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 人 發 展 篇  

 

年 級  課 題 名 稱  目 標  

1. 畫一個我 自我概念 

2. 我的救星 解決問題 初 

3. 安全三步曲 自我管理 

 

1. 魔鏡魔鏡 自我概念 

2. 處理問題的技巧 解決問題 中 

3. 保護自己 自我管理 

 
1. 我改變了 自我概念 

2. 不用衝動，想想至做 解決問題 高 

3. 青春期的煩惱 自我管理 

 



個人發展篇〜畫一個我 
 

目    的： 1. 協助學生了解自己身體上的特徵。 

2. 讓學生明白自己和同學的差異，懂得欣賞自己及尊重別人。 

3. 讓學生明白所有人都是有分別的，每個人都是獨特而有價值的。 

對    象： 初小學生 

教學節數： 1 節 (35 分鐘) 

教學資源： 1. 工作紙「我的自畫像」 

2. 活動前一日提示學生帶彩色筆、鏡子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5 分鐘) 

1. 小手擺哪裡 

教師問：“小手擺”，學生答：“擺哪裡”；引發小朋友對參與活動

的興趣。 

老師示範及指示學生將小手放在身體上或臉上五官部份。 

學生模仿老師動作放置小手，嘴裡跟著唸“擺哪裡”。 

能夠配合老師口令，動作正確的學生，老師給予鼓勵。 

II. 活動內容： (20 分鐘) 

1. 看看我自己  

教師請學生拿出鏡子，仔細觀察自己的五官特徵。 

教師可逐一唸出：「現在請每個同學看看自己的眉毛、眼睛、鼻子、嘴

 



巴、頭髮••••仔細看清楚啊!」 

2. 畫一個我：  

教師請學生將自己的觀察結果，直接畫在圖畫紙上。 

教師請說明：這張畫不在於畫畫技巧的好壞，而是看同學是否能把自

己的特徵，大膽的畫出來。學生各自作畫。 

3. 學生持畫上台介紹自己。介紹的內容是：“我是      ，我的眼 

     睛••••，我的嘴巴••••，我的••••，我覺得•••• 

     自己最好看 (或最可愛) 的部份是••••。” 

4. 針對同學的發表，教師可給“你對自己觀察得很仔細”或“你說 

     得很清楚”••••等回饋，勿評價畫得好壞。 

III. 反思及總結： (10 分鐘) 

 教師提問 

1. 對今天的整個活動，你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2. 平時，你會以外表來選擇朋友嗎？為什麼？ 

教師總結 

1. 透過今天的活動，每個人對自己有更清楚的了解，亦明白每個人的長相

都有些不同，亦有不同的特徵。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這些都

有助大家日後的相處。 

2. 好看的定義，並不在外表的長相，而在乎給人正體的印象，包括笑容、

說話態度及精神情況等。結交朋友也不是以外表作為選擇的依據，而是

用心去欣賞。 

 



個人發展篇〜畫一個我 
姓名：                       

我的自畫像 
班別：                       

日期：                       

 



個人發展篇〜我的救星 
 

目    的： 1. 讓學生明白遇到困難時，可找其他人協助。 
 2. 協助學生建立幫助自己解決困難的人際網絡。 

對    象：初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 (35 分鐘) 

教學資料：工作紙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 (5 分鐘) 

 請學生講出以下情境的求救方法 

1. 沙灘上有人遇溺 － 求救鐘、救生員、水泡……… 

2. 火警 － 火警鐘、消防員、滅火器、水喉…….. 

3. 迷路 － 警察、哨子、電話、閃燈…….. 

 

II. 活動內容 (25 分鐘) 

1. 在我們遇到困難時，我們一樣可以「求救」。 

2. 請學生舉例說出平常會遇到什麼困難。 

3. 請學生填寫工作紙，分別列出在學校、家裏、朋友中以及公共場

所，可以幫助我們的人。 

4. 請兩、三名學生讀出他們的選擇及解釋名單上的人為什麼可以幫

得到他們。 

 

 



III. 反思及總結 (5 分鐘) 

 教師總結 

1.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時會遇到一些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包括學

業、與同學的紛爭或情緒的問題，我們是可以尋求別人幫助的。 

2. 父母、老師、兄弟姊妹、親友或同學都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困難的

人。 

 



個人發展篇〜我的救星 

工作紙 
 

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他 們 都 可 能 是 我 的 救 星  
家 裏

請 寫 上 「 他 們 」 的 名 字 ：  

 

公 眾 
場 所 學 校 

當我遇上困難 

 

朋 友 其 他 

 



個人發展篇〜安全三步曲 
目    的：1. 讓學生認識「保護自己」的定義。 

 2. 協助學生分辨「好」與「不好」的身體接觸。 

3. 協助學生學習向陌生人和非善意的接觸說「不」。 

4. 協助學生學習「安全三步曲--- NOT」。 

對    象：初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35 分鐘） 

教學資源：1. 圖片（T1） 

2. 水溶性筆（膠片用） 

3. 工作紙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5 分鐘） 

1. 展示圖片 (T1)，教師指出人與人的相處，有不同種類的身體接觸。 

   好的接觸是合理和可被接受的，使人感到愉快；不好的接觸是不

合理和不被接受的，令人感到憤怒、不安與驚惶。 

2. 教師與學生一起分辨圖片 (T1) 上的不同情境屬於「好」或「不

好」的身體接觸，並把情境連線於可能引發的感受上。 

II. 活動內容：（25 分鐘） 

1. 派發工作紙，教師逐一描述圖片的內容 (摸頭、拖手、掃背、被

推倒、踢人、摸下體、蓄意碰撞和擁抱)，請學生分辨不同的身體

接觸。好的接觸畫上☺，不好的接觸畫上 ，並替圖片中的主角

 



填上表情。 

 

2. 講解「安全三部曲」的內容  

 邀請學生集體做三個動作，學習「安全三部曲」。 

動作一：N--NO 搖手、搖頭及大聲說「唔得」。 

動作二：O-- OFF 站起來原地跑，表示盡快遠離侵犯者。 

動作三：T-- TELL 舉手表示要把遭遇的事告訴自己信任的大人。 

III. 反思及總結：（5 分鐘） 

 教師總結 

-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接納自己的樣貌和保護自

己的身體。保護自己的身體就是不要隨意被人觀看或觸摸

我們的私人部位。 

- 若我們遇到一些不合理的觸摸，或別人要求我們做些古怪

的事，同學有權大聲說「不」，拒絕這些事情。遇到任何令

我們感到害怕、驚慌和不舒服的接觸，我們要勇敢地拒絕，

然後告訴自己信任的大人，才是正確的做法。  

 



個人發展篇〜安全三步曲 T1

 



 個人發展篇〜安全三步曲 
工作紙 

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分辨「好」與「不好」的身體接觸 

好的接觸畫上☺，不好的接觸畫上  

 



個人發展篇〜魔鏡魔鏡 
 

目    的：讓學生認識個人的能力、長處及接受自己的短處。 

對    象：中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35 分鐘） 

教學資源：1. 「示範樣本」 

     2. 「自我睇真 D」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5 分鐘) 

 請同學出來，一人扮魔鏡，另一人照鏡，做一兩個動作後，便問魔鏡：

「魔鏡、魔鏡，我是不是個超級有禮貌/勤力/聰明的人？」魔鏡祇答「是」

或「不是」，同時教師須照顧同學的感受。 

II. 活動內容：(25分鐘) 

1. 教師利用「示範樣本」與學生討論個人的能力表現、長處及短處

等。 

2. 學生參照「示範樣本」的形式，在「自我睇真 D」填上個人能力

表現、長處及短處等。教說明不會收集工作紙，祇給學生用作自

我認識及與友人分享。 

3. 完成後，鼓勵學生與同學分享自己的看法、感受和意見。從而增

加對自己及別人的了解，學習欣賞自己及別人的優點，接納及積

極改善個人不足之處。 

4. 教師提問 

i) 當你聽到同學評價自己的個人能力、長處及短處，你會有甚麼

感受呢？ 

ii) 當你聽到同學分享對你的意見及看法時，你又會有甚麼感受

呢？ 

 



 

iii)今天有同學提出了你個人不足之處，你會怎樣處理呢？（接納

及積極改善） 

iv) 面對別人的不足之處，你會如何去幫助他們呢？ 

v) 綜觀各人的長處，你會選擇那一項去發展呢？如何發展呢？ 

III. 反思及總結：(5 分鐘) 

 教師鼓勵學生分析自己的能力，發掘自己的長處及接受自己的短處，

並學習與友人分享大家的看法、感受和意見。從而增加對自己及別人

的了解，學習欣賞自己及別人的優點，接納及積極改善個人不足之處。 

 



 

個人發展篇〜魔鏡魔鏡 
「示範樣本」 

 

與學生討論個人的能力表現、長處及短處等。 

 

 



個人發展篇〜魔鏡魔鏡 
工作紙「自我睇真 D」 

學生參照「示範樣本」的形式，填上個人的能力表現、長處及短處等。 

 
 
 
 
 

 



個人發展篇〜魔鏡魔鏡 
「示範樣本」 

與學生討論個人的能力表現、長處及短處等。 

 

 



個人發展篇〜魔鏡魔鏡 
工作紙「自我睇真 D」 

學生參照「示範樣本」的形式，填上個人的能力表現、長處及短處等。 

 
 

 



個人發展篇〜處理問題的技巧 
 

目    的：1.協助學生瞭解遇到困難時的感受。 

2.協助學生瞭解每個問題都有多個解決方法，而每個方法可能產

生不同的結果。 

對    象：中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 (35 分鐘) 

活動資源：工作紙―八爪魚專家 (共四張)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 (5 分鐘) 

1. 教師講出一些情境，例如：有同學打你、替你「改花名」、取笑你…，

讓學生分享感受和處理方法。 

II. 活動內容： (20-25 分鐘) 

 「八爪魚專家」 

1. 引言：既然，問題可以有多元化的解決方法，現在便要運用創意，嘗

試解決以下的問題：解決的方法要多樣化，但要有效及可行的。 

2. 將學生分作四人一組，分派工作紙，每組只解答一題。而教師鼓勵學

生盡量列出各種可行的解決方法，然後匯報。 

 

 

 

 



3. 討論題目如下： 

 大清早起床時，發現沒有自來水梳洗，但又要趕著上課，怎麼 

 辦？ 

 上學途中，才發覺忘記帶手冊，怎麼辦？ 

 在上課前，你的眼鏡框中央部份突然斷開，你有甚麼方法可以令

你繼續安心上課？ 

 早上發覺掛在晾衫架上的校服給樓上滴下的油漆塗污了，怎麼

辦？ 

4. 過程中教師要提點學生須配合實際情況而想出各種可行的方法。 

 

III. 反思及總結： (5 分鐘) 

 教師總結 

每天我們都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就以這個活動為例，只是一個早

上，我們已想出不少方法，解決日常生活的難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可

以是多樣化的。但是，無論是怎麼樣的方法，都是要切實可行的方為有

效。否則便不能真正地解決到問題了。 

 



八爪魚

我是八爪魚，專門解決小朋友們常遇

方法多樣又通行，今次我們一起來解

 

 

八爪魚

我是八爪魚，專門解決小朋友們常遇

方法多樣又通行，今次我們一起來解

大清早起床時，發現沒有自來水梳洗

 
八爪魚專家方法多，例如可以：   
 
2.                             
 
4.                             

上學途中，才發覺忘記帶手冊，怎麼

 
八爪魚專家方法多，例如可以：   
 
2.                             
 
4.                             
 

專家 
到的問題， 

疑難吧！ 

專家 
到的問題， 

疑難吧！ 

，但又要趕著上課，怎麼辦？ 

   1.                        

    3.                        

    5.                        

辦？ 

     1.         

      3.         

      5.         

 

               

               

               

 



 

八爪魚專家 
我是八爪魚，專門解決小朋友們常遇到的問題， 

方法多樣又通行，今次我們一起來解疑難吧！ 

在上課前，你的眼鏡框中央部份突然斷開，你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你繼續

安心上課？ 

八爪魚專家方法多，例如可以：        1.                         
 
2.                                   3.                        
 
4.                                   5.                        

 

 

 

八爪魚專家 
我是八爪魚，專門解決小朋友們常遇到的問題， 

方法多樣又通行，今次我們一起來解疑難吧！ 

早上發覺掛在晾衫架上的校服給樓上滴下的油漆塗污了，怎麼辦？ 
 
八爪魚專家方法多，例如可以：        1.                         
 
2.                                   3.                        
 
4.                                   5.                        
 

 



個人發展篇〜保護自己 
目    的：1. 加強學生保護自己的意識。 

 2. 協助學生學習預防被別人性侵犯的方法。 

對    象：中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35 分鐘） 

教學資源：圖片「多多告訴你」 

活動建議 ： 

I.   熱身活動：（5 分鐘） 

1. 展示「多多告訴你」圖片，教師指出每個人都須要學習保護自己、

免受傷害，如穿衣服禦寒，帶太陽眼鏡保護眼睛，吃維他命丸預防

疾病等。在保護自己的身體，免被別人性侵犯這一方面，我們必須

學習預防的方法。 

2. 教師提問學生什麼是不好的身體接觸。 

 

II.   活動內容: ( 25 分鐘) 

1. 角色扮演 

讓學生在提供的一個處境中扮演受害者，演繹如何用正面的方法逃

脫險境。 

教師讓學生想出多些危機性的處境來作角色扮演。若他們無法一時

想到例子，可參考下列的例子。 

：表哥與你玩遊戲，輸了便要脫衣服 

 



：在圖書館裏有人觸摸你的臀部 

：有位叔叔叫你和他一起看一些裸女雜誌 

：補習老師抱著你，然後用手觸摸你的大腿及陰部 

：游泳教練拿著你的手觸他的陰莖 

：在公園裏遇見露體的人 

2. 教師邀請學生說出誰是他們信任的人，從而協助他們預先設立求助

網絡。 

III. 反思及總結: (5 分鐘) 

 教師總結 

1. 每個人都須要保護自己的身體，並且有權拒絕別人接觸自己的身體。 

2. 留意自己身處的環境，明白避開危險的重要。 

3. 若被人性侵犯，須保持鎮靜，盡快逃離現場，尋求協助，及告知我

們信任的人。 

 



個人發展篇〜保護自己 
多多告訴你－保護孩小免受傷害

取材自防虐待兒童委員會出版「多多告訴你－保護孩小免受傷害」

小 朋 友 ， 你 們 好 ，  

我 叫 多 多 ，  

多 多 學 識 多 ，  

對 小 朋 友 愛 心 也 最 多 。  

跟 我 玩 ， 跟 我 看 ，  

學 會 愛 護 你 自 己 ，  
免 受 別 人 的 傷 害 。  

 



個人發展篇〜我改變了 
 

目    的：讓學生瞭解興趣及能力會因時間而改變。 

對    象：高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35 分鐘) 

教學資源：工作紙 (一)「青蛙的生命周期」 

 工作紙(二)「 我改變了」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 (5 分鐘) 

 分派工作紙(一)「青蛙的生命周期」，請學生排列青蛙的成長周期。 

II. 活動內容 ： (25 分鐘) 

1. 教師與學生談論青蛙每一個成長階段的改變。 

2. 請學生完成工作紙(二) 「我改變了」。教師邀請個別學生分享工

作紙內容。 

3. 教師舉例並說出自己的興趣及能力是怎樣因時間而改變。 

III. 反思及總結： (5 分鐘) 

 教師總結 

1. 成長中的青蛙常在改變。 

2. 我們的興趣及能力常在改變。 

3. 萬物皆在變。 

 



個人發展篇〜我改變了 

工作紙(一) 

姓名：               班別：               日期：             

青蛙的生命周期 

請以 1,2,3 列出青蛙的生命周期，1 為最先，3 為最後 

 



個人發展篇〜我改變了 

工作紙(二) 
 

姓名：                      

班別：                      

日期：                      

 

 

 

 

 
 

 五  歲 現  在 

我的朋友   
我常用的詞句   
我喜愛的玩具   
我喜愛的電視節目   
我喜愛的活動     
我的恐懼   
我的願望   
 
我在其他方面的改變：                                              

                                                                  

                                                                  

 



個人發展篇〜不再衝動、想想至做 
目    的：1. 讓學生認識衝動如何影響判斷力 

2. 讓學生明白衝動行為引致的後果 

3. 鼓勵學生學習凡事想想至做 

對    象：高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 (35 分鐘) 

教學資源：1. 工作紙 (一)：個案討論 

 2. 工作紙 (二)：學生參考資料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 (10 分鐘) 

「決定時候」活動 

1. 教師把學生分成 4-5 人一小組，告訴他們你需要他們做一個決定，

但不會告訴他們那是什麼決定及在何時作出。你將會一句一句讀出一個

短故事，中間會有短暫停頓，每組可作考慮，如已有決定可示意停止故

事及說出他們的決定。開始前測驗一下是否每個學生都清楚活動程序。 

 教師一句一句講出故事，每個「停」字停五秒，直至有一組作出一

決定。教師請該組的代表說出他們的決定。 

情境：黃昏時，你正在一個沒有人的海灘上散步。途中你看到一條大沙

灘巾放在沙灘上，巾上放有一個旅行袋，不遠處有一隻小狗。當你再往

前行，你發覺海浪沖來了一隻獨木舟。小狗卻不斷向著獨木舟大叫和向

海上張望。在大浪拍打岸邊的同時，你亦聽到一些微弱的呼救聲。(停)

 



你看見什麼？海中遠處的一點鮮黃色好像是救生衣。(停)沙灘盡頭有求

救電話。(停)而沙灘正掛上紅旗。(停)而那小狗正在獨木舟旁跑來跑去。

(停) 

2. 如學生到此仍未有決定，問學生：「你們現時會怎辦？」「覺得其他

同學所作的決定怎麼樣？」、「為什麼還未能作出決定？」 

3. 教師提問，如有以下資料，你們作出的決定是否會不同？ 

 你們全都是游泳健將。 

 沙灘盡頭的求救電話不見了/壞了。 

 沙灘盡頭有一批成年人。 

 有警車經過。 

 每年 900 個游泳健將遇溺。 

教師小結：如資料不足，沒有想清楚，一時衝動所作的決定，可能會有

反效果，所以想想至做，後果更好。 

II. 活動內容 ： (20 分鐘) 

1. 個案討論 (六人一組，每組一張工紙)  

以下一些你或你的朋友會遇到的情況。在「即時後果」一欄中，填上你

即時想到的後果；在「長遠後果」一欄中，寫下你想到的一些長遠影響。

然後與組員一起傾談，討論大家所填寫的答案。 

 

 

 

 



個案/決定 即時後果 長遠後果 
1. 在精品店裡，你的同學偷了一件精品，

還叫你去偷一件，你沒想清楚便答應。

  

2. 跟以上情況一樣，但最後你拒絕了偷東

西。 
  

3. 你的同學都喜歡吸煙。你覺得如果不吸

煙，就像個局外人，於是你也跟他們一

起吸煙。 

  

4. 跟以上情況一樣，但最後你堅持不吸

煙。 
  

5. 你經常被人欺負，有朋友叫你跟他的黑

社會大佬，你為免被人欺負，因此答應

了。 

  

6. 跟以上情況一樣，但最後你沒有跟黑社

會大佬。 
  

2. 學生分組匯報 

 每組用 1 分鐘報告其中一個個案的討論結果。 

 

III. 反思及總結 (5 分鐘) 

教師總結 

1. 分析後果是重要的，知道有「即時」及「長遠」後果更加重要。

有些決定會帶來即時或短暫的好處，但長遠影響卻很壞；相反，

即時看似不好，但長遠是好的。長遠後果有時不是有形可見，這

可能是一種感受，例如成功感、優越感、罪惡感，焦慮等。 

2. 派發學生參考資料，讓學生回家閱讀。 

  

 



個人發展篇〜不再衝動、想想至做 
個案討論 

 

小組成員：                班別：             日期：          

個案討論(四人一組，每組一張工作紙) 

以下是一些你或你的朋友會遇到的情況。在「即時後果」一欄中，填上你即

時想到的後果；在「長遠後果」一欄中，寫下你想到的一些長遠影響。然後

與組員一起傾談，討論大家所填寫的答案。 

 

個案/決定 即時後果 長遠後果 
1. 在精品店裡，你的同學偷了一件精

品，還叫你去偷一件，你沒想清楚便

答應。 

  

2. 跟以上情況一樣，但最後你拒絕了偷

東西。 
  

3. 你的同學都喜歡吸煙。你覺得如果不

吸煙，就像個局外人，於是你也跟他

們一起吸煙。 

  

4. 跟以上情況一樣，但最後你堅持不吸

煙。 
  

5. 你經常被人欺負，有朋友叫你跟他的

黑社會大佬，你為免被人欺負，因此

答應了。 

  

6. 跟以上情況一樣，但最後你沒有跟黑

社會大佬。 
  

 

 



個人發展篇〜不再衝動、想想至做 
學生參考資料 

 

姓名：                        日期：                         

班別：                      

文章閱讀 

為甚麼我們作決定之前要認真考慮後果呢？因為後果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可大可小。可以很好，但也可以是很壞的。對於我們將來所走的人生道路

是平坦寬敞，抑或黑暗崎嶇，是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抉擇，不考慮後果的人

要自食其果，追悔也莫及。 

其實，不考慮後果的人未必真是沒有想過後果，他們可能只想到眼前

的有利後果，而忽略了深遠的影響，很多人自食其果(惡果)不是在即時或

明天，而是在日後。為了即時的利益而為日後付出難以承擔的惡果，不是

明智的抉擇。 

後果影響之大不單止是對個人，還有對你近親(父母兄弟姊妹)、師長

及朋友。許多人說「一人做事一人當」，其實這句話是否正確呢？青少年

認為自己飲酒食煙、吃喝玩樂、耽誤學業，只是誤了自己的前程，與其他

人何干。事實上自毀前程，把自己推到不能自拔的境地，失去了方向，沒

有希望的人生。要為此而付出代價可不少。父母因此而失望和悲傷。更嚴

重的是如果誤入歧途，作奸犯科，對社會、家人及朋友造成的影響也很大。 

 



個人發展篇〜青春期的煩惱 
目    的：1. 讓學生有機會討論與異性交往時，可能出現的困擾。 

2. 讓學生有機會討論男女約會的意義及作用。 

3. 讓學生明白友誼與愛的分別。 

對    象：高小學生 

教學節數：1 節 (35 分鐘) 

教學資源：1. 工作紙(一)「小玲的煩惱」 

2. 工作紙(二)「愛與友誼」(共三頁) 

活動建議： 

I. 熱身活動： (5 分鐘) 

小玲的煩惱： 

教師展示工作紙(一)「小玲的煩惱」問學生有沒有遇上類似的情況以引

起動機。 

II. 活動內容： (23 分鐘) 

1. 約會的意義及作用： 

 教師利用問題引發學生思考，問學生有沒有遇上類似的情況：有多少

同學有與異性約會的經驗？ 

 教師需要留意學生在其他同學面前未必會誠實表態。事實上，這問題

亦只用作引發動機，無需花太多時間在這部份。  

2. 學生討論：  

學生分組討論以下問題，然後匯報。 

 



 男女約會的意義是什麼？ 

 男女約會的作用是什麼？ 

3. 教師總結學生匯報的結果。教師必須強調，男女間當然可以有真正的

友誼；不過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異性存在的社會裏，懂得適當地與異性

相處是很重要的，是正常的社交活動。至於男女約會是否就是拍拖，

則視乎雙方的了解程度和約會的內容。教師可以工作紙(二)「愛與友

誼」與學生討論友誼與愛的分別，並帶出我們不須因為他人的取笑或

閒言而收窄自己的社交圈子，但須注意自己與異性相處時的行為及態

度是否適當。 

III. 反思及總結： (7 分鐘) 

 教師總結 

約會是社交活動的一種，透過這種活動，個人能學習了解自己在異性面

前的性格表現。 

約會是選擇伴侶，從戀愛至婚姻的過程中必經的第一部份。一方面，約

會是相當隨意的，就像消閒活動一樣，不一定帶有婚姻的承諾。另一方

面，約會亦可以帶出了選擇伴侶，同意對婚姻有可能性的暗示，因為約

會的進一步便是追求，而追求的最終目的便是結合。作為社交活動，約

會可有以下的功用： 

1. 享受群體娛樂活動 

 青年男女以小組形式一起活動；例如看電影、旅行、開派對等。 

2. 確定社會角色 

 



 約會可以反映自己受同輩歡迎，亦可被確認為群體的一份子。 

3. 減少異性間的隔膜 

約會提供機會給男女互相往來，這樣可以促進兩性之間的了解，消

除一些不必要的疑慮。 

4. 建立自我形象 

約會可以測試自我表現是否為他人所接受。青年男女可從對方的反

應來確立自我的形象。 

5. 選擇伴侶 

透過約會，青年男女可以明白自己與哪一種性格、愛好的異性相處

較為融洽，並從中互相了解(改編自《邁向美好的人生》，馬馮慧容

主編。) 

 

 

 

 

 

 

 



 

 

 

 

 

 

 

 

 

 

 

 

 

 

 

 

 

 

 

 

 

 

工作紙(一)「小玲的煩惱」 

個人發展篇〜青春期的煩惱 

(取材自「性態度與價值觀」教材套，教育署編製) 



 

 

 

個人發展篇〜青春期的煩惱 

 工作紙(二)「愛與友誼」 作紙(二)第一頁



 

  個人發展篇〜青春期的煩惱 

 工作紙(二)「愛與友誼」 工作紙(二)第二頁 



 

 

 

 

 

 

 

 

 

 

 

 

 

 

 

 

個人發展篇〜青春期的煩惱 

 工作紙(二)「愛與友誼」 工作紙(二)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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