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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小學） 

支援子女建立目標和進行生涯規劃 

 

家長筆記 

 

A. 活動目的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1. 了解訂定目標和生涯規劃對兒童發展和他們未來抱負的重要性； 

2. 認識孩子的興趣、價值觀、性格特質和能力對成功的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及 

3. 透過親子活動，掌握促進兒童個人發展的相關知識、技能和態度。 

 

B. 活動內容 

 

1. 了解訂定目標和生涯規劃對兒童發展和未來抱負的重要性 

 

a. 小學生涯規劃教育的三個要素 

 

 
 

b. 生涯規劃對小學生的價值 

 

Donald 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 (Life-Career Development Theory) (1980) 

 

成長階段 

(0-14歲) 

● 建立自我概念 

● 對職業產生好奇 

探索階段 

(15-24歲) 

● 透過學習及體驗進行自我考察 

● 探索對職業的興趣並訂下目標 

建立階段 

(25-44歲) 

● 實踐生涯的目標 

● 累積個人的能力及經驗 

維持階段 

(45-64歲) 

● 持續自己的職責及任務 

● 維持已建立的地位及成就 

衰退階段 

(65歲或以上) 

● 發展工作以外的新角色 

● 努力拓展新生活 

 

  

 

   

示例 4B 

自我的認識與發展 升學及職業探索 升學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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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子女的興趣、價值觀、性格特質和能力如何令他們作成功的生涯規劃 
 

a. 生涯規劃的基本概念及家長的影響 
 

● 進行生涯規劃需要考慮的重要元素包括興趣、價值觀、性格特質、能力、優勢、

限制、助力和阻力 

● 家長的指導對子女的整個生涯規劃起重要作用 

 

b. 了解子女的興趣 

 

c. 價值觀 - 認識價值觀的基本概念，讓家長了解如何探索子女的價值觀，並鼓勵他們思

考價值觀與未來的關係。 
 

給孩子的問題： 

● 「你喜歡的一句話／座右銘是甚麼？ 」 

● 「深刻或觸動到你的句子？」 

● 「最深刻的歌詞？」 

● 「這句話對你有甚麼意義？」 

 

d. 能力 - 認識到發展可轉移技能的重要性，長期欣賞和發展子女的能力。 
 

給孩子的問題： 

● 「哪些回憶或片段讓你覺得有挑戰性或帶來滿足感？」  

● 「你扮演的角色是甚麼？你做了甚麼事情呢？」 

● 「你運用了甚麼能力／專長去應對當時的情境？」 
 

可轉移技能包括解決問題的能力、批判性思考和推理能力、溝通能力、與人合作、

創新及創造力、領袖才能、資訊和媒體素養、自我管理能力等。 

 

e. 性格特質 - 通過識別和欣賞孩子的性格特質來培育他們最好的一面。 

 

     

             

          
 

以上圖片由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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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欣賞子女性格特質的表達技巧： 

i. 確認你注意到的強項 

ii. 解釋你的觀察 

iii. 給予欣賞及肯定孩子的付出 

 

了解性格特質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i. 幫助子女充分發揮潛力 

ii. 培養孩子的幸福感 

iii. 孩子在發揮優勢時進步更快 

iv. 促進親子關係 

 

3. 認識促進兒童個人發展的知識、技巧及親子活動 

a. 開發孩子主導的成長階梯︰養成七個好習慣 
 

i. 習慣 1：主動積極 

● 讓孩子負責自己的人生。做積極的人，協助他們擴大自己的控制圈。 

 

ii. 習慣 2：以終為始 

● 孩子需要為人生設定目標，讓生活有目標和計劃。 

● 應用 SMART 目標設定工具︰ 

⮚ 明確的（Specific） 

⮚ 可量度的（Measurable） 

⮚ 可達成的（Achievable） 

⮚ 相關的（Relevant） 

⮚ 有時限的（Time-bound） 

 

iii. 習慣 3：要事優先 

● 孩子們通過考慮事情和任務的優先次序來學習組織他們的生活。 

● 使用「十字時間計劃」考慮優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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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習慣 4：雙贏思維 

● 提升孩子透過協商和調整方向達成和諧共贏的意識和能力，有助同輩間建立正

面的關係。 

 

v. 習慣 5：知彼解己 

● 讓孩子學習真誠地傾聽他人的心聲來建立正面的關係。 

● 積極的聆聽者的技巧︰ 

⮚ 腦：記着細節 

⮚ 頭：點頭以表示專注 

⮚ 口：微笑及詢問相關問題 

⮚ 眼：保持眼神交流 

⮚ 手：停止做其他事情 

⮚ 心：耐心等待，不打斷對方說話 

⮚ 身：把你的身體轉向他 

 

vi. 習慣 6：統合成效 

● 培養孩子欣賞別人的能力，並表達及分享讚美。讚美是縮減人與人之間距離的

第一步。 

●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例如興趣、能力、強項、外貌和種族。 

 

vii. 習慣 7：持續進步 

● 鼓勵孩子平衡地發展各範疇，包括身體、智力、情感和心靈。 

 

b. 培養積極思維和態度的三項家庭活動 

 

● 親子活動 1：幫助子女掌握訂立及實現目標的技巧 

● 親子活動 2：培養子女多角度思考問題的思維及提升決策的能力 

● 親子活動 3：培養子女欣賞別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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