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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是次的訓練課程，教授了心、態重整學的『溝通   

方法、創意思考法、換框法、NLP SMART goal』四大        

範疇。導師首先協助同學了解自己及別人的溝通特性，然後

透過策略，去建立親和感及改善溝通成效。導師跟著介紹信

念框架，利用『創意思考法』及『換框法』，協助同學轉換

不同的角度看問題，並想方法去扭轉局面。最後，導師利用

NLP SMART goal 技巧，教導同學如何有效落實目標。

九型人格工作坊

導師分享

導師認為學習性格學，是個有趣的過程。第

一步是學懂怎樣去辨別，第二步是用感覺去

找出更多特質，之後就可作出判斷，最後達

至修正自我、影響別人，能做到這一步，您

就是個小小性格分析家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妨多應用九型人格學，

因為人格學除了可提升我們與別人的交往技巧

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讓我們認識自己性格

中較深層的恐懼與慾望，從而更了解自己，肯

定自己，明白自己和他人不同的獨特之處。當

我們知道對方的性格特質後，便能尊重對方有

不同的看法，明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和體

驗，以及其行為背後的動機，就更能做到真心

諒解，真心包容對方的行為。 第七型–活躍型

第六型–忠誠型

第三型–成就型

第四型–自我型

工作道德

第一部份：接受利益Yes or No
香港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主任范先生，在講座中透

過分析個案，講解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導致貪污

的範疇和「防貪錦囊」，讓同學認識利益衝突、利

益輸送及延後利益的後果，勸勉同學在職場上不要

接受任何非法利益。

第二部份：求職陷阱及科技罪案
香港警務署商業罪案調查科黃高級督察及楊督察，

以真實案例與同學分享常見的網絡和求職騙案，提

醒同學必須時刻警惕。在求職及聘用的過程中，僱

主一般不會向僱員索取金錢作任何用途；我們在進

行交易時，要三思及核實對方身份。

第三部份：預防及處理性騷擾
平等機會委員會林高級訓練主任，向同學講解性騷擾

定義、性騷擾行為或語言，所涉及的法律責任，以及

如何處理性騷擾。她指出猥瑣姿勢、展示猥褻或淫穢

的照片、網頁等物品、不恰當的觸摸，也可能構成性

騷擾。她建議防止性騷擾的最佳方法，是認識法例要

求、機構政策和守則、積極參加訓練、了解構成性騷

擾的行為，以及指出或制止不恰當的行為。

結語
透過是次講座，同學無論在尋找職業或做人處事各

方面，均獲益良多，講者讓他們了解到職場上的基

本道德標準，從而建立廉潔正直的品德。

日期:2013年10月26日   導師:蔣慧瑜小姐 

日期:2013年11月23日   導師:黃潔盈小姐

NLP心、態重整學

日期：2014年6月21日  

主講單位：香港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

平等機會委員會

誌活動年

Pastoral Care 

2013-2014 

同學參加工作坊後的感受--金句摘錄

「當你有不同的態度時，便會有不一樣的未來。」

「逆境也可以成為祝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射失足球不緊要』，最重要是比賽仍可繼續。」

同學分享

「我是第九型–平和型，  

也是今次工作坊中最多同

學所屬性格的一型--隨和

豁達，愛好和平，令人感

覺舒服，沒有壓迫感，樂

於接受別人意見，做事不

執著，是位很好的聆聽 

者，並懂得欣賞別人。」

第二型–助人型

第九型–平和型

卓志獎勵計劃
本學院鼓勵銜接學位課程學生，積極參與Pastoral Care Working Group舉辦之活動。學生凡參加活動出

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頒發「卓志獎勵計劃」證書，並邀請出席「傑出學生頒獎典禮」，以示嘉許。本

年度共有20位學生獲得「卓志獎勵計劃」證書。

PCWG網址 : www.ci tyu.edu.hk/ce/pcwg

得 獎 學 員 感 言

張景瑜 CHEUNG King Yu 
BA/BA (Hons) Marketing Management,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我在迎新日得悉學生可以參加 Pastoral Care 舉辦的工作坊之後，已經和同學

訂下出席率滿八成的目標，因為我們希望能增加學術以外的知識和體驗，而

Pastoral Care 正正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他們舉辦的活動，例如：「九型人格工

作坊」，「社交禮儀工作坊」等，導師經驗十分豐富，令我們可以在知識與趣

味兼備下，輕鬆愉快地學習課外知識。而我透過參與 Pastoral Care 不同工作             

坊，有機會認識其他學科的同學，並擴展不同範疇的人脈，可說是意外收獲。

第五型–理智型

工作道德，是指我們在工作時，對自己、對他人及對社會所擁

有的良心。人為了生活，必需工作而獲得生活所需，不論是為

自己或為他人工作，要成功的話，工作道德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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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心理學工作坊

同學分享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將負面情緒長期停留

或無限放大，是沒有幫助的，而且負面情緒像傳

染病般不斷擴散，並會影響他人。都市人生活節

奏急促，很多時遺忘了『愉快』的感覺，而正向

心理學就像方舟，引領我們尋找潛藏內心深處的

『心靈滿足』。」

結語

意志和耐性是成功的不二法門，正所謂「守得雲開見月明」、「知識就是力量」；Richard鼓勵年

青人要透過不斷學習、持續進修、結交好友、發揮團隊力量：「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時刻抱著

正面的思想，即使遇到挫敗，也永不放棄。

同學分享

「貧苦學生和富學生，原來都需要面對各種挑戰和機遇，

窮的要有堅定意志，富的不可驕傲。成功人士背後都經過

許多艱苦經歷，並要努力面對挑戰，放遠眼光，他的分享

令我深深感受到成功非僥倖！」

本學院與「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南山邨)」合辦「探訪長者活動」，

組織大學生義工，在歲晚探訪南山邨內獨居長者，表達年輕人關懷長

者的愛心，並贈送敬老禮物。本活動透過同學與獨居長者的互動及分

享，帶給長者歡樂與溫暖，令他們感受到年輕人的關懷；同學亦可藉

著探訪長者，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明白人與人之間關懷的重要，並建

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觀念。

高桌晚宴 Richard Eng 與你分享：命運與機遇日期：2013年12月7日   導師：張建華博士

日期：2014年1月17日及1月18日  

協辦機構：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南山邨)

日期：2014年4月29日

導師分享

正向心理學主要研究人類的正向情緒、正向特質(即長處和     

美德)、正向組織與環境(如：社會、家庭、學校及公司等)，         

目標是協助人生活得更快樂，並且能發揮個人的潛能。

我們面對逆境與挫折時，要保持愉快心情，並以積極的態

度克服困難，實在不容易。就算我們在順境的時候，亦不

一定會感到快樂和幸福。在工作坊中，導師不但介紹正向

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例如快樂因素、愉快情緒、健康狀況

與認知功能的關係等，而且解釋人們感到無助與悲觀的成

因，並提供培養樂觀思考的方法。同學亦學習到提升正向

情緒的途徑，例如寬恕的步驟及管理憤怒情緒的技巧，讓

同學明白如何獲得更快樂的人生。

社交禮儀工作坊 
日期：2014年3月15日   導師：韋李少霞女士 

同學分享

「講師用心教授，不但親身示範餐

桌禮儀，更與我們每位學員握手，

教授正確握手方式，令我更能掌握

所學。這次工作坊不但讓我上了充

實的一課，更讓我能為畢業後投身

職場工作，作了充份準備。」

探訪長者活動

同學分享

「是次探訪長者活動，讓我能夠親身走

到長者的居所，送上關懷與慰問。回想

起他們看見我們前來探訪的喜悅，真的

令我深受感動。這次活動不但讓我了解

到長者的生活與經歷，還令我領會到互

相分享與關懷的重要。」
同學攜帶敬老禮物前往屋邨探訪長者 同學到達長者居所，準備送上關懷及慰問

導師分享

導師指出，正確的禮儀讓人表現出專業及有禮貌的行為舉止。事實      

上，良好的禮儀和舉止，在日常生活和商場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在

不同的社交場合，曾接受過禮儀培訓的人，都能表現自信和談吐         

得體。近年，禮儀培訓越來越普及和受歡迎，皆因這些訓練，能幫助

在不同價值觀下成長的「八十後」年青行政人員取得成功。

導師看到同學熱衷地學習在職場上的握手禮儀等基本知識，感到十分

鼓舞。他們積極地把握與導師練習握手的機會，明白他們握手技巧的

不足。本工作坊另一個亮點，是教授餐桌禮儀；學生對如何品嘗不同

菜式，以及如何使用餐具最感興趣。我相信同學在未來的日子，隨著

經驗和閱歷的增長，他們的社交禮儀修養，必定會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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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署理院長               

馬志強博士頒發紀念品給嘉賓伍經衡先生

伍經衡先生頒發最佳提問枱獎予得獎同學

伍經衡先生 (Mr Richard Eng) 畢業於香港大學，獲應用語言學碩士榮銜，畢業論

文取得甲等成績。伍先生年青有為，憑著他在教育上的遠見及成功的市場策略，在  

元朗創辦了遵理學校。現時該校在全港有十八間分校。

伍先生教學經驗豐富，具有二十五年教授中學

生及大專生的經驗，主要教授英文及法文，被

譽為第一代「補習天王」。他事業上的成功，

吸引了不少外國傳媒追訪。他是首位接受國際

雜誌ASIAWEEK及國際電視台CNN訪問的華

人補習導師。他還接受法國的M6、法新社、

Canal Plus、英國的BBC、以及報章雜誌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華爾街日報等           

媒體訪問。

伍先生在教學之餘，撰寫了多本有關學習英文的參考書，又為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

中學文憑試撰寫參考書，還寫作中英翻譯及國際雅思考試的參考書籍。他是經濟日

報英文科專欄作者，也在新城電台節目「精英A班」擔任主持。他又熱心社會事             

務，曾在2013年參與香港電台節目「窮富翁大作戰」，體驗低學歷青少年的生活。

Richard Eng 給同學的錦囊

既然命運不能控制或改變，不如好好裝備自己，當機會來

到時，便可盡情發揮所長。                            

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們要時刻保持敏銳的觸覺。

富有創意的Richard，將他個人的肖像繪在巴士車身作廣

泛宣傳，成功塑造星級補習老師的形象。

毋懼新挑戰: Richard打破傳統，利用科技，成功建立視像

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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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心理學工作坊

同學分享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將負面情緒長期停留

或無限放大，是沒有幫助的，而且負面情緒像傳

染病般不斷擴散，並會影響他人。都市人生活節

奏急促，很多時遺忘了『愉快』的感覺，而正向

心理學就像方舟，引領我們尋找潛藏內心深處的

『心靈滿足』。」

結語

意志和耐性是成功的不二法門，正所謂「守得雲開見月明」、「知識就是力量」；Richard鼓勵年

青人要透過不斷學習、持續進修、結交好友、發揮團隊力量：「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時刻抱著

正面的思想，即使遇到挫敗，也永不放棄。

同學分享

「貧苦學生和富學生，原來都需要面對各種挑戰和機遇，

窮的要有堅定意志，富的不可驕傲。成功人士背後都經過

許多艱苦經歷，並要努力面對挑戰，放遠眼光，他的分享

令我深深感受到成功非僥倖！」

本學院與「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南山邨)」合辦「探訪長者活動」，

組織大學生義工，在歲晚探訪南山邨內獨居長者，表達年輕人關懷長

者的愛心，並贈送敬老禮物。本活動透過同學與獨居長者的互動及分

享，帶給長者歡樂與溫暖，令他們感受到年輕人的關懷；同學亦可藉

著探訪長者，了解老年人的生活，明白人與人之間關懷的重要，並建

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觀念。

高桌晚宴 Richard Eng 與你分享：命運與機遇日期：2013年12月7日   導師：張建華博士

日期：2014年1月17日及1月18日  

協辦機構：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南山邨)

日期：2014年4月29日

導師分享

正向心理學主要研究人類的正向情緒、正向特質(即長處和     

美德)、正向組織與環境(如：社會、家庭、學校及公司等)，         

目標是協助人生活得更快樂，並且能發揮個人的潛能。

我們面對逆境與挫折時，要保持愉快心情，並以積極的態

度克服困難，實在不容易。就算我們在順境的時候，亦不

一定會感到快樂和幸福。在工作坊中，導師不但介紹正向

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例如快樂因素、愉快情緒、健康狀況

與認知功能的關係等，而且解釋人們感到無助與悲觀的成

因，並提供培養樂觀思考的方法。同學亦學習到提升正向

情緒的途徑，例如寬恕的步驟及管理憤怒情緒的技巧，讓

同學明白如何獲得更快樂的人生。

社交禮儀工作坊 
日期：2014年3月15日   導師：韋李少霞女士 

同學分享

「講師用心教授，不但親身示範餐

桌禮儀，更與我們每位學員握手，

教授正確握手方式，令我更能掌握

所學。這次工作坊不但讓我上了充

實的一課，更讓我能為畢業後投身

職場工作，作了充份準備。」

探訪長者活動

同學分享

「是次探訪長者活動，讓我能夠親身走

到長者的居所，送上關懷與慰問。回想

起他們看見我們前來探訪的喜悅，真的

令我深受感動。這次活動不但讓我了解

到長者的生活與經歷，還令我領會到互

相分享與關懷的重要。」
同學攜帶敬老禮物前往屋邨探訪長者 同學到達長者居所，準備送上關懷及慰問

導師分享

導師指出，正確的禮儀讓人表現出專業及有禮貌的行為舉止。事實      

上，良好的禮儀和舉止，在日常生活和商場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在

不同的社交場合，曾接受過禮儀培訓的人，都能表現自信和談吐         

得體。近年，禮儀培訓越來越普及和受歡迎，皆因這些訓練，能幫助

在不同價值觀下成長的「八十後」年青行政人員取得成功。

導師看到同學熱衷地學習在職場上的握手禮儀等基本知識，感到十分

鼓舞。他們積極地把握與導師練習握手的機會，明白他們握手技巧的

不足。本工作坊另一個亮點，是教授餐桌禮儀；學生對如何品嘗不同

菜式，以及如何使用餐具最感興趣。我相信同學在未來的日子，隨著

經驗和閱歷的增長，他們的社交禮儀修養，必定會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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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署理院長               

馬志強博士頒發紀念品給嘉賓伍經衡先生

伍經衡先生頒發最佳提問枱獎予得獎同學

伍經衡先生 (Mr Richard Eng) 畢業於香港大學，獲應用語言學碩士榮銜，畢業論

文取得甲等成績。伍先生年青有為，憑著他在教育上的遠見及成功的市場策略，在  

元朗創辦了遵理學校。現時該校在全港有十八間分校。

伍先生教學經驗豐富，具有二十五年教授中學

生及大專生的經驗，主要教授英文及法文，被

譽為第一代「補習天王」。他事業上的成功，

吸引了不少外國傳媒追訪。他是首位接受國際

雜誌ASIAWEEK及國際電視台CNN訪問的華

人補習導師。他還接受法國的M6、法新社、

Canal Plus、英國的BBC、以及報章雜誌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華爾街日報等           

媒體訪問。

伍先生在教學之餘，撰寫了多本有關學習英文的參考書，又為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

中學文憑試撰寫參考書，還寫作中英翻譯及國際雅思考試的參考書籍。他是經濟日

報英文科專欄作者，也在新城電台節目「精英A班」擔任主持。他又熱心社會事             

務，曾在2013年參與香港電台節目「窮富翁大作戰」，體驗低學歷青少年的生活。

Richard Eng 給同學的錦囊

既然命運不能控制或改變，不如好好裝備自己，當機會來

到時，便可盡情發揮所長。                            

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們要時刻保持敏銳的觸覺。

富有創意的Richard，將他個人的肖像繪在巴士車身作廣

泛宣傳，成功塑造星級補習老師的形象。

毋懼新挑戰: Richard打破傳統，利用科技，成功建立視像

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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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是次的訓練課程，教授了心、態重整學的『溝通   

方法、創意思考法、換框法、NLP SMART goal』四大        

範疇。導師首先協助同學了解自己及別人的溝通特性，然後

透過策略，去建立親和感及改善溝通成效。導師跟著介紹信

念框架，利用『創意思考法』及『換框法』，協助同學轉換

不同的角度看問題，並想方法去扭轉局面。最後，導師利用

NLP SMART goal 技巧，教導同學如何有效落實目標。

九型人格工作坊

導師分享

導師認為學習性格學，是個有趣的過程。第

一步是學懂怎樣去辨別，第二步是用感覺去

找出更多特質，之後就可作出判斷，最後達

至修正自我、影響別人，能做到這一步，您

就是個小小性格分析家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妨多應用九型人格學，

因為人格學除了可提升我們與別人的交往技巧

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讓我們認識自己性格

中較深層的恐懼與慾望，從而更了解自己，肯

定自己，明白自己和他人不同的獨特之處。當

我們知道對方的性格特質後，便能尊重對方有

不同的看法，明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歷和體

驗，以及其行為背後的動機，就更能做到真心

諒解，真心包容對方的行為。 第七型–活躍型

第六型–忠誠型

第三型–成就型

第四型–自我型

工作道德

第一部份：接受利益Yes or No
香港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主任范先生，在講座中透

過分析個案，講解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導致貪污

的範疇和「防貪錦囊」，讓同學認識利益衝突、利

益輸送及延後利益的後果，勸勉同學在職場上不要

接受任何非法利益。

第二部份：求職陷阱及科技罪案
香港警務署商業罪案調查科黃高級督察及楊督察，

以真實案例與同學分享常見的網絡和求職騙案，提

醒同學必須時刻警惕。在求職及聘用的過程中，僱

主一般不會向僱員索取金錢作任何用途；我們在進

行交易時，要三思及核實對方身份。

第三部份：預防及處理性騷擾
平等機會委員會林高級訓練主任，向同學講解性騷擾

定義、性騷擾行為或語言，所涉及的法律責任，以及

如何處理性騷擾。她指出猥瑣姿勢、展示猥褻或淫穢

的照片、網頁等物品、不恰當的觸摸，也可能構成性

騷擾。她建議防止性騷擾的最佳方法，是認識法例要

求、機構政策和守則、積極參加訓練、了解構成性騷

擾的行為，以及指出或制止不恰當的行為。

結語
透過是次講座，同學無論在尋找職業或做人處事各

方面，均獲益良多，講者讓他們了解到職場上的基

本道德標準，從而建立廉潔正直的品德。

日期:2013年10月26日   導師:蔣慧瑜小姐 

日期:2013年11月23日   導師:黃潔盈小姐

NLP心、態重整學

日期：2014年6月21日  

主講單位：香港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

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

平等機會委員會

誌活動年

Pastoral Care 

2013-2014 

同學參加工作坊後的感受--金句摘錄

「當你有不同的態度時，便會有不一樣的未來。」

「逆境也可以成為祝福，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射失足球不緊要』，最重要是比賽仍可繼續。」

同學分享

「我是第九型–平和型，  

也是今次工作坊中最多同

學所屬性格的一型--隨和

豁達，愛好和平，令人感

覺舒服，沒有壓迫感，樂

於接受別人意見，做事不

執著，是位很好的聆聽 

者，並懂得欣賞別人。」

第二型–助人型

第九型–平和型

卓志獎勵計劃
本學院鼓勵銜接學位課程學生，積極參與Pastoral Care Working Group舉辦之活動。學生凡參加活動出

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頒發「卓志獎勵計劃」證書，並邀請出席「傑出學生頒獎典禮」，以示嘉許。本

年度共有20位學生獲得「卓志獎勵計劃」證書。

PCWG網址 : www.ci tyu.edu.hk/ce/pcwg

得 獎 學 員 感 言

張景瑜 CHEUNG King Yu 
BA/BA (Hons) Marketing Management,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我在迎新日得悉學生可以參加 Pastoral Care 舉辦的工作坊之後，已經和同學

訂下出席率滿八成的目標，因為我們希望能增加學術以外的知識和體驗，而

Pastoral Care 正正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他們舉辦的活動，例如：「九型人格工

作坊」，「社交禮儀工作坊」等，導師經驗十分豐富，令我們可以在知識與趣

味兼備下，輕鬆愉快地學習課外知識。而我透過參與 Pastoral Care 不同工作             

坊，有機會認識其他學科的同學，並擴展不同範疇的人脈，可說是意外收獲。

第五型–理智型

工作道德，是指我們在工作時，對自己、對他人及對社會所擁

有的良心。人為了生活，必需工作而獲得生活所需，不論是為

自己或為他人工作，要成功的話，工作道德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