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人失業了/家庭生活/(初中) 

 

生活事件教案 

 

家人失業了 
 

示例概要 

 

當青少年留意到經濟不景，若遇上家人失業，多少感到無能為力，也感受到個

人及家庭上的生活壓力。本示例協助學生學習以積極、樂觀及互相關懷的心態

共同面對逆境，讓學生明白改變個人心態有助適應新的環境。 

 

對象 

 

初中學生 

 

學習目標 

 

1. 體會積極、樂觀及互相關懷的態度有助與家人共度難關 

2. 提高適應環境轉變的能力 

 

價值觀/ 態度 

 

積極、樂觀、關懷、適應轉變 

 

教學形式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成長課、生活教育課、班主任課 

 

教材 

 

1. 「逆境自強系列」故事篇 (附件一)：每學生一份 

2. 「失業不用怕」討論問題 (附件二)：該組別每學生一份 

3. 「失業不用怕」角色卡 (附件三) 四張 (1-4) 

4. 失業率資料 (教師自備) 

5. 膠貼一排 (教師自備) 

 

教學時間 

 

35 分鐘 

 

延伸活動 

 

藉「社區資源調查」跟進活動，幫助學生認識社區資源，並在有需要時善用這

些資源幫助失業人士。教師請學生到勞工處或社區中心搜集如何幫助失業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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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路的小冊子或單張，然後在課堂中，請學生分享他們搜集的結果。這個活動

有助學生認識社區資源，並在有需要時善用這些資料幫助失業人士。 

 

 

社會資源 

 

1. 僱員再培訓局     網址：www.erb.org 

2. 勞工處 ─ 就業服務 網址：http://www.labour.gov.hk/service/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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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流程 

 

教學步驟 (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一︰失業率有多高 (5 分鐘) 

 

1. 教師可搜集近期失業資料，向學生報告最

新一季失業率情況或選取以下資料報導： 

      根據香港的報章在 2009 年 1 月 9 日的報

導，受到金融海嘯的影響，香港失業率於

2008 年 9 月開始上升，11 月份增至 3.8%，

預料失業率會進一步攀升至 5.4%。因此，

香港失業的人數會比以往增多，受失業影

響的家庭自然也增加。 

2. 教師向學生提問： 

(a) 你是否遇過家人失業，如父母被公司裁

員、開工不足或兄姊畢業後即成為失業

人士呢？ 

(b) 家人失業後，對你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方

式有甚麼影響？ 

(c) 家人失業後，對你自己及家庭的經濟有

甚麼影響？ 

(d) 家人失業後，對你自己及家人的心情有

甚麼影響？ 

(e) 家人失業後，你在行為表現上與以前有

甚麼不同？ 

3. 教師就學生的回應，將重點歸納，並指

出： 

家人失業對學生自己及家人的影響及處理

方法： 

(a) 經濟問題：家人失業或開工不足，家庭

收入減少，造成經濟壓力，影響各人的

生活開支，學生應節省零用，只買必需

品來減輕家人壓力。 

(b) 心理壓力：突如其來的失業或長期失業

造成的無助、自卑或憂鬱等心理壓力，

影響個人情緒、自我形象及家人相處

等，令家人或自己保持樂觀和積極是相

當重要的。 

(c) 生活方式改變：因家人失業，各成員可

能面對角式轉變，例如：母親本來在家

中打理家務，因父親失業而需出外工

作，父親需承擔較多的家務，影響各人

的生活方式及所需承擔的責任。 

 

  

 教師可搜集有關近期失業率

的資料與學生分享，從而激

發學生的興趣並參與討論。

 協助學生思考家人失業後對

自己及家人的影響。 

 學生可能不願意透露家人失

業 的 實 情 ， 因 此 需 小 心 處

理，不要過份勉強學生表達

自己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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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二：逆境自強篇 (10 分鐘) 

 

1. 教師向學生提問： 

你是否同意家人失業後會使家庭陷入困

境，難以尋找出路？為甚麼？ 

2. 教師派發給每學生一份「逆境自強系列」

故事篇，請學生閱讀後，進行討論。 

3. 教師向學生提問： 

(a) 從阿賢的經歷中，他以甚麼態度來面對

失業？ 

(b) 阿賢有甚麼地方值得其他失業人士借

鏡？ 

(c) 若家中有人失業，你會用甚麼說話來鼓

勵他或她？ 

(d) 若家中有人失業，你會用甚麼行動來支

持他或她？ 

4.  教師就學生的回應，將重點歸納，並指

出： 

      面對家人失業或半失業時應有的態度及處

理方法： 

(a) 關懷：家人失業，自尊心容易受到傷

害，非常需要家人互相關懷、體諒、鼓

勵及支持，明白他們的需要及感受。如

有需要可透過具體行動，如尋找兼職工

作、節省各人的生活開支，或尋找社區

資源，幫助他們早日找到工作。 

(b) 積極面對：學生可借鑑別人的經驗，幫

助學生明白在逆境中與其自怨自艾，倒

不如積極地面對。縱使家人屢遭挫折，

學生可以用說話來鼓勵家人不要怕困

難，繼續勇於嘗試。 

(c) 適應能力：汲取家人失業的經驗，學生

需反思當自己面對社會需求及環境的改

變時，需開放自己，多接觸周圍的人，

並努力學習新事物，重新學習新的知識

及技能，以迎合社會的需求。 

(d) 樂觀的心情：學生可肯定失業者的能

力、專長及優點，提醒他們應抱有信

心，相信總有一天會成功地找到工作。

持樂觀的想法，使失業者及家人的心情

放鬆。 

 

 通過故事人物的經歷，讓學

生思考應以甚麼態度面對家

人失業及如何幫助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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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三：失業不用怕 (20 分鐘) 

 

1. 教師把角色卡 (1-4) 用膠貼貼在黑板上，並

向學生介紹內容： 
父親 (1)：任職出入口公司採購部主任，近

年生意額下降，公司計畫裁員，擔心自己

工作會受影響。平日喜歡出外應酬及與家

人到外地旅行，匆忙時會選擇搭的士。 
      母親 (2)：任職銀行出納部文員，銀行部份

工作北移，因部門需要削減人手，所以接

到公司解僱信，下月一號起就不用上班。

曾經有朋友介紹她做一份清潔公司的文職

工作，但因對自己失去信心而放棄，平日

購物時，喜歡購買很多零食、新款時裝及

化妝品。 
      小美 (3)：就讀中三，成績一向名列前茅，

以前曾有同學介紹她幫小學生補習，賺取

零用錢，但父母希望她能專注學業而拒絕

了，平日喜歡到書店購買雜誌及與同學出

外遊玩。 
      小美 (4)：就讀中三，很少在朋友或同學面

前講述自己的家庭狀況，但可兒是她最好

的朋友。經可兒多次詢問後，小美正考慮

是否把家事告訴可兒。 
      可兒 (4)：與小美相識多年的小學同學，與

她經常出外遊玩，重感情及喜歡幫助人，

願意聆聽別人及關心別人的需要，所以若

小美有需要，她必定樂意伸出援手。 
2. 教師向學生講解情境一及二，並把全班學

生分為八組，請第一至四組討論情境一，

第五至八組討論情境二。教師派發有關

「失業不用怕」討論問題一或二給該組別

的學生。 
情境一：由於小美的媽媽將會失業，因此

收入將會減少。現在，小美全家人正在開

家庭會議，討論如何開源節流，重新分配

資源。各成員需提出自己的意見，以減少

家庭開支及增加收入為原則，為家庭出一

分力。 
討論問題： 
(a) 你認為小美及其父母可怎樣減少自己的

個人開支或增加家庭的收入？ 
(b) 如果你是小美，你會怎樣鼓勵母親重拾

 讓學生體會家人失業給個人

生活帶來的影響，藉此評價

學生能否運用所學的態度，

例如： 主動關心家人的需

要，與家人共同承擔責任、

積極面對，並能以樂觀的心

情面對事件，尋找身邊的有

利機會，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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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時間) 學習重點 

自信，接受新的工作？ 
(c) 你認為小美及其父母應是怎樣的態度去

面對家人或自己失業。 
情境二：小美的母親剛失業，她覺得很難

接受，也感到不知所措。她的好朋友可兒

覺得她最近總是心情欠佳，於是前來問候

她，其實小美也想找人傾訴，但又擔心可

兒會因她的家境不如以前而輕看她。 
討論問題： 
(a) 如果你是小美，你會把家中的情況告訴

可兒嗎？為甚麼？ 
(b) 如果你是可兒，你會怎樣幫助小美？ 

3. 十分鐘後，教師請學生匯報。 
4. 教師就學生的回應，將重點歸納，並指

出： 
(a) 情境一：關懷及承擔責任 

每個家庭成員均可付出自己的力量，例

如主動減少自己的生活開支或考慮做兼

職、分擔家務及照顧自己的起居生活

等，有助減少失業對家庭的影響及家人

的牽掛。其次，學生需要關心家人的感

受，給予鼓勵或安慰。 
(b) 情境二：積極及樂觀面對 

 在目前的經濟狀況下，愈來愈多家

庭有可能會面對失業或開工不足的

情況。學生不用因家人失業感到尷

尬或難於啟齒，應以樂觀的心情去

面對，把失業視為給學生及其家人

一同思索工作意義及生活方向的好

時機。 
 家人失業帶來危機的同時，也提供

家庭成員的個人成長和彼此關係轉

變的機會，拉近彼此的距離及促進

溝通，是危機還是轉機，視乎學生

和其家人用甚麼態度來面對。 
 

 

教師總結  

 

若遇上家人失業，每個家庭成員均應付出自己的力量，關心家人的感受，給予

鼓勵或安慰，以樂觀的心情去面對，與家人一同共度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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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故事篇) 

 

逆境自強系列 
 

這幾年，香港經濟差，失業率節節上升，有些人會抱怨，但有些人卻在困境中

學習「打破障礙」，成就一個全新的自我。 

 

四十歲的阿賢，曾在美資玩具公司擔任採購員的工作，由於經濟不景，失業率

攀升，阿賢於去年被公司辭退，加入失業大軍的行列。他填了無數份求職申請

書，但始終沒有成功。阿賢回憶見工時的情況，他表示在見工的時候，已知道

沒有機會，老板往往簡單說一句「請了人啦！」或者「回家等啦！」，顯得有

點敷衍。然而阿賢未曾想到過要放棄，仍然繼續努力找工作。同時，阿賢為了

自我增值，裝備自己，於是報讀大學的校外課程，以保持競爭力。 

 

踏入今年第一日，有地產代理公司在商場舉行「招聘日」，逾 200 名市民到商

場應徵推廣大使、客戶服務及技術人員等職位，在這次「招聘日」中，阿賢成

功申請技術人員的職位。 

 

阿賢面對失業的困境，學會了自我增值，裝備自己，他的經歷能勉勵處於失業

困境中的人繼續自強不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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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問題 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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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問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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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卡 1-2 ─ 只供教師參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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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卡 3-4 ─ 只供教師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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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概覽         參考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