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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工作與青少年就業輔導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導師

霍小玲女士

I. 前言

青少年尋找職業是一個過程，故此，青少年就業輔導工作的目的不單是協助他們找到一份

合適的工作，在實踐中貢獻力量、發展所長，建立自信，與社會保持積極的互動，我們更

認為這是一個終身不斷成長、更新和學習的歷程。因此，作為他們的環境資源，社會和家

庭應該在提供就業機會、培訓和持續支援的角色上有更多的關注和更大的承擔。

如果我們同意職業教育是一個過程，那麼求職的抉擇只是教育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部份國

外的中小學把職業教育納入正規的課程中，目的是讓一個人在其成長的過程中，更早的認

識自己，認識處身的社會和認識計劃的重要性。按照這一種理解，一個人從孩提時代便開

始參與一個建構自己將來的旅程，而每一個人的家庭，也成為這個建構過程的一個重要

因素。

II. 目標

這一單元重點在於探討家庭系統和父母在一個年青人求職就業的過程中可以擔當的角色。

每一個部分有基本的說明，建議活動和討論問題，工作者可以逐步進深，加以理解和運

用。工作者亦可以個人的經驗作為學習和反思的進路。這份教材的內容在你們的投入參與

和互動學習中會變得更豐富和實用。

工作者需要留意以下幾項假設和原則：

1. 職志 /職業發展與個人其他方面的發展有關；

2. 職志 /職業發展是建基於個人其他方面的發展；

3. 個人發展可以有助於，亦可以有礙於個人的職志 /職業發展；

4. 「就業輔導」過程中肯定家庭系統和父母對青少年的個人發展的影響，因此，須分析

其中的阻力和助力，以便在介入過程中考慮這些家庭資源；

5. 父母宜在青少年成長的不同階段中，更早地進行「職業教育」；及

6. 增加不同層面的資源以便促進「以家為本」的職業輔導方向。

III. 內容

1. 家庭與職業教育　

1.1 了解家庭與職業教育的關係，目的是讓家長們增強以下的信念：

‧ 協助家長們認識和確定每一個家庭的背景結構和關係互動對下一代的影響。

‧ 擺脫宿命論，條件好與條件差的家庭同樣可以有不同的資源。

‧ 發掘和持續發展一個家庭的優良傳統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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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來自︙」

從前，大部分人相信在「條件好」的家庭的孩子是「含著銀匙」出生的，意謂他們

有先天有利的條件，不用作出很多的付出便有很大收穫。因此，他們一生的道路將更

平坦暢順。我們再深入一點探究，發覺一般人對「條件好」的刻板印象是指經濟條

件，家庭成員的背景質素等。無可否認，這些因素對個人成長和發展起了一定的影

響，但隨著社會的急速轉變，我們發現這種福蔭並非唯一我們可以依賴的資源。相

反，現代社會更多的故事是關於個人奮鬥如何突破環境限制。所以，我們首先要認定

自己身處的社會是多變和充滿機遇的。一個人的將來是一項持續進步和創建的工程。

了解一個人的「家庭背景」，我們談的起碼是兩個重要的層面：

　

1.2.1. 家庭系統的結構和背景

‧ 這包括了家庭成員的組合，如：兄弟姊妹的人數、雙親或單親的家庭。

‧ 家庭的經濟條件。

‧ 父母的教育水平。

‧ 父母的遺傳因素。

1.2.2. 家庭的動態功能

‧ 家庭成員的關係。

‧ 溝通和決策模式。

‧ 家庭面對挫敗和困難時的支援模式。

‧ 家庭可持續發展的網絡資源。

這些背景因素部份是「不可變」或「沒有選擇」的外在條件，但我們是絕對可以選

擇如何運用其中的優勢。只要我們不著眼於負面內容，更多的考慮的是當中積極性因

素。這些積極的影響因素和成果是每一位家庭成員的「價值體系」和「自我觀」所形

成的。舉例說：一位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她的童年可能沒有太多的機會去

發展不同的興趣，礙於父母的教育水平，他/她在學業上未必得到很多的輔助。但這

孩子可以更早的體會挫敗困難，學習獨立自理和培養勤儉樸實的態度。這些做人的體

驗和學習將會是他 /她日後成長重要的資本。

1.3 家庭資本

我們這裡所指的資本並不單指可見的現實條件，更重要的是家庭所擁有的內在潛力

和資源。我們嘗試幫助家庭去發掘和發展這些資源，讓家庭成員對自己的家族歷史加

以肯定。當中有以下的幾項建議：

‧ 發掘家族的「優良傳統」。

‧ 鼓勵家長更主動地承擔一種「文化承傳」的使命。

‧ 從家庭的互動行為中檢視和整理正面的價值觀。

1.4 家長活動建議

‧ 《家庭尋寶圖》（附件一）

‧ 《家有家規》（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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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提出的職志發展階段與任務

2. 家長作為「職業教育」的伙伴

2.1 職志發展的概念

如果，把職志發展理解為一個終身的任務，那麼每個人從他/她的童年開始，便已經

踏上尋找職業志趣的探索旅程。以這個角度和框架去理解職志發展，學者Super, D

（1990）及Gottfredson, L.S. （1985）有幾點共通的理解值得留意。

首先，個人的職志發展跟他/她的成長經歷和經驗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成長的每一

個階段也可以視為職志預備的一個階段。如果能配合個人成長的階段任務，每個人都

可以更能把握適切的機會去探索自我和世界。這種洞悉先機的意識，能幫助每個人自

童年開始，便能準確的發展一個正面和積極的自我觀和有效掌控環境的能力。

再者，他們不約而同的強調「自我概念」的重要性。Gottfredson（1985）把自我

概念（Self Concept）理解為一個人的「身份」（Identity）和「自尊感」（Self-esteem）。

「身份」指一個人對自己理解的內容，而「自尊感」則是一個人的自我評價和感覺。

一個成熟，正面的自我觀絕對是求職者不可或缺的條件。自我觀念的形成是依賴個人

與環境的互動接觸和學習。成熟和穩定的自我觀固然重要，但我們也不可忽視「自我

概念」也在不斷的變化和更新。

上述的理解賦予父母和家庭一個支援的角色，亦提供了一個支援的框架，讓我們更

清楚個人在每一個成長階段的需要。以下將根據兩位學者的框架，把個人成長歷程分

成不同的階段，再探討階段性的職志需要和建議配合的支援內容。

資料： Adapted from pp73-74 and pp 77-78 in The Psychology of Careers by Donald

E. Super (1957)

‧ 嘗試不同經驗

‧ 自我概念的形成

‧ 初步理解工作的目標和意義

‧ 開始參與職志的資料搜集和抉擇

‧ 尋找的過程需要配合自己的能力和興趣

‧ 把握持續學習和教育的機會

‧ 完成職業所需的訓練和資格

‧ 繼續進修和把握發展機會

‧ 持續終身學習的目標

‧ 為退休計劃作準備

‧ 按身體狀況維持適度的參與

‧ 善用資源，維持獨立

階段 年齡 任務
成長（Growth）

探索（Exploration）

建立（Establishment）

持守（Maintenance）

引退（Decline）

0-14

14-24

25-44

45-6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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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家庭配合職志需要而作出的支援

家長應持的信念：

‧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

‧ 每個孩子有其優勢和限制，合宜的包容和合理的期望有助孩

子建立和突破自我。

‧ 「德育」與「智育」並重

主流社會的教導較側重智力的栽培，成績和學習成果被認定

為成敗的指標。如何致力發掘和欣賞孩子不同特質和優點，

這是家長們的一項挑戰。孩子的良知，善性是應該被肯定和

培養。

2.2 個人在不同階段的職志需要

以下的論述將會集中在青少年二十四歲以前的兩個重要職志發展階段。每個階段將參

照心理學者的一些觀察和建議，介紹一些重要的概念，另外，亦會附上關於家長參與

在其中的建議，讓我們可以掌握一個較有條理的系統去分析和跟進不同階段的需要。

2.2.1 十四歲以前：「成長」期的特質和職志任務

「成長」和「探索」是小學和中學階段兩個重要的職志發展任務，是我們探討

的主要內容。Super把「成長」階段理解為一個充滿幻想和樂趣的階段，是

職志發展的「觀察」和「奠基」期。另一位學者Gottfredson , L.S（1981）

更細緻的把14歲以前的自我發展分為四個適應的階段，當中包括：

年齡 自我觀念的發展 發展內容

4-5歲

6-8歲

9-13歲

14歲以後

認識身份與權力的關係

認識自我的性別角色

認識社會價值觀

認識一個內化，實在的自我

‧ 認識成人世界

‧ 觀察成人的角色

‧ 認識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角色分別

‧ 自我性別觀開始形成

‧ 初步形成對社會認同、階級、能力等較

抽象的概念。

‧ 開始認識到教育、認可資格與職業選擇

的關係。

‧ 懂得分辨那些是較受尊重的職業，亦會

羨慕參與這些類別的工作。

‧ 能配合他們的興趣、價值觀，逐漸收窄

職業選擇的範圍，計劃趨向更現實化。



219

單

元

七

家庭教育與職志教育的配合：

在香港，大多數十四歲的少年人應是在讀初中的學生。對於父母來

說，孩子進入中學階段是意味著父母可以放下生活照顧的擔子，因為

孩子應該可以獨立和自主的處理自己的學習和日常生活。然而，以上

提及的成熟並不是必然的。目下有不少初中生仍帶著孩童的依賴心

態，缺乏承擔的能力和堅持的態度。事實上，十四歲以前的家庭教育

對青少年影響至深。孩子從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到一個初中生，當中他

們的自我觀的形成、性格的塑造和能力的培養絕不應只依賴學校教

育；家長在提供基本生活照顧的同時，應留意到孩子所處身的家庭環

境，父母家人所傳遞的價值觀和訊息，以及父母有否刻意的把性格和

能力的培養結合在日常的溝通和教導上。

Super, D（1990）曾提出九個影響兒童成長和找尋職業興趣的相關概

念，這些概念可以給予父母一個參考。讓大家可以更留意到一些微小

的生活習慣，一些簡單的機會營造日後孩子邁向成熟的基石。

‧ 啟動好奇： 一種促使他們探知身邊事物的態度和動力。

‧ 探索機會： 一些有利於兒童發掘自己和世界的活動。

‧ 資訊傳遞： 足夠有趣的相關訊息以滿足他們尋索的願望。

‧ 榜樣階模： 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故事。

‧ 興趣培養： 認同「戲有益」，鼓勵孩子在興趣中學習。

‧ 時間觀念： 對「現在」和「將來」兩個觀念的理解。

‧ 自我形象： 了解和經驗自己在不同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功能。

‧ 抉擇承擔： 了解環境的限制，同時亦相信一個人可以有掌控自

己的命運。

‧ 計劃意識：了解自己需要計劃將來，並經歷實踐的過程和步驟。

這些概念實踐在日常的溝通和教導上對孩童的性格和能力培養起著潛

移默化的作用。舉例說：大多數孩子都喜歡小寵物，簡單如養一隻小

龜也可以促進孩子在情理方面的發展。一般人重視與寵物「情」的培

養，但事實上，飼養寵物除了是一種興趣培養外，在理性的訓練也是

非常有效的。嘗試幫助孩子啟動好奇和提供探索機會，指導孩子對小

寵物進行觀察和記錄，協助孩子搜集資料，鼓勵孩子閱讀有關的書

籍，與他們更深入的探索大自然和不同的生物，邀約一些有經驗飼養

的人進行訪談等，這對孩子建立一種尋問和探索的習慣起到積極性的

影響。此外，養小寵物更可以鼓勵孩子承擔照顧的責任，教導他們敏

感地回應寵物的需要。如果飼養較易溝通的動物，如：小狗和小貓，

孩子可以參與簡單的訓練行動，讓他們經驗組織和計劃的過程，有了

這樣的理解，我們更應重視孩子的每一項興趣，使他們的參與是在鼓

勵和支持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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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理想的成效

這裡的成效指的是一種理想和方向，我們深信每一個孩子都有豐富的

潛能，只要培養得宜，他們都是寶貴和可以被建立的個體，當然，家

長亦需要經歷一種不斷的反思和求變，其中包括認識孩子，調校對孩

子的期望和要求，更新指導的方向和策略。我們盼望每位十四歲的少

年人都可擁有以下的特質：

‧ 有基本的學習、閱讀、書寫，運算和溝通的能力。

‧ 能掌握不同的遊戲和活動技巧。

‧ 能表達和應用適切的社交技巧，包括與同輩和長輩的相處。

‧ 能以一個開放的態度去理解和探索自己的性別角色身份。

‧ 能理解社會上不同行業的工作性質、特性和對社會的貢獻。

‧ 能理解自己和別人的獨特之處，注意兩性的角色，欣賞自己也

懂得欣賞別 人。

‧ 能夠發展以下的素質：

- 良好的生活習慣，如：自理能力、責任承擔、學習專注。

- 正確的價值觀，如：尊重權威、分辨對錯、承認錯誤、

責任感︙︙。

- 良好的自我感覺：處理情緒、同理心、好奇心、自尊心。

- 思考方法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2.2.1.3. 家長活動建議

‧ 《你的名字，我的心意》：與家長分享為孩子起名的因由，名字

的涵意和家長的期望。

‧ 《偶像大比併》附件三：家長回顧自己在童年時代的偶像，與孩

子作一個比較。

‧ 《小小興趣、大大志願》了解孩子的願望，與他發掘願望背後需

要的付出過程。如：一個喜歡小動物的小朋友可以預計在這項

興趣中獲得哪方面關於態度或技能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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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十四至二十四歲：「探索期」的特質和職志任務

「探索期」經歷孩子的中學和大學階段，這時候，他們的「價值觀」和「自我

觀」在進一步形成和趨向穩定，此階段，我們要鼓勵青少年人在參與行動和

自省的過程中更認識自己和身邊的世界，同時，青年人極有可能經歷到他的

第一份工作，也就是說，他已從職志發展的「探索期」和「裝備期」踏入

「建立期」。  從「探索」到初步的「建立」，家長的角色亦從一個觀察員和

鼓勵者變成孩子的「教育」和「籌劃」伙伴。

我們理解職業抉擇有以下幾個重要的階段：

1. 確立工作意義

2. 認識自我

3. 掌握市場動態

4. 訂立事業目標

5. 實踐行動計劃

在學的初段，青少年應在引導下，確立工作的意義和認識自我。在後階段，

當孩子真正面對找尋工作或已參與工作，家長便成了一個支援的角色，在背

後鼓勵和支持他們訂立自己的事業目標和進行實踐。

關於建立自我觀，心理學者Gottfredson , L.S.（1985）提出三個這個階段的

年青人的自我觀的發展和變化。

14-18歲：「成形」（Crystallization）

年青人對自我的認識從探索、掌握糢糊的意識，到開始有較穩定，內化的自

我觀念，其中一些表現特質，包括：

‧ 了解到計劃的重要性

‧ 對從「現在」到「將來」的時間意識加強

‧ 開始形成職業志趣的選擇

‧ 有較穩定的志趣趨向

‧ 重視資訊，增強發掘資源出路的意識

18-24歲：「專注」（Specification）和「實現」（Implementation）

‧ 對計劃有更周詳的考慮

‧ 有更穩定的志趣趨向

‧ 懂得分析有利和不利的因素

‧ 能有效運用資訊和資源

‧ 對自己的抉擇更有信心

‧ 能夠計劃和執行

‧ 投入裝備的行動

‧ 成功進入第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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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年青人踏足真正的職場，職業輔導員要藉著年青人的不同性格，興趣，

能力和價值觀的評估，務求把個人與工作湊合出適切的「配對」。然而，

在發展性的職志概念中，要達至適切的配對，並不能單單依賴這些評估的

結果，重要的是準備進入職場的年青人，是否已有一個「成熟」的自我觀和

穩定的「適應力」（Adaptability）。

按Super 的分析，一個在職志抉擇上未成熟的年青人，他們大都因為缺少接

觸真實工作世界的經驗，對資訊掌握不夠，對將來的時間觀念糢糊，他們並

不相信自己真正享有抉擇的能力和機會；所以，在這階段，如何讓他們的理

想從「成形」（Crystallization）到「專注」（Specification）和「實現」

（Implementation）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進入工作世界，年青人會因其個人能力，教育/就業機會和工作要求面對更

大的挑戰。工作員必須接受和承認，一個人要找到自己一份合宜的工作並非

容易的事情，面對社會的要求和規範，年青人需要不斷的對自己的能力評價

和價值觀作出調整，這是一個「爭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妥協」的過

程。（Gottfredson（1981）：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年青人

需要更現實的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理想。現代社會讓個人作出不同的嘗試和選

擇。所以我們不需要過早的認定一份「終身職業」；反之，家長應鼓勵孩子

珍惜每一份工作的機會，把經驗累積和消化，為日後更高的理想作儲備。

所以，在進入工作世界後，年青人將會進入爭取和妥協的循環。

2.2.2.1 家庭配合職志需要而作出的支援

家長應持的信念：

‧ 孩子需要學習獨立處理自己的決定和行動。

‧ 家庭是孩子背後持續支援的基地。

‧ 早期的職志抉擇和委身是一個不斷自我調整，進取和

妥協的過程。

‧ 「審慎」與「開明」並重：現代社會處處生機卻同時亦是處處

危機。家長以其豐富的閱歷和人生經驗，可以提供很多關於

職場和社會的現實境況讓孩子作為參考。同時，家長亦需要

有開明的態度，鼓勵孩子建構自己的理想。

家庭教育與職志抉擇的配合：

家長的角色既是各種職業的「代言人」，更是年青人的「學長」

（Mentor）。家長在年青人選擇職業過程中有幾個方面可以發揮的

功能：

‧ 持續支援：

包容限制，鼓勵突破

面對失敗，治療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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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應該是對年青人的背景，性格，強弱項較為了解，故此，

年青人在一個多變，求變的階段中更需要一種穩定的承托和一個關愛

的後防。在個人層面，年青人固然有一些性格的弱點和限制是他們

必須承認，接納和學習面對。在社會層面，面對社會種種的要求和

衝擊，在複雜的人際交往中，他們需要安慰和肯定，經驗到「成功」

時，我們要給他們真誠的喝采和支持。面對「失敗」，他們需要

體諒，中肯的回應和客觀的檢視。

創造空間：

年青人是無何避免的受社會的主流文化影響，學習機會，工作機會都

是「市場主導」。除了市場主導的抉擇外，他們還有其他機會嗎？當

我們鼓勵年青人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和理想時，父母提供的支援，包

括：精神、物質、情緒和網絡等方面。

2.2.2.2 理想的成效

‧ 認識和肯定自我，合理的接納自我。

‧ 懂得面對自己的限制和別人的批評。

‧ 開始建構自己的理想和人生目標。

‧ 養成良好的交往習慣，如：整潔儀容、守時、基本的禮貌等。

‧ 培養更具體的人際技巧，如：適切的表達、爭取，拒絕等。

‧ 責任承擔：認真投入、享受過程、懂得團隊的溝通和交代。

‧ 嘗試更多實踐工作的機會，包括：經驗挑戰、滿足感、別人的

要求和賞識。

‧ 學習解決問題，承受挫敗。

‧ 初步認識工作世界。

‧ 實踐決策、準備、執行和評估等步驟。

‧ 持續不斷的建立、應用和反思自己的信念，原則和價值觀。

2.2.2.3 家長活動建議

‧ 《搵好工︙︙》附件四：與家長和孩子一起探討彼此對「好工」

的理解和期望。

‧ 《我們一起來尋夢》附件五：與家長和年青人一起探討現代工作

市場的選擇，與孩子分享和策劃他 /她的夢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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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自我認識是成長階段的主要職志任務，引導成長中的孩子更理解自己的優點和限制，這是

家長和學校在這階段首要的工作。家長作為職業教育的伙伴，更是年青人的同行者，我們

需要鼓勵和支援他們，以下一些原則可供參考：

‧ 提供不同的經驗讓孩子參與，在過程中與他一同反思。

‧ 讓他認識自己在不同角色，不同位置的參與和表現。

‧ 讓孩子們經驗成功，成功的經驗並不來自虛浮的讚賞，孩子需要從訂立目標、經歷

計劃、體驗成功的喜悅和失敗的挫折中，學習與人分析和分享。再進一步反思為何成

功，如何面對失敗和解決問題。

‧ 身邊有支持的關係有助於孩子建立自信。

‧ 身邊有誠摯的回饋有助他們建立中肯的自我觀。

‧ 讓孩子參與在自我評估、自我完善的過程是必要的，引導他們發展適切的反思能力，

教導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同時，家人和學校需要提供合理，客觀和中肯的評

語，讓他們在誠實和關愛的回饋中有安全感和更願意承擔。

3. 「以家為本」的職業輔導計劃

3.1 服務內容

傳統的青少年職業輔導工作以程序為主導，青少年是直接的服務對象，當我們肯定

家庭系統的影響和家長的角色時，在策劃和執行年青人的職業輔導計劃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有新的考量。

首先，我們應肯定家庭和父母對青少年的重要性，發展不同的方式去支援家庭。

在個案的處理上，不應繞過家庭而只針對青少年的需要提供輔導。

再者，當我們認定「職志發展」是一個教育過程，家長應更早被邀請參與在過程當

中，我們強調的不只是「問題解決」，更應著眼在「預備」，「發展」和「開拓」的

層面，故此，有更多的渠道需要打通，更多的伙伴需要結盟。我們的目標是：

‧ 提升家庭功能，為青少年全面發展創造最佳條件。

‧ 加強親子關係，讓父母在子女進入青少年階段仍能發揮父母的影響力。

‧ 倡議 /加強父母在子女的職志 /職業發展上的角色和責任。

‧ 提供資訊、方法、技巧，讓父母能更好發揮協助子女職志/職業發展的新角色。

我們可以考慮透過以下的伙伴合作開拓有關的服務：

‧ 社會服務機構，包括：青少年服務機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等。

‧ 學校：在現時的課程系統可加強結合對工作價值觀的培養和對職場的認識。

其中，通識教育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平台，例如，可以訂立適切的協作題目，讓學

生認識社會不同的職業及其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再者，老師需要留意和檢視一

般被刻板定形的學生，嘗試以更開放的態度去看學生的能力和優勢，對不同類型

的學生訂立相應的期望和要求。

‧ 家長網絡：家長除了更主動參與活動和提供個別的支援外，事實上，每位家長本

身也具備了豐富的職場經驗，可以提供各行各業的參考，形成更生活化的

資料庫。

‧ 市場僱主：多讓僱主參與在職志教育的過程是有其意義。機構提供探訪面談的機

會，讓學生更早地接觸和理解實際工作的意義，這對年青人進入職場有正面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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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限制和阻力

在實際策劃和執行有關的活動時，工作員了解到家庭和家長的資源的同時，不要忽

略家庭的限制、困難和阻力，以便具體地作出支援。這裡提出幾項家長面對的困難阻

力，學員亦可透過大家的經驗分享，豐富自己的認識。

3.2.1. 家長的中年危機

青少年步入職業尋覓期，大多數的家長卻處於中年危機的境況中，家長們可

能也陷於一種不安全的狀態，擔心被裁員、工作壓力大、沒有滿足和成就

感，職業的功能是糊口而非實踐理想和成長。家長自己也極需要重整自己的

職業觀和工作態度，在不穩定中確立自己核心的工作價值。

3.2.2. 家庭的溝通模式

家庭中如果一直以來缺乏一種雙向的交流模式，父母較難在青少年的眾多決

定中參與。一般父母以為當子女長大，他們所肩負的照顧責任也就完成，子

女需要獨立處理自己的決定。另一方面，青少年在爭取自己獨立和人格形成

的過程中，擺出一個對成人意見的抗拒態度。如此背景，在溝通上已有多重

阻礙，雙方如不作出努力，爭取平等尊重的對話機會，父母在子女職業尋覓

的階段很難作出回應和支援。了解溝通的困難和重要性，家庭成員應更自覺

的衝破阻礙。其中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青少年和父母，在職業生

涯規劃、實踐的過程中同樣需要別人的諒解、支持和扶助。

3.2.3. 香港父母對文化承傳的困惑

擁抱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擔當承傳的責任本來是一種榮耀，但香港的新生

代和他們的父母未必能享受到這種榮譽感。相反，香港人被認為是無根的，

香港人偏向實用、擅於反應，對不同的文化有很大的包容度，正因如此，

香港人較看重效率成績；擅於適應多變和長於湊合。這樣，對於擇善固執、

勇於承擔承傳的角色，造成很大的衝擊，我們必需要自我反省，是否願意我

們的下一代承傳著急功近利、推卸責任、互相埋怨等態度？如何去蕪存菁，

把屬於香港的優秀傳統成為我們的共同責任。

在服務提供方面，以下的一些建議可以作為參考：

‧ 提供資訊、方法、技巧，讓父母能更好發揮協助子女職志/職業發展的

新角色。

‧ 家校合作：共同發掘和發展學生興趣/職業志趣。

‧ 舉辦工作坊和研討會。

‧ 建立家長的支援網絡。

‧ 改變思維：消除家長對子女職志發展的誤解和障礙（例如，由定型性別

角色所引起的障𡝱或對某些職業的誤解）。

‧ 加強家庭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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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個案分析
請就部份欠缺升學或工作動機的青少年個案（例子見附件六），從青少年職志/職業輔導

的角度，討論家長和家庭工作，怎樣協助案中的青少年的職志/職業發展。下面是協助你

討論的大綱：

1. 個案中青少年所面對的主要是什麼問題？他們有甚麼個人助力和阻力？

2. 個案中青少年所面對的問題與他的家庭 /父母有什麼關係？家庭背景因素對他們有

甚麼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3. 介入家庭 /父母來協助個案中青少年適當嗎？為什麼？

4. 如果介入家庭/父母來協助個案中青少年是適當的話，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5. 有什麼方法和技巧可以運用？

學習活動
小組討論
指示

‧ 五至六人一個小組。

‧ 每一個小組選擇下面一個題目去作討論。

‧ 討論時間二十分鐘。

‧ 討論完畢後向全組報告。

討論題目

1. 不同家長對子女的職志 / 職業發展抱有不同的態度。就你的經驗而言，這些家長包

括那些類別？他們各自的問題在哪况？如何協助不同類型的家長？

2. 子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父母在他們的職志/職業發展上的角色也有所不同。試說

明父母在子女不同發展階段上協助子女職志發展的角色和責任。工作員如何協助父

母履行他們的角色？

建議：

關於青年人在不同階段的職志需要和父母的角色，可參考本單元內第二章。

另外，關於協助父母如何履行他們的角色，工作員可嘗試鼓勵父母在以下幾方面的檢視和

反思：

‧ 自己對子女的期望，這些期望是否適切

‧ 多從正面的角度去看自己家庭的資源

‧ 父母自己的職志發展經歷和心得

‧ 父母所從事的行業和在職場上的經驗

在檢視的過程，父母在回顧和反思中對自己的理念，價值觀和經驗進行整理。隨後工作員

可以給予回饋，亦可以按個別的需要給予鼓勵和支援。

3. 討論在以下各類社會福利機構開展家庭為本的青少年職業輔導工作上，有什麼困難，

並為這些困難提出一些解決辦法：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青少年服務機構

‧ 學校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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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程序設計

五至六個人為一組，以三十分鐘時間設計一個以家庭為本位的青少年職業輔導計劃 /程

序，然後向全體參加者㶅報，擬訂的計劃必須考慮到機構 / 單位的背景、家長、要解侫的

問題和希望達至的目標。

計劃內容須包括：

機構 /單位背景：

要解侫 /處理的問題：

家長對象：

計劃 /程序目標：

計劃 /程序內容：

成效指標 /檢討方法：

預期困難和解侫方法：

財政預算：

ht tp : / /www.emb.gov .hk /F i l eManage r /EN /Con ten t _1993 /Workshee t%

20-%20Career%20Development.pdf

以上網址提供一些程序設計的範本可供參考

小結

社會、社區和家庭對年青人的職志發展和抉擇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以家為本」的青年

就業輔導取向目標是強化年青人身邊的三個網絡。工作者需要意識到這三者的互為影響和

作用。把家庭的影響納入職志輔導介入的策略並不在於把問題複雜化，工作員應嘗試以更

開放的態度和宏觀的角度分析這些影響因素，在介入策略上，以致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和配

合。如上面所述，職志發展的工作是始自早期教育，學校、家長和社區應及早對話，識別

不同資源，把握個人在不同階段的特性，為他們提供適切的關注和具體支援。

IV. 結論

我們認定年青人是香港社會重要的「人力資本」，社會需要他們，同時，他們亦需要社會

的重視、珍惜、理解和培育。面對年青人就業的需要，社會的責任並不單在創造就業和培

訓機會。更重要的是如何協助年青人建立一套正確和積極的價值觀，社會需要一批有理

想、獨立自主、勇於承擔、創新開放、不亢不卑的年青人，要具備這樣理想的質素，需要

家庭和社會共同努力和配合。

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個寶藏，一個未成形的寶藏，這個寶藏的發掘和保存是父母終生的一個

尊貴任務。期望這份教材能提醒我們，有質素的培養是始自每位年青人的童年。父母須及

早意識到家庭教育對年青人的職志發展的重要性，並願意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承擔不同的角

色和任務。

要相信年青人必定有天賦的優越條件，能夠運用這些條件，需要不斷的檢視和突破限制，

在參與過程中發掘和認定自己的專長和能力。協助他們細心整理自己從前的經驗，分析一

下他們家庭的獨特環境，繪畫一個真實、正面和可以更新的「自我」，並尋找到一個有意

義和價值的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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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要旨重溫

1. 年青人的職志抉擇是一個發展過程，了解家庭的阻力和助力有利於協助年青人建立

正確的價值觀和得著持續的支援。

2. 作為輔導青年就業的工作員，需要理解家長在職志發展中所擔任的不同角色，要善

加鼓勵、推動和支援。

3. 家長擔當著家庭文化的傳承角色：

每個人的「家庭資源」，包括了家庭的結構背景和溝通動力。家族優良的遺傳質素；

或是不利的家庭環境對個人性格意志的操練，每個家庭應當珍惜、保持和發展這些

優勢。

4. 家長擔當著兒童成長期的教育者，性格塑造者的角色：

根據Super, D和Gottfredson的說法，年青人在14歲以前經歷一個重要的成長階

段，是「自我概念」的形成和趨向穩定的階段。一個自信，有責任感，對自己和環

境敏感，積極投入，勇於嘗試的自我是有賴家庭在童年階段所作出的適切教育和中

肯的回饋；也有賴於孩童有足夠的機會和空間去實踐和嘗試。

5. 家長擔當著職業的「代言人」和持續支援者的角色：

14-24歲是年青人對生活理想的進一步專注和實踐的階段。作為各種職業的代言人和

年青人背後的支援者，家長的角色是支援年青人學習真誠和樂觀，在現實中，堅持

理想，矢志追求和投入其中。

6. 配合家庭資源在就業輔導過程是一個「以家為本」的職志輔導策略。工作員需要敏

感到家庭的助力和阻力，在不同層次的介入中（包括：個案、小組、職志教育活動）

須考慮家庭的因素，強化正面優勢、澄清誤解和移除阻礙。

7. 「以家為本」意味共融社會多層次的資源，除了家庭資源，還包括：學校、社區、僱

主和青年工作者，他們需要進一步的協調和結合，讓職志教育和輔導成為更前瞻性、

主動性和預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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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 職業 優秀特質 我和他 /她相似的地方︙

祖父

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

叔

伯

姑

姨

舅

表姐妹

表兄弟

父母、兄弟、姊妹

其他

VII. 其他資料

附件一：《家庭尋寶圖》

活動目的：

1. 從家庭圖追溯家族的職業模式。

2. 欣賞每一位家族成員的優勢特質。

3. 檢視自己從家庭成員中遺傳得到的優良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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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家有家規》

活動目的：

1. 檢視每一個家庭的不同行為模式。

2. 探討行為和習慣背後的價值觀。

3. 嘗試「去蕪存菁」，留意負面的價值觀，弘揚正面的價值觀。

家庭習慣 背後的價值觀

供養父母 /與家中長者的相處

與家中傭人的相處

小孩生日如何慶祝

嘉獎的因由 /如何嘉獎

懲治的因由 /如何懲治

小事的決定

‧ 決定晚飯的地點

‧ 決定渡假的選擇

大事的商討

‧ 學校的選擇

‧ 工作的選擇

面對困難的處理

‧ 有人患病

‧ 有家人經歷很大的挫折

消費的原則

其他成文 /不成文的習慣

討論：

1. 不同的家庭背景如何衍生不同的家庭文化。

2. 嘗試把價值觀歸類，如：對人、對事、對成功和失敗的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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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偶像大比併》

討論：

1. 父母和孩子的偶像是否有著相同的質素？如大家喜歡的人物是足球明星或是畫家，

這顯示出發父母的興趣如何影響子女，也可以進一步探究如何更積極的運用這種

影響力。

2. 偶像對人的影響可以有哪方面？從他們的外觀至內在素質去探究。

3. 從長遠的影響來看，父母如何鼓勵子女學習偶像的優良素質？

附件四：《搵好工︙》

你的子女對工作有何期望，可以跟他們一起檢視

討論：

1. 在上述的列表中揀出六項子女認為最重要的選擇職業的條件？

2. 在四個空格上填上一些「自選」條件。

3. 討論這些條件背後的價值觀或想法，如選擇「工作輕便」是因為對自己要求不高？

抑或是因為對時間分配有其他考慮？

4. 讓他們分享一下這些條件背後是受什麼因素影響：家人的期望、父母相同的價值觀、

社會主流價值觀︙︙等。

5. 父母參加者可以分享和比較自己的職業價值觀。

人物一

他 /她是誰？

為什麼他 /她是我的偶像？

他 /她在那些方面影響我？

我希望向他 /她學習的是︙

人物二

他 /她是誰？

為什麼他 /她是我的偶像？

他 /她在那些方面影響我？

我希望向他 /她學習的是︙

人物三

他 /她是誰？

為什麼他 /她是我的偶像？

他 /她在那些方面影響我？

我希望向他 /她學習的是︙

爸爸 /媽媽的偶像 孩子的偶像

人物一

他 /她是誰？

為什麼他 /她是我的偶像？

他 /她在那些方面影響我？

我希望向他 /她學習的是︙

人物二

他 /她是誰？

為什麼他 /她是我的偶像？

他 /她在那些方面影響我？

我希望向他 /她學習的是︙

人物三

他 /她是誰？

為什麼他 /她是我的偶像？

他 /她在那些方面影響我？

我希望向他 /她學習的是︙

學習機會

入息穩定

有益於社會

晉升機會

工作輕便

正當公平

地點適中

接觸面廣

發揮所長

多變化

時間固定

自由

學有所用

人事簡單

有彈性

服務人群

提供訓練

有挑戰性

福利多

有規律，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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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我們一起來尋夢》

家長有聽過以下的職業嗎？

職業 有。是作什麼的？ 沒有

1. 體適能教練

2. 職業治療師

3. 公關

4. 商業設計

5. 保安主管

6. 中藥調劑配藥員

你知道自己孩子的夢想嗎？

讓他分享一下他的夢︙

「尋夢圖」PATH（Planning Alternative Tomorrows with Hope）原由Jack Pearpoint,

Marsha Forest and John O'Brien設計，多用於兒童或殘障人仕群體。家長的參與在整個

過程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有很好的效果。工作者要陪同家長和年青人一起構思和討論，

年青人可以用文字或圖像表達。

1. 「北極星」：你的夢想是什麼？

2. 用手觸摸一下你的夢想，分享多一點這個夢想的內容。

3. 你現在的起步點在那裡？

4. 家長與年青人一起計算，要達成夢想，需要邀請誰人參與其中。

5. 要達到夢想，有什麼方面需要裝備和建立自己？

6. 策劃隨後幾個月的實際行動。

7. 策劃下一個月的行動。

8. 決定下一步的具體行動，並選擇一位同行者一同參與。



234

單

元

七

附件六：《青少年升學或工作問題個案》

個案一

小強現年十五歲，就讀中二級，與父母和兩個年齡分別為十二歲和八歲的妹妹同住。

父親為一電視台的美術技工，月入約二萬元。母親是家庭主婦，十分重視子女

（尤其是小強）的學業，給予小強不少壓力。小強一直滿足不了母親對他在成績上的

過分要求，成績由一般跌至低劣，踏入中學後，已經完全無心向學，開始出現一些

輕微的行為問題。

過去三年，小強與母親的關係變得差勁，由於他對母親給予的壓力沒法承受，小強

只有消極對抗，在家拒絕與家人溝通，在網上和打機度日。過去一年，他有一兩次

離家出走的紀錄，雖然，有社工協助，小強的問題、成績和與母親的關係亦沒有改

善，母親亦因為不知如何面對他而出現健康問題，與丈夫的關係亦轉壞。

小強有很好的美術天份，尤精於畫圖畫，六歲時已能畫出很高水準的連環圖，近年，

因沉迷電腦遊戲和上網已不再畫圖畫，對其他學習缺乏動機和動力，他曾對社工表

示，因為母親經常到校與老師討論他如何改善學習，因而他感到自卑和無奈。他對

社工表示在堂上測驗時，多次出現腦袋空白的情況。

小強在本學期大考成績大部份科目不及格，學校已勒令他退學。小強和他的母親都

在面臨小強繼續升學還是就業的兩難局面中。

介入建議：

十五歲的小強踏入一個自我觀念「成形」的階段，如何強化他的能力和興趣

（美術），讓他對自己建立一個較積極和正面看法，對他日後的發展至為重

要。這個個案的家庭對小強的期望明顯是構成阻力。如何促進家人，特別是

調校母親對兒子的期望，轉化這種家庭的關注成為一種助力（如：父親的

職業背景可以成為小強的一個生命的參考），支持小強建立目標，激發

動力，過程中，讓他參與尋找相關的訊息和機會，這可以視為一個突破目前

的困局的方向。

個案二

大明現年22歲，中學畢業後一直沒有固定職業、最長一份工作不超過三個月。大明

與父母及十八歲之妹妹同住，父親是一名裝修工程承辦商，母親是家庭主婦，妹妹現

時就讀大專副學士課程。雖然大明的父母偶爾會為他的工作和前途爭吵，但整體家庭

關係尚算融洽。

大明自小無心向學，成績十分低劣，在初中時，他竟被評估為資優兒童，智商接近

140 。他曾一度十分努力讀書，但成績一直沒有很大的進步。曾經參與中學會考

兩次，結果沒有一個科目成績及格。  父母曾安排他到臺灣就讀大學預備班。  但因

成績欠佳，一年後，他被學校勸退。

大明的生活有父母供給，雖然他不抗拒工作，但找工作的動機不強。大明的父母正

為他的前途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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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建議：

這個個案讓我們反思，認識到良好的家庭背景，優秀的個人素質為什麼沒有造

就出預期的理想效果？我們需要理解和承認一個事實，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

體，他需要有足夠的空間去探索和確立自我，許多調查報告顯示，資優學童有

特別的學習需要，他們在主流學校的模式中未必得到充份的關注和協助，長期

處於一種不被理解和認定的狀態，我們不難明白為何一個二十二歲的年青人竟

然是這樣的無助和缺乏動力。這個個案的介入方向可從幾方面考慮：

1. 二十二歲的年青人需要爭取對自己生命的承擔，一些職志和性向評估可

以作為初步的介入，利用這些評估資料作為對話的開始，更重要的是幫

助大明從日常生活中看見自己，從而確立一些關於自己的正確和正面

訊息。

2. 成就感對於建立自我是重要的，讓大明參與在一些簡單但有意義的工作

上，幫助他反思參與的經驗，為進一步的參與鋪路。

3. 對於大明的父母來說，兒子讀書不成仍是一個心結，他們需要學習承認

兒子的需要，給予機會和精神上的支援。

個案三

志雄現年十九歲，中五畢業後，嘗試找了一段時間工作，不果，在家呆了大半年。

在同學的介紹下參加了青年就業見習計劃，完成了基本導引課程後，就找到了實習

工作，在速遞公司做速遞員。

志雄在最初的兩個星期，基本上還能滿足工作的基本要求，進入第三個禮拜後，工

作表現出現不穩定的情況，每星期都有一兩次遲到，後來更無故曠工。個案經理發

現他的媽媽採取十分姑息的態度，甚至對個案經理說謊，保護志雄。最後，志雄被

公司辭退。

經過兩個月的時間，志雄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在一間貨倉做倉務員。經過一個月

的時間後，志雄又故態復萌，他的母親又開始包庇他。個案經理發覺志雄很受比他大

三歲的哥哥的影響。他哥哥在中學畢業後也是長時間沒有工作，很多時間呆在家中，

無所事事。

介入建議：

這個個案讓我們看到家庭的過分支援所帶來的負面後果，要擺脫母親長久以

來擔任的保護角色並不容易，志雄需要先學習獨立地處理自己的問題，他才

有機會「拒絕」母親善意的保護。當志雄踏進勞動市場後，經驗到家庭以外

的社會系統，這個系統的文化和要求是他需要學習理解和適應的。「青見計

劃」的一些跟進項目，如：小組的支援可以為志雄建立一個新的支援網絡，

社工可以利用這個平台，聯繫其他相關的資源，如：僱主和「青見計劃」的

成功個案，讓他掌握更清晰的實況。

當然，「青見計劃」的跟進也可以考慮對這些年青人背後的家庭進行教育，

提醒他們一些重要的支援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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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乃 空 白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