
小用及不安本分等問
題，今年沒再出現

•	欣喜看到學生在培訓
時的笑料及進步，並
在完課後，他們仍留
下與講者對話，表現
好學與反思精神

•	公司願意給實習生機
會，而他們更憑其設
計而獲獎

•	公司與學校會面的
反應良好，學校可藉
此知道學生的職場情
況，並了解他們的校
外表現

•	部分公司仍存在實
習生沒有貢獻，更要
付出去教導他們的觀
念，令到實習人工偏
低

•	有少數族裔實習生
因其父親認為人工太
低，又因家庭經濟需
要，強迫他辭退實
習，並為他找了另外
的工作

•	被父親強迫辭退的少
數族裔實習生因時間
太倉促，只能以電郵
告知，沒有機會與公
司及籌備人員作最後
會面

•	跟進實習生情況主
要依賴合作機構的專
員，但有時他們未必
可立即了解及轉告實
習生的最新情況。如
遇突發情況，籌備人
員也難以及時處理

階段七：實習完成及檢討

•	學生完成實習，看見
他們的進步

•	過了處理繁瑣工作的
階段

•	未能回覆公司有關多
次要求安排與老師商
討下次合作的事宜，
擔心延遲回覆會影響
合作關係

•	提醒老師聯絡公司，
但老師未有即時回應

註：首次參與的籌備人員在階段二才加入，故階段一不適用

	

籌備實習應注意及改善事項

根據今次試行指引的實踐經驗，我們訪問了兩位MWYO籌備人員、一位聖雅各福群會專員和兩位

提供實習前培訓的專業人士，並總結了每個階段實踐指引的注意事項及改善建議（見表3.2）。

當中，籌備人員在協調老師、學生、公司僱主或負責人和其他籌備團體之間的要求與期望上，

需付出較多努力，使實習開始後更加流暢。另外，今年的培訓有所改變，在富職場經驗的專業人士

協助下，內容更能貼近職場需要，可讓實習生學以致用。至於專員則在每位實習生身上，付出很多

精神及時間作個別跟進及檢討，而這對於實習最終的成果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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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實踐指引的注意事項及改善建議

階段一：聯絡及推廣給公司和學校

注意事項 •	較難介入大公司一貫籌備實習的做法，回覆時間也較長，沒有人脈關係則較難

成功說服負責人參與

•	宜擴大實習行業，特別是中學資歷較難入行的，實習則可提供體驗機會，但這

並不容易，因為這類行業的公司大多想學生先確認會從事該行業才會開放實習，

而中學階段對它們來說，實在是太遙遠的事

籌備指引在

執行上的建議

•	先制訂行業種類的清單，於每行業列出可聯絡的各規模公司名稱，並由曾合作的

公司開始聯絡

•	聯絡公司時宜強調對公司招聘青年人才發展的長遠好處

階段二：與參加的公司初步商討計劃內容及邀請學校參與

注意事項 •	新邀請的公司會沿用過往籌備實習的方法，未必容易接受籌備人員的建議

•	規模較大的公司會認為籌備人員只須與人事部溝通便可，故很難約見其他相關

部門

•	首年籌備實習是先聯絡學校再準備實習計劃的細節，今年調轉次序，可更有效

回答學校的提問

•	學校與公司的時間觀念不同，老師想在五月學生考試前準備妥當，但公司負責人

會等到六月才開始準備

籌備指引在

執行上的建議

•	準備過往實習的相關資料，可具體地向新邀請的公司說明

•	聯絡學校和公司時要留意大家的時間觀念不同，儘量向公司解釋清楚預早準備的

必要性及重要性

階段三：校內招募

注意事項 •	雖然以校本方式進行招募較佳，因老師會了解學生性格和知道較合宜的招聘

方式，但缺點是或會被校方取態影響，例如不能控制部分老師會偏向提名優秀

學生參加，減少成績一般學生的參與機會

•	就有關特殊教育或不同種族學生能否參與的查詢，公司會有不同考慮，例如企業

形象、文化衝突等

•	如對校內招募有太多建議及要求，或會加重校方的行政負擔，當中要取得平衡

籌備指引在

執行上的建議

•	應儘量以不同方式舉辦學校及公司講座，宜多用相片及影片等方法，具體地講解

計劃內容

•	公司對學生有特定要求，籌備人員須了解學生特性，例如信仰、傳統及家庭背景

等，並預先與公司溝通清楚

•	要求學生遞交個人履歷會令成績一般的學生卻步，另不能防止老師過度協助

撰寫，令學生未能親自學習

•	學生報名名單的格式與遞交方法宜不設限，以學校方便為主，籌備人員則儘量

分擔學校這部分的整理工作

•	如遇緊急情況，直接透過電話聯絡老師會較傳訊息更快獲得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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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面試及取錄

注意事項 •	提供真實職場面試的體驗給學生是很重要的學習環節

•	大部分老師均缺乏商界經驗，結果未能教授配合市場需要的面試技巧及其他職場

支援和輔導

•	各公司有不同的面試準則，例如有些公司會較嚴厲、有些喜愛用情景題等，或

須讓其自行決定

•	部分公司已有固定面試機制及政策，很難採納籌備人員的意見

•	有公司未能給學生有用的面試回饋，其中原因是籌備人員只能與人力資源部

聯絡，但它們卻沒有參與面試

•	免墮法律陷阱，注意公司會否過於從自身利益出發，而忽略勞工法例，特別是

最低工資和勞工保險等保障

籌備指引在

執行上的建議

•	學校宜邀請具職場經驗的非政府組織人員或商界人士去教授學生面試技巧，並

安排多點模擬面試機會

•	對於不太熟悉勞工法例的公司和學校，例如工資與強積金的計算方法等，籌備

人員須提供更多協助

•	事先了解及配合公司對面試的要求，例如中小企會較傾向採取輕鬆傾談的形式、

規模較大會沿用固有方式等

•	如許可，籌備人員可要求在旁觀察及記錄面試過程，以便不用透過公司已可給予

學生回饋。但由於機密原因，公司未必容許。如遇此情況，籌備人員只能多加

提醒公司作回饋

•	宜舉辦勞工法例工作坊給公司及學校，並教育學生了解自己的權益

階段五：重新檢視及修改實習計劃內容

注意事項 •	不同公司有各自開始實習的時間表，相對較遲開始的公司會想押後培訓日期，

但所有實習生一起培訓會較好

•	不同公司在工資上有各自的考量，宜平衡學生及公司在工資上的期望，例如調校

學生認為自己是廉價勞工的錯覺、公司不應認為已付出籌備成本而減少工資的

支出等

•	選擇專員要留意其能投放的時間與職場經驗，具職場經驗的較能給予學生專業

意見，但他們大多有正職，時間上未必可緊貼學生的情況，但全職的專員卻較

缺乏其他行業的工作經驗。兩者須作出考慮及取捨

•	公司不願意為幾個實習生而特別制訂在家工作的後備方案

•	在實際的商業環境中，籌備人員很難安排公司與學生在實習前當面對話

•	公司對實習有不同程度的熱忱及期望，較有熱誠的公司會在整個籌備過程中有

較多參與

•	專員不會熟悉每個行業，故需花時間搜集行業及公司資料及業務性質，並要消化

及掌握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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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指引在

執行上的建議

•	所有實習生一起培訓的好處是可互相認識及交流，這方面籌備人員宜讓公司

明白，並協調在時間上的落差

•	籌備人員宜向公司解說勞工法例聘用的條件，也要了解公司訂立工資的背後想法

•	籌備人員及專員可個別與老師、學生及公司負責人會面，了解各自的期望及

想法，方便日後作出安排

•	籌備人員宜再強調實習對公司的好處，增加開展實習的熱忱及期待，並更認真

審視工作內容

•	即使公司沒有後備方案，籌備人員也要先自行計劃，以應對突發情況

階段六：培訓及實習開始

注意事項 •	培訓須顧及趣味性和啟發性，同時能讓實習生為迎接實習作出最佳準備

•	培訓後，較遲開始實習的實習生要等候較長時間，或會淡忘於培訓所學的東西

•	專員宜先與實習生建立關係，否則實習開始後他們不會主動溝通

•	專員宜先與實習生建立共識，例如提醒學生即使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分享

•	專員需調整好自己的心態，例如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小朋友看待、要有漫長照顧

他們的準備等，因他們會在非工作時間傳訊息，所以專員不能抱着上班的心態，

要做多少少，不計較付出

•	部分公司有關疫情的內部指引不清晰，部門之間的訊息不一，籌備人員未能

掌握，實習生亦會無所適從

•	實習生是否公司員工的身份須清晰界定

•	因實習生的上班日期不同，要留意中期檢討的時間安排

•	專員要同時監察多個學生，有時會很難配合時間，尤其是大家上班時間不同（有些

行業要夜更當值）。另外，找合適的見面地點都很困難，地點要求要寧靜、容許

較長時間逗留和可讓學生暢所欲言。例如有些公司沒地方，會面期間四周都是

同事，就更難談得深入

•	專員有時未必可即時跟進學生情況，但曾有實習生因未能適應而出現情緒問題，

宜及早處理

籌備指引在

執行上的建議

•	培訓不宜過於側重社工類型的活動（即與實際職場關係不大），宜增加不同行業

的專業人士分享，提供更多職場相關資訊。另外，培訓時間可較長（五天比較

適合），並在每環節作詳細講解及親身嘗試的機會

•	實習期間須持續進行評估，跟進他們能否學以致用

•	專員可趁培訓時建立關係，例如可細心觀察他們，以投其所好作切入點。如果

培訓時未能建立關係，可在首次實習會面時先談論工作以外的話題

•	專員可趁機與較遲開始的實習生作事前會面，增進了解，善用時間作準備

•	籌備人員宜多提醒專員即時跟進的重要性，但亦要多了解其跟進工作的難處

•	學校與公司保持交流是十分重要，老師可藉此知道將來的學生需要甚麼訓練，

公司又會了解學生需要甚麼

•	專員可與公司負責人溝通，在與專員會面的日子，工作時間上可通融一下

•	專員可與公司負責人商量可否借公司地方，但都要考慮會否妨礙公司營運。尋找

公司附近合適的地方



MWYO企業實習計劃2.0：跟進研究報告
10

階段七：實習完成及檢討

注意事項 •	公司與老師的工作模式不同，例如公司期望學校在實習完結後會立即商討持續

合作計劃，但部分老師認為留有對方聯絡資料即可，不用太急，但這會有機會

失去與公司建立長遠合作關係的黃金機會

籌備指引在

執行上的建議

•	老師宜根據公司的模式去溝通，有利他們建立長遠的合作關係

主題二、探討毅進學生的職場軟技能

毅進學生的學習及職場體驗的現況

政府一直強調職專教育在推動香港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為中學離校生及在職人士提供

更多學習機會4，讓青年獲取專業的工作技能、應用創新科技的知識，以及重要的軟技能5。職專

教育其中包括毅進文憑課程6，理念上是為學生投身職場而設，但是參考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提供的

數據（見表3.3），由2012-13學年至2017-18學年全職就業或自僱的毅進畢業生一直維持約四至五

成（42.26%至49.88%），但由2018-19學年起開始下降（35.06%），並在2019-20學年降至低

於三成（28.96%），當中原因是越來越多畢業生會選擇繼續升讀全日制課程（由2012-13學年的不

足三成持續上升至2019-20學年的近五成）。據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代表透露，由於疫情導致經濟下

滑，求職困難，從而令到2018-19學年後更多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

表3.3、毅進畢業生的升學及就業狀況

學年 全職就業或
全職自僱

全職就業	
並在工餘修讀課程

修讀課程，並無全職就業 無就業
亦無修讀課程全日制 兼讀制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2012-13 49.61% 4.31% 27.18% 5.45% 13.45%

2013-14 49.88% 2.14% 33.18% 2.60% 9.69%

2014-15 43.30% 2.62% 35.85% 3.87% 14.36%

2015-16 45.45% 3.35% 34.27% 4.92% 12.01%

2016-17 46.62% 0.94% 37.20% 1.72% 13.53%

2017-18 42.26% 1.05% 37.08% 1.84% 17.77%

2018-19 35.06% 1.20% 45.48% 1.08% 17.17%

2019-20 28.96% 0.78% 47.44% 3.07% 19.75%

註：以上數字是該學年的畢業生在畢業半年後的情況

4	 教育局（2020年1月23日）。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取自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other-edu-training/vocational-other-edu-program/promotion-vet.html
5	 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2020年1月）。檢討報告。
	 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other-edu-training/vocational-other-edu-program/VPET_
TF_Report_2019_c.pdf

6	 教育局（2019年5月）。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
	 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about-edb/press/consultation/VPET%20TF%20Consultation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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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代表指出升學的百分比上升可反映出毅進在學歷上的認受性越來越高，但職場的

認受性仍有待加強。為提高毅進在職場認受性，不同院校及機構也各出奇謀，例如個別科目會與相關

公司合作，舉辦實習及行業參觀活動，以及在設計課程時會徵詢業界意見，儘量把「教」與「做」

連接，以支持特定行業的需求、整個院校也會提供職業支援及輔導、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作為中央統籌

的角色，也會舉辦職業博覽等活動給所有院校學生參加。可是，當中也會遇到不少困難，例如院校

提供的職業支援及輔導須依靠學生本身的主動性、中央統籌的活動也要顧及各院校分散在不同上課

地點等問題。

有關籌備實習方面，普遍學科部門較難找到公司合作，原因是毅進學位給人「次一等」的觀感，

覺得毅進學生知識不太高和能力較低，這導致他們在外面體驗及學習的機會相對較少。雖然部分

學科部門已與某些公司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例如飛機維修、幼兒教育等，但實習時數也只有十多個

小時，或甚至只有行業參觀活動，例如參觀汽車維修等。這與具質素的實習體驗7要求相距甚遠，

限制了學生的職場體驗。然而，「次一等」的感覺並不是事實的全面，自資高等教育聯盟與各院校

也會收集僱主對毅進畢業生工作表現的意見，當中不乏讚揚，證明他們的工作表現不會比其他大專

畢業生差，他們甚至有不少晉升機會。

另一方面，中學老師其實也對毅進課程有所誤解，他們一般會提議於DSE失手的學生報讀毅進或職

業訓練局（VTC）等課程，但其實他們不太清楚這些課程的分別，不知道哪類課程較適合學生。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曾嘗試聯絡中學，希望教導老師不同職專教育課程的分別，但他們通常回覆沒有

需要，原因是他們覺得毅進課程推行已久，自認為已很了解，並不需要再接收新的資訊。這些觀念

也會影響社會對毅進學生的理解及接受程度。

事實上，毅進學生需要各界更多支援，從而協助他們儘早預備自己，順利過渡到職場。可是，政府

的支援普遍集中於金錢上的資助，幫助家庭經濟較差的學生，以及資助院校舉辦各類型的活動，

但甚少在金錢以外提供更多支援8。即使在資助方面，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代表表示政府仍沿用十多年前

的模式去提供資助，但現在有些新興的學科活動或較多學生有興趣學習的活動，例如科技配合上網

的活動或其他科技相關活動，政府的支持還是不足，可申請的資助不多，資助模式未必可追趕到

現實，可說是政府未能做到與時並進。

7	 具質素的實習須達到三大效果：1）提供真實的職場環境，例如能與同事有互動機會、參與公司較大型的項目等；2）實習生有
即時得着，例如發掘個人興趣、了解行業專業知識、提升軟技能等；3）對實習生的前途有長遠影響，例如反思生涯規劃、獲實
習企業繼續聘用等。能達到效果，實習內容及實習時數均十分重要。（MWYO青年辦公室（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
發展建議。
	 取自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24702bw67F.pdf）
8	 可參考MWYO在2020年的政策建議，當中提及提供個人化的諮詢及支援服務、制訂完善的籌備實習計劃指引手冊、培訓專業的
實習籌備人員、增設實習計劃網上平台、設計實習表現評核準則及評核表範例等措施。（MWYO青年辦公室（2020）。中學實
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
	 取自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24702bw67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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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進學生的實習表現

參與約兩個月《MWYO企業實習計劃2.0》期間，兩位毅進學生的表現不俗，並能發揮其職場

軟技能。根據我們分兩個時段收集的僱主評核表（實習開始首兩星期及實習完結），他們的整體分數

在首兩星期已可獲高於合格水平（假設合格分數是3.00分（6.00分滿分），他們獲得3.57分9）（見圖

3.2）。當中最好表現的是自我管理能力和抗逆力（同樣是4.5分），從僱主的評語中可見，他們能

專心投入工作，表現出良好紀律。其次是工作質素和學習能力（同樣是3.5分），由於他們是新手，

難免需要較多清晰指示，間中亦會出錯，但他們學習能力高，很快就能適應新環境及獨自完成指派

的工作。較為遜色但仍然合格的有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及解難能力（同樣是3.0分），雖然他們

會主動發問有關工作的問題及有基本禮貌，但平日與同事的互動上表現得較為被動，且或因缺乏

工作經驗，他們只會跟着指示工作，沒太多個人建議。

實習將近完結時，兩位毅進學生的整體表現均有所進步（整體平均分上升了0.86分10）。進步最多的

是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和解難能力（均上升了1.3分），他們表現出職場禮儀，與同事相處融

洽，初期在工作上需更多支援，但他們學習能力強，後期已能獨立工作，並會主動協助其他同事。

其次是工作質素和學習能力（均上升了0.8分），他們肯學肯做，能按指令完成工作，會主動發問，

避免重複犯錯。抗逆力亦上升了0.5分，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正面態度，表現出謙虛及正面的

工作心態。最後，自我管理能力同樣獲得4.5分，他們一直都能專心工作，只是偶爾會出現小錯誤，

但上司亦無需憂心其工作進度。

9	 參考去年參與「MWYO企業實習計劃」的23名中六學生，他們首兩周的平均分是3.85，輕微高於今年兩位毅進學生的平均分，
但都大致相若。（MWYO青年辦公室（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
	 取自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24702bw67F.pdf）
10	去年參與「MWYO企業實習計劃」的23名中六學生的整體平均分上升了0.60分，進步幅度輕微低於今年兩位毅進學生，但都大
致相若。（MWYO青年辦公室（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
	 取自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24702bw67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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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兩位毅進學生的實習表現分數和評語

自我管理能力

評語

首兩星期 a.	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工作，專注力強，無需時刻監管

b.	專心投入工作，準時及態度誠懇

實習完結時 a.	專心工作，無需憂心工作進度

b.	只有少量一時疏忽的小錯誤

抗逆力

首兩星期 a.	冷靜應對問題，欣然接受回饋，亦會想辦法改進

b.	抗壓能力高，接受批評並即時改善

實習完結時 a.	任何時候能保持正面態度

b.	雖然要一步一步地指示，但學習能力快，容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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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 工作質素 學習能力 溝通能力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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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完結時
整體平均分數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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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兩星期平均分數 實習完結時平均的分數

一樣 升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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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0.8分 升0.8分

對比首兩星期的表現分數

升1.3分 升1.3分 升1.3分

1至2分為有待改善；3至4分為符合預期；5至6分為表現優異

整體上升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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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質素

首兩星期 a.	每日至少能寫好一篇文稿，文字能力較預期佳，錯字及其他錯處不多

b.	非常專心工作，但由於是新手，工作上有少許出錯

實習完結時 a.	肯學肯做、能按指令完成工作

b.	有禮貌，不清楚工作內容會主動發問

溝通能力

首兩星期 a.	性格較內向，說話聲線和語調有待加強。遇問題時會主動求助，有基本禮貌，

富責任感

b.	有關工作指示有發問，但極少與同事互動，日常閒聊也表現得不自在

實習完結時 a.	為人有禮，如果能更大膽表現自己想法，對社交或工作定有幫助

b.	能獨立工作，並盡力協助其他同事

團隊合作能力

首兩星期 a.	與同事相處融洽，工作上溝通正常

b.	非常被動，甚少跟同事互動

實習完結時 a.	能與同事融洽相處

b.	會嘗試自行網上找方法處理疑難

解難能力

首兩星期 a.	獨立完成每日任務，但可以有更多主見，或主動提出解決問題方法

b.	需按步指示，未能舉一反三

實習完結時 a.	由於不熟習工作模式，初期需要同事幫忙，惟後期能獨立工作

b.	態度正面，謙虛學習，不怕辛苦

註：評語中，a與b各代表兩位毅進學生

參考專員對兩位毅進學生的檢討報告11，僱主（屬傳媒行業）原本以為他們是毅進學生，所以要花費

更多時間去教導該行業的專業技能及公司文化，但實際上他們比預期更快熟習，語文能力亦比想像中

好。他們都富有責任心，工作態度良好。在院校學到的學科知識，亦對實習有幫助。至於有關改善

的地方，其中一位實習生的性格較內向，有待改善。專員亦稱讚他們十分成熟，清楚了解自己，並

表示對實習的行業有興趣，只是自知性格未必符合行業要求，故仍對前路感到迷茫。該名實習生也

自知需要學習自信及與人相處的技巧，期望自己能變得更外向及大膽，不怕與人交談，逐漸改善其

弱點。值得鼓舞的是，如情況許可，僱主都願意繼續聘用兩名毅進學生。另一位毅進學生同樣面對

性格問題，僱主期望他可突破自己的心理關口，勇於與陌生人談話，改善與人相處的技巧。經過約

兩個月的實習，僱主認為他們在軟技能方面大有進步，例如人際交往的能力漸漸改善，在實習後期

會主動詢問同事有否需要幫忙的地方。實習生自己亦認同改善了溝通技巧，面對陌生人也不像以往般

膽怯。另一位實習生在實習後期亦能習慣重覆檢查工作，以減少失誤。最後，僱主願意繼續以兼職

11	檢討報告會於實習中期及後期，由聖雅各福群會的專員與公司負責人及實習生溝通，並向雙方反映對方的看法。在專員與實習
生會面期間，他們也會引導實習生反思自身的能力與興趣，從而修訂其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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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續聘兩位實習生，而其中一位實習生接受了，另一位則了解到自己不適合這行業，故選擇往

其他方向發展。

事實上，實習對於兩位毅進學生的成長均十分重要。他們除了可證明自己的軟技能之外，在實習時

他們也能認識到行業的特徵，了解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並知道改善的方向。約兩個月的實習，的確

看到他們不斷進步，認識了自我，擴闊了眼界。他們亦認同實習有助其了解自己適合的工作類型，

方便他們選科，節省了走冤枉路的時間。可惜，如前文提及，毅進學生的實習機會不多，主要是

有公司仍認為他們能力有限，正如是次實習公司負責人起初也這樣認為，但相處之下就有所改觀。

不過，市場着重學歷是社會難以扭轉的觀念。在這大氣候之下，雖然毅進學生證明自己符合初入職

的條件，具備適合的軟技能，且對該行業有興趣，但他們也深知大部分僱主都要求應徵者具備學士

學位，故決定在畢業後繼續進修，才可更容易入行。然而，毅進課程作為一個補充和過渡，實際上

可協助約一半畢業生成功持續進修全日制課程，這亦有助於他們迎合僱主對學歷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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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的分享只根據我們在籌備《MWYO企業實習計劃2.0》的經歷，其他籌備團體在不同情況下

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問題，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期望各團體可從我們的分享裏找到應對的竅門，

並事先準備及計劃，以預防及改善發生的問題。整體上，是次實習計劃參考了籌備指引，運作上比

去年順暢多了，也預防了去年出現的問題，例如公司與實習生在實習初期的互相認識不足、部分

培訓內容未能應用於實際職場、部分實習生對實習的期望及心態與實際情況不同等。籌備實習指引

有助各籌備團體在每個階段做好細節，並有系統地提升實習計劃的質素，而實際落實指引時宜按個別

情況作出微調。總結實踐指引的注意事項，如要在第一階段取得成功，籌備人員須善用人際網絡及

過往實習的口碑，以成效來說服公司及學校參與。對於首次籌備的團體，則宜讓他們看到公司及

學生共同成長的好處。在整個過程，籌備人員也須具備一定技巧與知識，例如平衡各方期望及利益

的溝通技巧、熟悉勞工法例等，並透過活用各種方法去促進溝通。我們認為越具體的指引越能提供

有用的信息，最理想是讓任何人只要依照指引，也能籌備到具質素的實習計劃。不過，指引並不是

一成不變的定律，籌備人員必須按情況而活用，隨機應變，才能得心應手。否則，只會弄巧反拙。

當然，我們希望日後各籌備團體可參照籌備實習指引，從而提供更多具質素的實習。不過，指引仍會

有未能涵蓋的地方，因此優化籌備實習指引的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日後希望有更多籌備團體願意

分享，促進彼此交流。實習計劃要取得成功和把成功延續，一個恆常及有系統的評估工具是不可

或缺的，方便各方可定期檢討實習成效，從回饋中不斷改善。這方面，正如2020年我們提倡的政策

建議，政府宜提供更多指引及支援，收集相關資料及數據，分享成功範例，讓更多學生及企業可從

實習中受惠。詳細的政策建議可參考《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12。

另一方面，於2020年時，我們想了解成績一般的中學生是否可擁有良好的職場軟技能，研究結果顯示

他們不會比大專生遜色，亦具備初入職員工的條件。今年，我們進一步探討社會普遍認為能力屬於

「次一等」的毅進學生，其工作表現是否真的會較遜色。結果發現，兩位參與實習的毅進學生同樣

具備值得持續聘用的職場軟技能。當然，他們的表現不能代表所有毅進學生的職場技能，但同時這次

研究也打破了社會對毅進學生的工作能力「次一等」的標籤效應。事實上，我們透過這兩年實習計劃，

希望和企業可多點考慮學生的個人特質及職場軟技能，同時減少其他標籤化及對成績的依賴，這樣

才能為青年在生涯規劃的道路上打開出口。此外，具質素的實習計劃可預先給予他們真實的職場

體驗，從中學習及反思生涯規劃，有助他們提升競爭力，順利過渡到職場或繼續升學。其實，毅進

的課程內容設計有意配合市場及行業的需要，培訓學生成為該行業的專才，社會應給予他們多點

實習及工作機會，讓他們有更理想的學習及工作空間。另外，本研究其中一個限制是只有兩位毅進

學生參與，我們希望日後不同組織會進行更多相關研究，讓社會各界對毅進學生有更多的了解。

4.	總結及展望

12	MWYO青年辦公室（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
	 取自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24702bw67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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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YO青年辦公室是一個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工作橫跨研究與調查、倡議與教育、培訓與能力

提升。我們積極與各促進青年發展的持份者緊密合作，包括青年、家長、校長、教師、社工、僱主、公民社會

領袖，以及政府與政黨，致力在不同範疇上，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黎卓然先生    高級研究員

    david.lai@mwy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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