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涯规划教育
推行策略大纲

一、摘要
1.

本大纲旨在列明在小四至小六（高小）阶段推行生涯规划教育的

主要元素和建议推行策略，并附上相关教学资源，协助学校适时开展
小学生涯规划教育。学校拟订校本生涯规划教育计划时，除参照下列
推行策略外，亦应参照教育局发出与生涯规划教育的相关指引（包括
「中学生涯规划教育及升学就业辅导指引」）
、小学「个人成长教育」
指引和通告等。
二、背景
2.

生涯规划教育是持续和终身的过程，让学生在人生不同阶段达成

不同的目标 i。近年，不少海外及本地学者都认为应在小学阶段推行生
涯教育课程。
3.

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的报告 ii亦指出，生涯规划教育不应被误

解为等同于就业辅导。为高小学生提供生涯规划教育旨在协助他们更
加认识自己的志向、需要、兴趣和能力，初步了解职业操守和职场的
瞬息万变，并培养他们日后升学就业所需的良好的态度。提早接受生
涯规划教育，除了让学生对未来路向和工作有更寛广的看法，更可避
免以性别和社会地位定型某些职业而造成偏见。由于工作的性质和要
求均不断转变，培养学生的软技能（soft skills）、品行、道德、正面
i

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2021）。前言 — 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取自：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tc/parents/perface.html
ii

学 校 课 程 检 讨 专 责 小 组 于 2017 年 由 教 育 局 年 成 立 ， 以 整 体 检 讨 中 小 学 课 程 安 排 ，

该 小 组 于 2020 年 9 月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检 讨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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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适应力，以及能对早在高小阶段便开展生涯规划持开放的态度，
变得更加重要。
4.

小学生涯规划教育旨在培养高小学生认识自我、个人规划、设立

目标和反思的能力，以及认识升学及事业发展的机会和选择。教育局
参考了海外及本地学者就事业发展与辅导的研究，拟订本大纲，供学
校参考。综合各观点 iii，生涯规划教育可归纳成四大元素：
（1）自我认识：协助学生体验个人价值，发掘长处及能力，自我肯定，
建立信心；并同时协助学生认识及避免性别及社会地位的职业偏
见；
（2）升学及职业探索：协助学生认识升学及事业机会和选择，按机会
及重要性进行分析及评估，排出优次及作出选择；
（3）升学规划及管理：推动学生订立人生及事业目标，并按目标的重
要性及后果排出优次，而实践计划；
（4）与事业发展相关的软技巧：协助学生了解、分析及评估自己、学
习及社交技巧、决策技巧、订立长期及短期目标等。
三、小学生涯规划教育的目标
5.

学校可按学生的发展需要，把生涯规划教育的主要元素融入校本

iii

不同的学者在生涯规划教育上曾发表不同理论观点，简述如下：舒伯的事业发展理论（Super,
1990）指出在小学阶段，学生正经历成长阶段（Growth），学生开始发展自我的概念，学校可协
助学生完成本阶段的发展性任务，例如自我肯定，建立信心；同时让学生学习不同技能、态度、
兴趣和需要。艾斯柏等（Gysbers et al., 2011）认为小学的辅导课程中的事业发展须建立学生自信、
掌握学习、社交及决策技巧，以及鼓励学生积极对学业及职业探索。艾斯柏（Gysbers, 2013）认
为生涯的辅导课程可以由小学开始实施。葛佛森的事业发展理论（Gottfredson, 1981）指出学校
应协助学生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同时协助他们认识性别及社会地位的职业偏见。班度拉（Bandura,
1977 & 1982）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学校应多予学生正面的体验，包括发展学生的长处及能力，
建立个人目标，协助他们实现个人梦想。梁湘明等学者（2002）认为生涯规划应包括自我认识、
认识机会、订立人生及事业目标和事业及生命计划技能四个元素。梁湘明（2005）认为生涯教育
课程是一个既有经济效益亦有明显果效的介入方法，可以有系统地于小学、中学及大专院校实施
有关课程。袁文得等学者（2005）认为高小学生生活技能课程涵盖学业发展、事业与才华发展、
个人发展及群性发展四个范畴，并培养学生的才华发展、正确工作习惯、事业探索、沟通技巧、
尊重及接纳他人、冲突处理及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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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小学生涯规划教育并不应局限于加深学生对不同行业的了解，
而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兴趣、能力和抱负，了解社会经济和行业的
转变，培养正面价值观及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态度（例如守时、责任感
和诚实），有助学生为未来的升学、工作和生活作规划。生涯规划教
育并非独立科目，相关的学习内容应包含于不同科目及跨学科的学习
活动，例如参观探访、考察交流、义工活动当中。上述安排既能更有
效推行生涯规划教育，亦能配合学生的成长和需要。考虑小学生于该
成长阶段的需要和特征，以及在未来职业或工作多变和不确定性的情
况下，我们并不建议于小学阶段进行深入的就业辅导或规划工作，教
学内容应集中培养学生多元化的能力、正面价值观和态度，以应对未
来的挑战。
四、小学生涯规划的三个要素及学习架构
6.

参考了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的建议iv及中学推行生涯规划教育

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学校应按照高小学生的成长需要，不论其能力
及志向，以有系统的方式推行小学生涯规划教育。为此，小学的生涯
规划亦应参考中学生涯规划框架中的三个学习要素，即「自我认识及
发展」、「事业探索」及「事业规划与管理」。
7.

由于高小学生需要面对升学选择，而就业规划可延至中学阶段发

展，因此，我们建议把小学生涯规划教育发展模式（见下图）三个要
素当中的「事业探索」改为「升学/事业探索」，而「事业规划与管理」
修订为「升学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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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我认识及发展」主要协助学生认识自我及外在因素对生涯规

划的影响；「升学/事业探索」则协助学生探究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限
制及可考虑的选择；而「升学规划与管理」协助学生作出升学选择、
规划，并制订升学计划及付诸实行，从而学习面对未来的升学及就业
的转变。透过教师及家长正面的回馈，可培养学生自我反思的能力，
促进他们不断自我探索、寻找升学阶梯、搜集职业资讯及机会，持续
优化个人生涯规划，寻觅人生的方向。有关小学生涯规划教育主要学
习期望及推行平台/模式的建议，请参阅下表。
三个学习重点
及发展特质
自我认识及发展
认识自己的志
向、需要、兴趣、
能力和抱负及了
解性别和社会地
位对职业定型的
偏见

对高小学生的
学习期望

建议推行平台/
模式

 对自己的能力/性格/兴趣  成长课课堂活动包括：小组游
和期望有进一步的认识
戏、小组讨论、角色扮演、问卷、
故事讲述等
 订下适合自己的个人目
标，积极为学习及生活作  鼓励学生多参加不同活动及接
预备
触不同的人和事物，促进师生及
学生间意见及经验的交流，协助
 认识性别及职业地位定型
学生反思加深了解自己
的偏见
 每学期开始前，协助学生订立新
学年的目标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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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习重点
及发展特质

对高小学生的
学习期望

建议推行平台/
模式

 认识中学的学制、教学语  成长课课堂活动包括：小组游
言及科目等，以及与未来
戏、小组讨论、角色扮演、问卷、
了解社会的经济
升学选择的关系，为升中
故事讲述等
和行业的转变及
作好准备
自己的能力、志
 提供升中辅导服务，协助学生认
向及升学选择与  认识职业主要类别与不同
识中学生活及学习模式
职业的关系
学科的关系
 参加职业相关计划及活动，并进
 认识职场与社会环境发展
行跟进讨论及解说
趋势和急速变化 ， 协助学
生面对急速转变的挑战
 从学生的生活事件簿（包括学
校、家庭及社区）出发，引导学
 发掘个人梦想，认识自己
生认识周边的人所从事的职业
的能力/性格/兴趣和期望
及升学阶梯
与升学选择及梦想的关系
 设计生涯规划活动时，加入与家
人/重要他人分享的环节
 与家人/重要他人分享自
升学/事业探索

己的理想和对未来升学/
工作/生活期望
升学规划及管理  为选择心仪的中学及升读  参加不同中学举办的升中/选校
订立升中计划；
中学，订下目标及作好准
简介会及开放日
培养正面价值观
备
和良好的学习和
 安排学生参观中学甚至参加中
生活态度
 培养正面价值观和良好态
学生活体验活动，让学生认识中
度（例如守时、责任感、诚
学生活及学习模式
实），明白两者对未来升学
或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透过德育/成长课课堂延伸活动
或学生奖励计划，培养学生有规
律的生活习惯
 推动服务学习，鼓励学生参与班
务或校务，学习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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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学生涯规划的策划及推行策略
9.

教育局多年来在小学推行「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透过成长课

发展学生不同的潜能，以照顾学生成长的需要，学校对推行个人成长
教育已有丰富的认识和经验。小学的个人成长教育包括「个人发展篇」、
「群性发展篇」、「学业篇」及「事业篇」四个学习范畴，当中部分
内容已涵盖生涯规划教育的学习元素。有关个人成长教育及小学生涯
规划教育的比较，请参阅附录一。
10. 我们建议学校以小学「个人成长教育」为基础，利用成长课的平
台，增补「个人成长教育」的内容，特别是「事业篇」的学习重点，
并深化成长课内不同范畴的学习内容。小学生涯规划教育不应取代小
学「个人成长教育」，在两者紧密协调下，能有效帮助学生建立自信、
掌握学习、社交及决策技巧。学校亦可检视及整合校内科组或跨课程
相关的教学内容及活动，并按需要运用成长课时段推动「小学生涯规
划教育」。在策划及推行方面，学校可考虑由现时负责策划及推行个
人成长教育的教师、学生辅导人员或中层管理人员负责规划及推行小
学生涯规划教育。有关推行策略良好例子，请参阅下表。
学习阶段
小四至
小六

自我认识及发展

 在成长课课堂 



进行活动或体
验形式的学习
活动，包括：小
组游戏、小组讨
论、角色扮演、
问卷、故事讲述
等，协助学生认
识自我、两性差
别及职业地位
的偏见。
促进学生间意

升学/事业探索
透过教育局「商 
校合作计划」/
「政府服务知多
少校园推广计
划」中为小学生
而设的活动，提
供与职场人士接
触的平台，让学 
生认识社会不同
的工种、工作内
容及跨工种的共
通知识、态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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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规划与管理
透过成立班会或组织工
作大使(例如: 壁报设
计大使、清洁大使及 IT
大使等)，鼓励学生参与
班内管理，从而让学生
认识负责任的重要性及
学习承担责任。
设计生涯规划教育成长
札记，鼓励学生记录各
课堂、活动或职场参观
的学习经历、感想及亮
点，为规划个人人生方



见及经验的交
流，多给予学生 
机会发表及分
享，聆听及接纳
他们所表达的
意见和感受，有
助他们自我反
思。
鼓励学生建立
规划目标的习
惯，例如：订立
新学年的目标
及计划。有效的 
生涯规划是一
个用心筹划的
过程，要求学生
更确切的反思
自己，再好好规
划小目标、大方
向。

技能。
设计引发思考的
讨论问题，并在
活动后进行解
说，引导学生更 
深入了解自己的
能力/性格 /兴趣
和期望、有关升
学选择、职业市
场与社会环境转
变的关系等。
围绕学生生活的
所见所闻，从学
校、家庭及社区 
所接触的人物，
订定生涯规划活
动及讨论内容，
加强学生的学习
兴趣。

向提供反思空间。同时，
鼓励教师及家长在札记
上加上鼓励字句、正面
评语及建议。
透过不同科组合作，为
学生提供机会多尝试校
内/外的不同兴趣小组/
联课/课外活动扩阔视
野，让学生接触更多不
同的人和事物，从中瞭
解个人能力/兴趣/性格
和期望，为升中选择作
好准备。
安排学生参观中学，甚
至参加中学生活体验活
动，让学生初步认识中
学生的学习及生活，为
选择学校、升上中学订
下目标。

11. 在小学生涯规划教育中培养学生正面价值观、良好的学习和生活
态度（如守时、责任感、诚实）等，学校可以强化现行成长课的内容，
亦可检视及整合校内科组或跨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及活动，以包含高
小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学习重点。由于不少学校已推行正向教育或生
命教育培育学生成长，小学生涯规划教育可与这些工作互相配合，帮
助学生了解自己及清楚认识自己的目标从而增强动力，以乐观和积极
的态度面对转变和挑战，掌握个人的价值及生命的意义。
12. 发展学生的软技能（例如自学、解难、协作及沟通能力等）有助
他们了解自己及探索人生方向。在目前的个人成长教育的「个人发展
篇」、「学业篇」及「群性发展篇」内，已有单元教授学生部分相应
的软技能，例如个人生活规划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社交能力等，学
校可按校情及发展逐步结合。
（有关个人成长教育涵盖的正面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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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态度及相应的软技能等内容，请参阅附录二内相关
教学资源）
13. 在推行小学生涯规划教育初期，学校需要处理课节分配、科组配
合及资源调配等问题。我们鼓励学校在现有的基础上，深化成长课内
不同范畴的学习内容，并按本大纲内容先行聚焦发展校本的学习框架
及相关的学习元素，逐步增补其他的软技能。另一方面，多年来各科
组发展小学生的共通能力（包括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我管理
能力和协作能力）及培养他们正面的价值观（包括「坚毅」、「责任
感」、「承担精神」、「诚信」）等。学校可按校情逐步增润及深化
相关的软技能、正向价值观及生活态度。为协助学校检视及协调各科
/组推行小学生涯规划，生涯规划教育科务计划范本已上载至教育局
网页，供学校参考 (https://www.edb.gov.hk/sc/GD/projects-services) [主
页 >教师相关 >学生训育及辅导服务 >专题及服务>小学生涯规划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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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个人成长教育及小学生涯规划教育的比较
小学生涯规划教育
学习重点

个人成长教育（2012 修订版）
高小相近的学习期望

小学生涯规划教育
的学习期望


自我认识及发展
认识自己的志向、需
要、兴趣、能力和抱
负 及 了解性别和社
会 地 位对职业定型 
的偏见

了解个人兴趣、性向及长短 
处，从而选择合适的中学
（学习范畴（三）：学业）

肯定自我，发展潜能，定立


升学/事业探索
了 解 社会的经济和
行 业 的转变及自己
的能力、志向及升学

选择与职业的关系

了解中学生活概况，为升中  认识中学的学制、教学语言
及科目等，以及与未来升学
作好准备 （学习范畴（三）：
学业）
选择的关系，为升中作好准
备
认識各种职业類别与不同

对自己的能力/性格/兴趣和
期望有进一步的认识
订下适合自己的个人目标，
积极为学习及生活作预备

个人志向（学习范畴（一）：
个人发展）
 认识性别及职业地位定型的
偏见

学 科 的 关 系 （ 学 习 范 畴  认识职业主要类别与不同学
（四）：事业）
科的关系


掌握多元化的方法取得职  认识职场与社会环境发展趋
业资讯，并作简单的报告
势和急速变化 ， 协助学生面
（学习范畴（四）：事业）
对急速转变的挑战



了解各种职业類别的要求  发掘个人梦想，认识自己的
和个人的能力及志向（学习
能力/性格/兴趣和期望与升
范畴（四）：事业）
学选择及梦想的关系
 与家人/重要他人分享自己的
理想和对未来升学/工作/生
活期望

升学规划及管理

订立升中计划；培养

明白自学和终身学习的重 
要（学习范畴（三）：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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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心仪的中学及升读
中学，订下目标及作好准备

小学生涯规划教育
学习重点

个人成长教育（2012 修订版）
高小相近的学习期望

正 面 价值观和良好 
的学习和生活态度

肯定个人在学科及非学科 
各方面的才能（学习范畴
（三）：学业）



掌握面试技巧（学习范畴
（三）：学业）



处理升中适应的困难（学习
范畴（三）：学业）



运用时间管理技巧去平衡
个人、学业和家庭三方面的
生活（学习范畴（三）：学业）



以合作、负责、认真和守时
的态度去组织或參与学校
及社区的服务（学习范畴
（四）：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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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涯规划教育
的学习期望
培养正面价值观和良好态
度（例如守时、责任感、诚
实），明白两者对未来升学
或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附录二
小学生涯规划教育相关的教学资源#
对高小学生的
学习期望

建议的教学内容/
相关教学参考资源

自我认识及发展
 对自己的能力/性格/兴趣和期望有进  「丑小鸭单元第一节︰我系「我」」
一步的认识
（「WE」正向动力计划）/ 「丑小鸭
 认识及欣赏个人的能力、长处及
单元第二节︰我是「宝」」（「WE」
接受自己的短处
正向动力计划）
 认识各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我的光荣纪录」（学业篇）
 肯定个人潜能
 *「我有我本事」
 订下适合自己的个人目标，积极为学习  「目标订定篇一」（成长的天空(小
及生活作预备
学)）
 寻找适合自己的目标
 「希望」（一）/ 「希望」（二）」（希
 学习订立目标原则
望(一)及(二））
 认识性别及职业地位定型的偏见
 性别与工作
 职业地位定型

 「沉船的选择」（事业篇）
 *「职业不分男与女」

升学/事业探索
 认识中学的学制、教学语言及科目等，  * 「中学知多少」
以及与未来升学选择的关系，为升中作  *「职业乐行手记」(一)
好准备
 认识职业主要类别与不同学科的关系
 认识多元化的方法取得职业相关
的资讯，例如职业性质及特征
 协助学生了解职业与不同学科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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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万花筒」（事业篇（二））
「十条问题猜一猜」（事业篇）
「不同职业知多少?」（事业篇）
*「职业乐行手记」(二)

对高小学生的
学习期望

建议的教学内容/
相关教学参考资源

 认识职场与社会环境发展趋势和急速  「从强处着手」（事业篇（二））
变化，协助学生面对急速转变的挑战
 *「职业时光隧道」
 认识急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对职业市  「入职条件」（事业篇（二））
场的影响（如工种兴衰、入职条件
的改变及新工种的涌现）
 协助学生及早预备自己面对急速转
变的挑战
 发掘个人梦想，认识自己的能力/性格/  *「职业里外」
兴趣和期望与升学选择及梦想的关系  *「与梦想飞翔」
 发掘个人梦想
 认识个人的能力与升学的关系
 认识梦想基本条件与个人条件
 与家人/重要他人分享自己的理想和对
未来升学/工作/生活期望

 *小学生涯规划教育成长札记

升学规划及管理
 为选择心仪的中学及升读中学，订下目  「升中新里程」（学业篇）
标及作好准备
 认识个人的能力及条件，选择合
适的中学
 培养正面价值观和良好态度，明白两者  「一起工作的日子」（事业篇）
对未来升学或职业发展的重要性
 「谁的工作」（事业篇）
 合作、负责、认真、诚实及守时  「做个时间好管家」（事业篇（二））
 时间管理
 *「敬业乐业」
 *「诚实」
相应软技能（soft skills）
 个人生活规划能力
 时间管理
 善用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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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投资大拍卖」（个人发展篇）
*「我是时间管理员」
*「善用金钱 I 及 II」

对高小学生的
学习期望

建议的教学内容/
相关教学参考资源

 解难能力



 订立目标

 「希望」（一） （希望(一)）

 社交能力︰
 人际沟通技巧
 处理冲突技巧







「交友基本法」（群性发展篇）
表达「我」的讯息 （群性发展篇）
「手足情深」（群性发展篇）
「被欺凌怎么办」（群性发展篇）
被欺负怎么办（群性发展篇）







魔镜魔镜（个人发展篇）
祝福与道别（群性发展篇）
手足情深（群性发展篇）
我来露一手（学业篇）
谁的工作（事业篇）/ 一起工作的日
子（事业篇）/ 分工合作（事业篇）
* 我的责任

「不再冲动、想想至做」（个人发展
篇）
 「希望」（二） （希望 (二））
 处理问题的技巧（个人发展篇）

相应正向价值观及生活态度
 正向价值及态度：
 欣赏自己是独特的个体






表达关心与祝福
互谅互让
坚持
合作及认真
负责



# 相关的教学资源会持续更新，学校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https://www.edb.gov.hk/sc/GD/projectsservices) [主页 >教师相关 >学生训育及辅导服务 >专题及服务>小学生涯规划教育]

* 编写及/或修订中的教学资源，完成后将上载至教育局网站供同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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