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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戲劇課程 

 

甲. 背景資料 

 

簡介 

生涯規劃（Career development）是個人一生中，面對教育、實習、職業選擇及其

他重要角色的選擇，進入及發展，每一個階段的發展都在實現自我的潛能。生涯

規劃是人生重要的課題，愈早規劃、勝算愈大。 

 

舒伯（Donald E. Super）對人生提出了「生命彩虹發展論」，把人生分成五個階

段，包括： 

1. 成長階段 (growth stage) 2~14 歲 

2. 試探階段 (exploration stage) 15~24 歲 

3. 建立階段 (establishment stage) 25~44 歲 

4. 維持階段 ( maintenance stage) 45~65 歲 

5. 衰退階段 (decline stage) 65 歲以上 

 

他更提出人生中，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例如： 

1. 兒童(子女)-兒童是受到父母、長輩所照顧保護的角色，子女則是身為父母孩

子的角色。 

2. 學生(學習者)-是指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學習者。 

3. 工作者-指個人投入就業市場並從中獲得報酬，可能是打工性質或是正式的職

業。 

4. 公民-狹義是指達法定年齡，能夠行使投票權等政治權利的國民，廣義是指民

主國家中的所有國民。 

5. 配偶-個人在戀愛或婚姻中，身為他人戀人或伴侶的角色。 

6. 家務者-個人在家中負擔家務，如洗衣、打掃、煮飯等活動。 

7. 休閒者-指個人在例行生活作息與個人工作之外的時間，從事放鬆壓力、讓心

情愉快的活動。 

8. 父母親-生養、照顧並教育家庭中下一代孩子的人。 

9. 退休者-在職場中歷經一番磨練，於年紀已屆滿規定期限、或因轉向其他生涯

計畫，而卸下職場工作的人。 

在不同人生階段裡，我們或同時扮演著不同角色，而不同角色又持著不同的使命

或責任。若我們能好好規劃人生，為每角色作好準備，更能有效發展潛能，實現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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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生的生涯規劃 

 

香港有不同的機構提供生涯規劃服務，當中 2004 年起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就業網

絡的「人生理才計劃」至今已為超過 300 間中學、大專院校及機構提供「生涯

規劃」有關訓練，協助青年人由學校過渡到工作世界。當中的「生涯規劃課程」

是由 4 至 14 節不等的工作坊，對象是高中同學，課程透過不同活動，以「經驗

學習」手法，有系統地將「生涯規劃」與個人事業發展緊扣起來，刺激同學思考

如何規劃前路。課程特點是以學校為本，因應不同情況而度身訂造，並且以事業

探索為重點，因應同學志願，配對心儀的行業，網絡不同行業的嘉賓探訪並提供

專業資訊，經過多年來的累積，專業行業網絡超過 40 個。 

 

 

乙. 教學流程 

 

第一節：認識自我 (一) 

 

年級：初中 

課時：40 分鐘 

學習目標：了解個人興趣 

 

分鐘 教學內容 

10 熱身活動：我的興趣 

- 導師請同學思考一下自己的興趣。 

- 導師發號司令，並著同學們演繹他們最喜歡的興趣，然後向不同的

同學展示，讓同學猜猜自己的興趣。 

- 5 分鐘後，然後請同學 5-6 人一組，分享自己的興趣及剛剛最深刻

的別人的興趣。 

20 旁白默劇 

- 導師介紹旁白默劇 

- 故事背景：學校舉辦了一個「最優質興趣選舉」，現希望每組同學

創作一條 2-3 分鐘的宣傳短片，向同學介紹你所選的興趣的好處及

它對於自己的人生有什麼重要性 

- 每組同學輪流演繹 

5 - 著同學於紙上寫上自己的興趣、才能，與身邊的同學分享 

5 總結 

- 今天課堂乃讓同學認清自己的興趣。透過認識自我，我們在升學及

就業上可以選擇合自己心意的，並作出規劃，以至規劃更好的前

路，為未來作好準備，以實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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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認識自我 (二) 

 

年級：初中 

課時：40 分鐘 

學習目標：認識自我，了解個人性格 

 

10 動物園 

- 有 10 種不同的動物，包括：獅子、大象、貓、狗、豬、兔子、猴

子、鳥、魚和蛇，導師給 5 分鐘讓同學選一種認為與自己最相似的

動物，相似之處可包括外貌或脾性上，並著同學用紙寫下他們認為

最相似的地方。 

- 寫好後，導師發號司令，並著同學們模仿他們所選的動物的特徵及

聲音，然後盡快找回和自己同類的同學。 

- 然後請同學分 6 組，各人輪流分享自己所選的動物和相似的地方。 

25 情景創作 

- 各組學生創作情景，其故事背景為：六位朋友一起逛街，乘坐升降

機，但突然因為機械故障被困在升降機內……（見簡報） 

- 每組同學自行分配 1-6，各人按自己所得的號碼，對號飾演不同類

型的角色。 

- 在情景創作中，同學必須忠於角色性格，作出適當的反應和行動。 

- 10 分鐘準備後，導師數 5 聲，各組一起演繹。演繹期間，導師會觀

察各組表現。演繹完畢，學生可以坐回位。 

- 導師選 2-3 組同學演給其他同學看。 

- 展演後提問：演出同學能否忠於不同性格演繹角色？他們作了什麼

行為或回應，突顯了他們的性格特質？ 

- 播放簡報（見簡報），導師簡介六種性格特質，並著同學與組員分

享認為與自己最相似的性格特質及合適的職業。 

5 - 總結了解自己性格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 同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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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性格： 

 

實用型(R) 

 

這類人情緒穩定、有耐性、坦誠直率，

寧願行動不喜多言，喜歡在講求實際、

需要動手環境中從事明確固定的工

作，依既定的規則，一步一步地製造完

有實際用途的物品。對機械與工具等事

較有興趣，生活上亦以實用為重，眼前

的事重對未來的想像，比較喜歡獨自做

事。 

研究型(I) 

 

這類人善於觀察、思考、分析與推理，

喜歡用頭腦依自己的步調來解決問

題，並追根究底。他不喜歡別人給他指

引，工作時也不喜歡有很多規矩和時間

壓力。做事時，他能提出新的想法和策

略，但對實際解決問題的細節較無興

趣。他不是很在乎別人的看法，喜歡和

有相同興趣或專業的人討論，否則還不

自己看書或思考。 

 

藝術型(A) 

 

這類人直覺敏銳、善於表達和創新。他

們希望藉文字、聲音、色彩或形式來表

達創造力和美的感受。喜歡獨立作業，

但不要被忽略，在無拘無束的的環境下

工作效率最好。生活的目的就是創造不

平凡的事務，不喜歡管人和被人管。和

朋友的關係比較隨興。 

社會型(S) 

 

這類人對人和善，容易相處，關心自己

和別人的感受，喜歡傾聽和了解別，願

意付出時間和精力去解決別人的衝

突，喜歡教導別人，並幫助他人成長。

他們不愛競爭，喜歡大家一起作事，一

起為團體盡力。交友廣闊，關心別人勝

於關心工作。 

 

企業型(E) 

 

這類人精力旺、活緊湊、好冒險競爭，

做事有計畫並立刻行動。不願花太多時

間仔細研究，希望擁有權力去改善不合

理的事。他們善用說服力和組織能力，

希望自己的表現被他肯定，並成為團體

的焦點人物。他不以現階段的成就為滿

足，也要求別人跟他一樣努力。 

事務型(C) 

 

這類人個性謹慎，做事求規矩和精確。

喜歡在有清楚規範的環境下工作。他們

做事按部就班、精打細算，給人的感覺

是有效率、精確、仔細、可靠而有信用。

他們的生活哲學是穩紮穩打，不喜歡改

變或創新，也不喜歡冒險或領導。會選

擇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成為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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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尋找理想土壤 (一) 

 

年級：初中 

課時：40 分鐘 

學習目標：思考人生目標 

 

流落荒土（20 分鐘） 

1. 學生 6 人一組 

2. 假設學生需要在河流漂流，各組製成了船隻或獨木舟，隨著河流的流動，各

組飄流到不同的荒土去。 

3. 各組揀選或隨機安排一個數字，其數字代表著一個荒土。 

4. 荒土的描述將見於簡報。 

5. 各組按所得荒島之描述，猜想他們在該荒土生活所遇到的困難，然後透過情

境創作，展演困難。 

6. 各組須創作三個由描述環境所產生出來的困難。 

7. 各組展演荒土上的生活。 

 

我的理想土壤（15 分鐘） 

1. 生活在現時的荒土，環境十分惡劣，生活枯燥乏味，很不如意。一天，河流

漂來一張地圖，地點顯示，河流上流有一片美麗的土壤。 

2. 老師提問：你認為該土壤是怎樣的？這土壤是你們理想的土壤，那麼，土壤

上會有什麼？這片土壤會是什麼模樣？ 

3. 各組獲得一張白紙，各組員交流意見後，合力把理想的土壤畫下來。 

4. 五分鐘後，老師著各組把其「理想的土壤」張貼在黑板上，然後用一分鐘時

間，給各同學瀏覽各組的「理想土壤」。 

5. 老師提問：同學可以總結「理想的土壤」有什麼特質？ 

 

總結（5 分鐘） 

理想的土壤，應是令人可以生活安舒的，其環境美麗，土壤優良，物產豐富，使

人可以快樂生活成長。但要到那土壤去，不能隨波逐流，不能随意漂浮。我們必

須有計劃地計劃路線，我們需要了解該土壤的位置，朝著該土壤一步一步的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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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尋找理想土壤 (二) 

 

年級：初中 

課時：40 分鐘 

學習目標：了解邁向目標時會遇上不同困難 

 

尋找理想土壤（5 分鐘） 

1. 老師著各組拿回自己的「理想土壤」，然後放在當眼的位置。 

2. 既然那土壤是理想的，而現時居住的那片土地是惡劣的，那麼，你會怎樣做？ 

3. 老師引導學生作答，直至學生回答：離開現居的，向理想出發。 

4. 那麼，出發前有沒有什麼要預備？ 

5. 著學生回應，導師最後引導學生回答：認清美麗土壤的位置→規劃路線→向

土壤的方向進發。 

 

出發往理想土壤（10 分鐘） 

1. 原來理想的土壤在上游位置，而且要經過「過五關，斬六將」才能到達。 

2. 著各組猜想在尋找理想土壤時，會遇到什麼困難？每組情境須說出兩至三個

困難。 

3. 如此困難，同學們還會離開原地，到理想去嗎？同學們寧願留在現時地方？

還是出發往理想的土壤去？ 

4. 老師展示簡報，並利用四張椅子表示不同的選擇，然後著各同學用腳投票，

作出個人選擇：絕不離開、傾向留下、傾向出發、一定出發。 

5. 同學作出選擇，並在適當的位置 / 椅子後排隊。 

6. 同學選擇後，老師訪問同學作出如此選擇的原因。 

 

小結（5 分鐘） 

人生就如坐在獨木舟上在河流漂流一般，隨波逐流，我們的獨木舟會隨意停泊在

一片土地上。有些人，停泊的土地不錯；但有些人，停泊的土地環境惡劣，沒有

樹遮蔭、沒有木鑽火、沒有糧食、滿是蒼蠅…… 

其實，你知道，在河流的上游位置會出現一片美麗的土壤，是你的理想，夢寐以

求。但要到那土壤去，不能隨波逐流，不能随意漂浮。我們必須有計劃地計劃路

線，我們需要了解該土壤的位置，朝著該土壤一步一步的進發。 

然而，沒有人會保證，出發後會一帆風順，我們或會遇到大風浪，或會被強風吹

到其他地方，或遇上難而想像的困難。相較之下，留在原地比較不費力氣。 

但是，若你認定目標，好好規劃人生，向著目標進發，「理想的土壤」就會等著

你的來臨。（播放簡報）當你最終到達如此美好的土壤時，你便會明白，「路線」

對到達理想土壤的重要性。雖然辛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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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我的生命線 

 

年級：初中 

課時：40 分鐘 

學習目標：計劃人生，並了解如何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生命線（10 分鐘） 

1. 各同學獲派一張白紙。 

2. 白紙上跟簡報畫上生命線。 

3. 各同學先由出生至現在一刻，記下一些較難忘的事件或日子，如：你第一天

上小學、認識第一個好朋友、第一次獲獎等。 

4. 寫下 20 歲前，至少三件期望發生的事情，如：考進大學某學系、談戀愛、去

外地旅行等。 

5. 最後，寫下 20 歲至 30 歲之間，至少三件期望發生的事情，如：大學畢業、

出任什麼職位、結婚、買屋等。 

 

職業線（10 分鐘） 

1. 把六人組分成兩個小組，即二至三人一組，各人在小組內分享寫下的事情。 

2. 著各同學思考最期望以什麼職業為 30 歲前的職業，並寫在紙的另一頁位置。 

3. 同樣畫上一條職業線，由現在一刻至 30 歲。 

4. 每五年為一階段，思考每階段要完成什麼任務，或達至什麼要求，以至 30

歲或以前可擔任該職業。 

 

分享及討論（15 分鐘） 

1. 與小組同學分享生命線及職業線的內容。 

2. 老師邀請一些同學分享及討論如何裝備自己。 

 

總結（5 分鐘） 

同學別丟了這生命線，我們應不時取出來看，好好規劃人生。又要朝著夢想的職

業進發，由現在開始好好規劃，為該職業作好準備。也許，部分同學對自己夢想

的職業不太了解，可到網上參考，看看職業的要求、工作範疇、待遇等，甚至鼓

勵跟家長商討，取得共識，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