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 
2 0 1 6 年 1 0 月 至 2 0 1 6 年 1 2 月  通 訊  

求職面試路路通

暨同路人分享會 

27.10.2016 

職場資訊知多啲 參觀 

ERB 服務中心 
飲食業招聘日 

20.10.2016 18.10.2016 27.10.2016 8.11.2016 

除教授求職面

試技巧外，亦邀

請前計劃參加

者與其他個案

分享入職後之

心路歷程，鼓勵

參加者入職。 

透過各樣解難

遊戲建立年青

人之團隊互助

合作精神，在過

程中突破框框，

挑 戰 自 我！將

經驗帶到日後

工作路上。 

青年歷奇 2016 

透過遊戲讓參

加者明白溝通

的重要性，加強

自我認識，並提

供職場資訊，為

日後求職作好

準備。 

到 ERB 服務中

心 (九龍東 )參

觀，由中醫師主

講推拿穴位及

按摩工作坊，並

詳細介紹再培

訓中心內各項

就業相關服務。  

邀請 必勝客 和

Beautybiz 兩個

僱主到中心為參

加者進行工作介

紹及進行即場招

聘面試。 

參觀扶康會樂融

展藝坊「師父仔」

的創意作品及即

席利用不同物料

創作水墨畫，帶

出「靈活多變」的

重要性，以利於

職場發展。  

義工小組 

創意水墨畫創作  

14.12.2016 

一般就業援助服務 

 加強就業援助服務 
(包括訓練及工作體驗服務) 

向已接受一般就業援助服務的

失業綜援申請人提供訓練及工

作體驗的服務  

欣曉計劃服務 

為經社署轉介最年幼子

女年齡介乎 12 至 14 歲

的單親家長和兒童照顧

者提供就業援助服務及

其他支援服務 

獲社會福利署委託推行                

「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以家庭為基礎，為健全的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申請人             

提供一站式綜合就業援助服務。 

為經社署轉介，年齡介

乎 15 至 59 歲及身體健

全申領綜援的失業人士

提供定期面談等就業援

助服務 



沒有甚麼想做的工作嗎？ 沒有甚麼想做的工作嗎？ 21 歲的阿慧(化名)交疊雙

手。每次工作員跟她討論求職方面總是不欲多談，也說

不出自己有甚麼專長。只說男友會負擔自己的開支，生

活不成問題。 

你有想追求的目標嗎？ 你有想追求的目標嗎？   或許阿慧和大部分人一樣，

有著對夢想的憧憬，卻缺少了前進的勇氣。自小喜愛畫

畫，透過繪畫表達自我，從中抒解難以言喻的感受。她

想過重返校園，考取相關資歷，從事平面設計工作。不

過一想到繁忙的功課考試、龐大的學費開支，更甚是心

中的糾結 – 「付出的努力有回報嗎？」一想到此就每每

躊躇不前。再者，她感到自己與母親關係已交惡得無法

修補，只希望盡早遷出母親居所，讀書的念頭就更為拋

諸腦後。 

不論眼前有甚麼難關，你還年輕，如果你願意嘗不論眼前有甚麼難關，你還年輕，如果你願意嘗

試，就有機會成功。為自己喜歡做的事付出，難道試，就有機會成功。為自己喜歡做的事付出，難道

不值得嗎？ 不值得嗎？   一次偶然阿慧與一名大專教授交談，除

了得到很多有用資訊，更意識到一直以來，自己遇到困

難時總會選擇逃避，現在是時候改變了。 

長久以來，阿慧不擅於表達自己，當遭到誤解，就懶得

繼續對話。工作員鼓勵阿慧多表達想法，讓對方了解自

己，以及嘗試理性討論。起初她表現抗拒，不過她也明

白這是一個需要克服的障礙。 

漸漸地，阿慧與工作員面談也變得主動積極，樂意參與

中心的培訓。收到院校的面試通知後，她多番與工作員

模擬面試，希望把握機會，做好每一個細節。 

阿慧已經遷居，過著半工讀的生活，每天放學後也要上

班，連睡眠的時間也不夠，因此應付課業頗為吃力。她

試過購買電腦需要向朋友借錢週轉，生活捉襟見肘。不

過，阿慧反而感到生活更為充實，昂首每一步也為實踐

一個明確的目標，比起從前過著沒方向的生活，她更享

受這種踏實的感覺。 

面對挑戰，阿慧最終選擇相信自己的能力，改善不面對挑戰，阿慧最終選擇相信自己的能力，改善不

足之處，就發現夢想並非遙不可及。而當中最大的足之處，就發現夢想並非遙不可及。而當中最大的

回報，就是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她成就了更好的回報，就是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她成就了更好的

自己。自己。  

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 招聘會 「招」「招」「招」   「招」「招」「招」   

招聘會邀請 6 位僱主參與，共 11 個品牌，提供合

共 570 個職位空缺，包括全兼職，涵蓋飲食、零售、

清潔、保安及運輸等行業。僱主對活動安排及成效

感滿意，共收到 80 份求職申請。 

為讓求職人士了解更多元化的進修資訊，以助提

升技能，大會與再培訓機構協辦行業資訊講座，在

場求職人士除可了解花藝行業及其他進修資訊，

更有機會即場實習，親手完成鮮花襟花，參與者均

十分投入及表示有成功感。另外，保良局職業治療

師到場為求職人士提供職安健講座。 

 

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藍田及觀塘)於 2016 年 12 月 8 日，在觀塘

社區中心聯合舉辦「招」「招」有希望招聘會。是次活動以即

場招聘及行業資訊講座為主，為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參加者及區內求職人士增加工作機會及勞工市場資訊。  

當日入場人次超過 530 人，活動過程順利。招聘

會成功為求職人士、僱主及再培訓機構提供直接

互動的平台，加強彼此的溝通和了解，促進就業

成效。 



要避免受騙，必須抱持「腳踏實地」

的觀念，尋找工作前先了解自己的性

格、實際能力及工作經驗，利用不同

途徑打聽招聘機構實際人選需要，認

識就業市場動向；先縮窄目標範圍，

選取較適合自己資歷的職位，以免浪

費時間，才是上策。切忌「自以為是」

及「自抬身價」，否則很容易墮入招

聘廣告陷阱。 

洞悉招聘廣告陷阱 

寫求職信 

● 切忌長篇大論，應以簡潔及有條理為原則 

● 對應職位要求，不要放入與應徵工作無關的個人資料 

● 文筆要誠懇而得體，切忌吹噓 

● 信中各項資料必須真實而可靠 

● 將個人履歷及長處列出，對應職位所需適當的自我推銷，務求令自己突圍而出 

見工面試技巧 

● 上網查閱應徵企業現況背景，讓僱主得知你有充分事前準備 

● 模擬可能的問題，多做資料搜集，除了令面試過程更順利，亦能減輕面試時的不安 

● 檢視自己的長短處，修飾缺點，甚至表面上看是缺點，從工作的角度可能變成你的優點 

● 建立自信，要相信自己能夠勝任工作 

● 儀容整潔代表對應徵工作的尊重，對初次見面留下好印象非常重要 

● 強烈的工作意願，能夠帶出用心做事的模樣，僱主才會覺得你是值得聘請的 

● 對應任何突發事件時臨危不亂，保持冷靜，時刻保持有禮態度 

求職信是接觸未來僱主的第一步，必須給僱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贏得面試機會。

寫作時應注意下列各點： 

面試技巧是需要時間練習的，並經過不斷的練習及實戰，才能在面試時表現得臨危不亂。

面試前需注意下列各項： 

 注意事項 原因 

I 留意招聘廣告 

有否誇張失實 

有些機構為保持公司形象，向外散佈機構因擴

展而有大量職位，目的只為增加曝光率及作為

宣傳之效， 實際上可能是沒有空缺的。 

II 留心招聘廣告上

的賣點及用字 

無需經驗便可賺取高薪，兼且每天「出糧」，

看似吸引，但不少個案實為騙案，甚至有機會

誘使從事不道德和不合法活動。  

III 考慮招聘的 

「真正」目的 

不少機構藉招聘之名而利用應徵者的資料做市

場調查，實則並無增聘人手之意 。 

IV 切勿貪圖 

豐厚薪酬 

與其貪多數百至千多元的薪金，不如著重個人

發展前景及其他員工福利更為重要。 

V 盡量選擇 

可靠的機構 

大型或有信譽的機構較着重企業形象和責任，

令應徵者更有信心。  

1 

2 

3 



 

名稱：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藍田） 

地址：油塘灣草園街 2 號松柏商業大廈 4 樓 C 室 

電話： 2772 3914 

名稱：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新蒲崗） 

地址：新蒲崗八達街 7-9 號威達工貿商業中心 1301 室 

電話： 2701 5200 

名稱：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觀塘） 

地址：觀塘偉業街 161 號德勝廣場 6 樓 5 室 

電話： 2177 8010 

名稱：保良局就業服務中心（慈雲山） 

地址：黃大仙翠鳳街 5 號地下 

電話： 2321 8895  

意見發表途徑： 

歡迎各位對本服務提供 

意見，方法如下： 

1. 郵寄意見到各中心 

2. 使用中心意見箱 

3. 向職員 / 中心主任反映 

4. 服務督導及發展主任 

    (康復服務)  

    (電話： 2277 8888) 

印刷日期： 2016 年 12 月 30 日 

印刷數量： 500 

  各中心地址及聯絡電話 

資料來源︰保良局內部統計數據 

現時活躍個案年齡分佈 

活躍個案人數 累積參加者性別統計 

5%

13%

12%

29%

41%

15-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保良局 
轄下四間 

就業服務中心 
服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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