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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撮要 

 
A) 研究背景 

 

1. 「香港青少年生涯規劃研究」受香港特別區民政事務局轄下的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

研究及發展政策工作小組委託，由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崔永康教授及張偉

良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負責進行。本研究以系統性分析，探討如何在香港社會推行

生涯規劃，促進青少年的個人發展。 

 

2. 本研究以 4P 架構從不同面向研究和分析香港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情況： 

i. 命題（Propositions）──發掘文獻回顧中有關生涯規劃及相關概念的不同意

涵，提出符合香港處境的「生涯規劃」的定義； 

ii. 觀念（Perceptions）──研究不同持份者包括青少年及其家長、老師、社工

等，對青少年生涯規劃的觀念及意見； 

iii. 父母（Parents）──探討父母在子女生涯規劃上扮演的角色，調查父母的觀

念和他們與青少年的互動； 

iv. 實踐（Practice）──了解香港的現行做法，並借鑑不同服務提供者的經驗

和智慧，為有關生涯規劃服務的適切做法提供建議。 

 

B) 文獻回顧（Propositions） 

 

1. 文獻回顧檢閱了有關生涯規劃的日常用語、政策文件的相關用語及十年（2006-

2016 ） 與 「 職 業 生 涯 規 劃 」 （ career planning ） 、 「 職 業 生 涯 輔 導 」 （ career 

guidance）、「生涯規劃」（life planning）等主題相關的研究。文獻回顧針對在命

題 （Propositions）方面，釐清生涯規劃的相關用語及主要概念的相關性，並為其他

三方面包括 Perceptions (觀念)、Parents (父母)、Practice (實踐) 研究的落實作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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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團隊建議「生涯規劃」（life planning）使用更清晰的用語。「生涯規劃」的英

文翻譯 “life planning”並不常見於文獻中，而且“life planning”指涉的範圍廣泛，

建議使用“career planning”或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作為「生涯規劃」的英文名

稱。在中文方面，則可保留「生涯規劃」，或改作「職業生涯規劃」，兩者在香港

及其他地方的政策文件中被廣泛使用。 

 

3. 文獻發現生涯自我效能（career self-efficacy）及生涯適應力（career adaptability）是

影響青少年生涯發展的重要因素。生涯自我效能是預估自己做某些事情的能力，以

及自己對於結果和目標的期望（Lent et al., 1994），而生涯適應力則是有關個人願

意並有能力地按著現時或預計的職業環境作出轉變（Savickas & Porfeli, 2012）。與

此同時，父母及其他持份者如學校和社區亦在青少年的生涯規劃發展上扮演重要角

色。 

 

4. 有關觀念及看法（Perceptions）及父母的支持（Parents）的研究部分，將探討及比

較青少年與不同持份者如家長、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社工的觀念及看法。除了提供

描述性數據，是次研究亦會檢定假設，有關的假設檢定框架將主要檢視「父母在職

業生涯上的支持（Parents）」及「青少年在職業生涯規劃上的認知及參與活動類別」

與「生涯自我效能（career self-efficacy）」及「生涯適應力（career adaptability）」

的關係，並控制人口特徵因素包括性別、自我評估的成績及就讀年級。 

 

5. 至於實踐（Practice）方面，文獻強調介入計劃需要針對所在地學生的具體需要及

困難，是次研究將探討香港青少年生涯規劃的實踐及活動經驗，並了解父母、升學

就業輔導老師及輔導人員為青少年提供相關協助時的困難。 

 

C) 研究方法及對象 

 

1. 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s Research），並以量性研究方法為主。問卷

調查共設三個版本的問卷──「學生」、「家長」及「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服務提

供者」，提供有關香港青少年生涯規劃的基礎理解，並根據這些數據作檢定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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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則進行半結構性訪談的質性研究，跟進問卷的一些主題，分析難以量化的

個人實際經驗，為統計結果提供更仔細的解釋。 

 

2. 研究囊括於香港就讀中學的學生、擁有至少一名子女正在就讀中學的中學生家長、

負責升學就業輔導服務的中學老師及非牟利機構內的生涯規劃服務提供者。問卷調

查部分採用便利抽樣方式，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的「青年生涯規劃活動

資助計劃」的受助機構和其合作學校名單，及研究團隊的個人網絡邀請不同持份者

參與問卷調查，共收集了 2,257 份有效學生問卷、381 份有效家長問卷、68 份有效

輔導就業老師問卷及 32 份有效服務提供者問卷。在收集學生樣本時，研究亦採用

配額抽樣的方法，使學生樣本的性別、年級與地區的分佈與全港中學生的相關分佈

相近。 

 

3. 問卷的骨幹主要包涵四方面──「綜合職業生涯需要調查」、「父母在職業生涯相

關的支持量表」、「生涯適應力量表」、及「生涯自我效能的評估」。 

i. 在「綜合職業生涯需要調查」中調查持份者對生涯規劃相關內容的看法，

對生涯規劃的認知及重視程度、青少年現時的生涯準備及活動經驗等。在

對生涯規劃相關內容的看法，研究團隊根據《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

業輔導指引（第一版）》建議的生涯規劃教育學習的三個要素，將 14 題問

題歸類為「自我認識與發展」、「事業探索」及「事業規劃與管理」。

「自我認識與發展」是認識自我及外界造成的影響，例如了解我的興趣能

力。「事業探索」是探索學業和職業的選項，例如得到香港就業機會的資

訊。「事業規劃與管理」是對職業及學業的過度及轉變作出決定，制作行

動計劃及執行，例如就自己生涯訂立的計劃取得支持。 

 

ii. 「父母在職業生涯相關的支持量表」（Career Related Parent Support Scale）評

估受訪者認為自己父母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上的支持程度（Turner, Alliman-

Brissett, Lapan, Udipi & Ergun, 2003）。量表分為四方面，分別是教導指引、

學習模範、口頭鼓勵及情感支持。「教導指引」代表父母為子女與職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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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有關的技能發展支持程度，例如：父母告訴我現在所學的對將來工作有

什麼幫助。「學習模範」代表父母為子女提供職業生涯有關的模範，例如：

父母曾經帶我到他們工作的地方。「口頭鼓勵」代表父母與子女教育及職

業生涯發展有關的讚賞及鼓勵，例如：父母鼓勵我在校內盡我所能去學習。

「情感支持」代表青少年歷經與教育及職業生涯發展有關的情感及支持，

例如當我為將來就業的問題憂慮時，父母會與我傾談。  

 

iii. 「生涯適應力量表」（Career Adaptability Scale）評估受訪者對應職業生涯變

化和職業生涯發展所具備的心理資源（Savickas & Porfeli, 2012）。量表分為

四方面──關注、自主、好奇及信心。「關注」代表對職業生涯未來的關

心，例如：思考我的未來會是什麼樣的。「自主」代表盡己所能為職業生

涯的未來作出準備，採取自律的方式來構建自我和周圍環境，並對自己負

責，例如：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好奇」代表個體對自己和環境進行

探索，促使個人在不同情境和不同角色之間思考自身，例如：尋找機會得

到成長。「信心」代表實現選擇去執行自己的生命設計，例如：克服阻礙。 

 

iv. 至於對青少年生涯自我效能的評估，問卷採用了三題問題──「我能夠找

到一樣我喜愛的職業」、「我能夠獲得我所需要的訓練或教育」及「我能

夠在所選定的職業中獲得一份工作」。 

 

4. 焦點小組研究亦採用便利抽樣方式，由願意協助是次研究的機構和學校組織學生小

組，及從問卷回條聯絡有興趣參與進一步研究的家長、服務提供者及升學就業輔導

老師，以小組形式與 33 位學生、19 位家長、17 位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 11 位服務提

供者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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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研究結果撮要 

 

1. 青少年生涯規劃的觀念及意見（Perceptions） 

是次研究調查了不同持份者有關生涯規劃的觀念（Perceptions），當中牽涉生涯規

劃的內容、對生涯規劃的認知及重要性、青少年現時的生涯準備及活動經驗這四方

面的觀念及意見。 

 

生涯規劃的內容 

 

i. 數據顯示，受訪的普遍學生、家長、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青少年生涯規劃

的服務提供者均覺得「自我認識」，例如是肯定生涯規劃的重要性及了解

自己的性向，比「事業探索」（如得到就業資訊）、「事業規劃與管理」

（如協助於升學就業選項作出選擇）對青少年現時的人生有較大幫助。 

 

生涯規劃的重要程度 

 

ii. 無論學生、家長、升學就業輔導老師或是服務使用者，均認為生涯規劃是

頗為重要的，各持份者對生涯規劃的重要程度評分介乎 5 至 8 分──即頗

為重要至非常重要（最低 1 分，最高 9 分）。 

 

iii. 至於對生涯規劃的認識程度，學生（5.06 分）和家長（4.23 分）對生涯規

劃的認識一般（最低 1 分，最高 9 分）。有家長在訪談表示，即使自己與

子女做過相關的活動，卻從未聽聞「生涯規劃」這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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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生涯準備 

 

iv. 數據顯示，各持份者均認為學生在生涯規劃方面的準備不足夠，各持份者

的相關評分均低於 5 分。（最低 1 分，最高 9 分）。 

 

 

生涯規劃的活動經驗 

 

v. 受訪青少年最常參與的生涯規劃活動是學校的課內職業生涯活動，例如超

過七成半青少年曾參與講座，及接近六成曾參與和生涯規劃相關的工作坊。 

 

vi. 然而，青少年認為幫助最大的活動是工作實習（3.09 分）、工作體驗

（3.03 分）等體驗性活動。（最低 1 分，最高 4 分）在焦點訪談，青少年

表示透過實際體驗才可以更清楚了解自己的性向。 

 

vii. 家長與學生想法類似，他們最鼓勵子女參觀本地大學和職場考察，並認為

這些活動對青少年最有幫助。 

 

viii. 各方面比較之下，問卷調查發現學校為青少年提供最大的幫助，尤其是班

主任（2.78 分），其次為家庭、朋輩，最後是社區。（最低 1 分，最高 4

分）。 

 

2. 父母與青少年生涯規劃（Parents） 

除了有關生涯規劃的觀念，問卷亦調查有關父母對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支持，當中涉

及父母的支持程度及方式、家庭相對學校及朋輩的支持度比較、以及家長遇到的困

難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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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支持度及方式 

 

i. 在檢測父母對子女支持度的量表各細項中（教導指引、學習模範、口頭鼓

勵、情感支持），學生和家長一致認為父母在「口頭鼓勵」方面對子女的

支持度最高，最少的是「教導指引」。 

 

ii. 然而，學生與家長的看法有落差。家長評估自己對子女的支持度，比青少

年評估的家長支持度高，兩者差距顯著（學生平均分 3.33；家長平均分

3.80）（1 分為絕對不同意，5 分為絕對同意）。當中雙方在「情感支持」

及「教導指引」這兩方面的差距最為顯著。 

 

iii. 焦點訪談反映，青少年和家長在溝通上出現困難。受訪的學生普遍認為，

家人的支持對生涯規劃是重要的，但認為家長過份干預他們決定會造成壓

力。他們特別提到，當父母以負面的說話督促他們讀書，會減低與父母傾

談的意欲。 

 

家庭、學校、朋輩對青少年生涯規劃的相對影響 

 

iv. 家長、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和服務提供者三方均認為對於青少年的生涯規劃，

家庭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學校，最後是朋輩。三方亦一致認為相對於學校

和社區，家庭為青少年提供的協助最不足夠。有家長在訪談表示，當子女

日漸長大，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力便會下降，需要借靠其他持份者的幫忙。 

 

v. 不過，有關對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支持程度，老師和服務提供者認為相對學

校和社區，家庭對青少年的支持度最低，而家長卻認為家庭對青少年的支

持度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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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困難及期望 

 

vi. 在問卷調查，超過一半的家長表示有配偶為其分擔，但這些家長認為配偶

的分擔程度一般。 

 

vii. 過半數受訪家長認為，在協助子女生涯規劃時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足夠知識，

並期望獲得有關協助子女作出升學或就業決定的資訊。不過，受訪家長認

為自己會參與有關活動的可能性一般（5.19 分）。（1 分最低，9 分最高）

參與訪談的家長和老師均認同大部分父母工作繁忙，較難抽身出席活動，

建議由政府和學校配合，透過媒體播放有關生涯規劃的節目和報導。 

 

viii. 普遍受訪的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服務提供者亦認為，現時為家長提供與生

涯規劃相關的協助並不足夠。 

 

3. 研究假設檢定 

此部分主要檢視「父母在職業生涯上的支持（Parents）」、「青少年在職業生涯規

劃上的認知及參與活動類別」與「生涯自我效能（career self-efficacy）」及「生涯

適應力（career adaptability）」的關係，並控制人口特徵因素包括性別、自我評估的

成績及就讀年級。 

 

青少年的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適應力評估 

 

i. 整體來講，是次研究的青少年的生涯自我效能屬中等水平，平均分為 2.99

分（1 分最低，5 分最高），即青少年對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有點信心。 

 

ii. 另外，受訪青少年的生涯適應力屬中等的強度，整體平均分為 3.22 分（1

分最低，5 分最高），比澳門及歐美青少年的生涯適應力平均分低（美國

3.84 分；法國 3.51 分；意大利 3.72 分；澳門初中生 3.49 分；澳門高中生

3.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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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支持度與生涯自我效能的關係 

 

 

iii. 從相關性分析發現，父母的支持度與青少年的生涯自我效能關係顯著（p 

<.01）。受訪青少年的父母在職業生涯上的支持程度愈高，生涯自我效能

愈強。 

 

iv. 在控制了人口特徵因素的階層式迴歸分析發現，「父母在職業生涯上的支

持」為生涯自我效能的有效因素。在控制了其他各變項的影響後，當中

「情感支持」及「教導指引」的父母支持方式為青少年生涯自我效能的有

效分項因素。 

 

父母的支持度與生涯適應力的關係 

 

v. 從相關性分析發現，父母的支持度與青少年的生涯自我效能關係顯著（p 

<.01）。受訪青少年的父母在職業生涯上的支持程度愈高，生涯適應力愈

強。 

 

vi. 在控制了人口特徵因素的階層式迴歸分析發現，「父母在職業生涯上的支

持」為生涯適應力的有效因素。在控制了其他各變項的影響後，當中「口

頭鼓勵」及「情感支持」的父母支持方式為青少年生涯自我適應力的有效

分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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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及參與活動類別與生涯自我效能的關係 

 

vii. 從相關性分析發現，青少年對生涯規劃的認知及參與度與生涯自我效能關

係顯著（p <.01）。受訪青少年對職業生涯規劃的認知愈高，及對職業生

涯規劃的參與程度愈高，生涯自我效能愈強。 

 

viii. 在控制了人口特徵因素及「父母在職業生涯上的支持」因素的階層式迴歸

分析發現，「青少年對職業生涯規劃的認知及參與程度」為生涯自我效能

的有效因素。 

 

認知及參與活動類別與生涯適應力的關係 

 

ix. 從相關性分析發現，青少年對生涯規劃的認知及參與活動類別與生涯適應

力關係顯著（p <.01），受訪青少年對職業生涯規劃的認知愈高，及對職

業生涯規劃的參與活動類別愈多，生涯適應力愈強。 

 

x. 在控制了人口特徵因素及「父母在職業生涯上的支持」因素的階層式迴歸

分析發現，「青少年對職業生涯規劃的認知及參與活動類別」為生涯適應

力的有效因素。 

 

不同性別、成績及級別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適應力 

 

xi. 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發現，受訪男生的生涯自我效能

比女生高（男性 3.05 分；女性 2.92 分），生涯適應力亦是男生比女生高

（男性 3.28 分；女性 3.16 分）（1 分最低，5 分最高）； 

  

xii. 受訪青少年的自我評估的成績愈好，他們的生涯適應力便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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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然而，不同級別的受訪者，他們的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適應力沒有太大的

顯著分別。 

 

4. 青少年生涯規劃的實踐（Practice） 

 

這部分主要探討不同持份者在青少年生涯規劃的角色、學校老師及非牟利機構服務

提供者的評估活動成效的方法，及他們實踐經驗的總結。 

 

各持份者的角色 

 

i. 問卷調查顯示，家長、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和服務提供者，在協助青少年生

涯規劃時，較常使用的方法是自己在職業上做好本份、從旁鼓勵他們、聆

聽青少年的想法，及為他們提供資訊。三方也一致地表示最不常為學生的

生涯規劃作決定，亦覺得這方法是最沒有幫助的。 

 

ii. 在訪談，有服務提供者提到他們與學校老師的分工。因為他們不需要像學

校老師直接處理青少年的學業問題，能夠從青少年的個人興趣出發提供生

涯規劃建議。他們亦能提供講授式活動以外的體驗式學習機會給學生，及

輔助老師照顧學業成績稍遜同學的生涯發展。 

 

評估生涯規劃活動的方法 

 

iii. 有近半成受訪的服務提供者和超過七成的升學就業輔導老師表示，較常用

的評估活動成效的方法是問卷調查。 

 

前線服務經驗的困難 

 

iv. 數據顯示，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服務提供者均覺得愈高年級學生，愈需要

生涯規劃服務。有 63.2%的輔導升學就業老師及 68.8%的服務提供者覺得

最需要服務的級別是中六。然而，老師及服務提供者均認為服務初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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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中學生困難，有 30.9%的輔導升學就業老師及 25.0%的服務提供者覺

得最困難服務的級別是中一，約一半有填寫原因的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服

務提供者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學生動機不足。焦點小組亦同意這項觀察，

有服務提供者認為若學生覺得沒需要作生涯規劃，活動則難以有效地進

行。 

 

v. 此外，問卷調查亦顯示最多老師和服務提供者遇到的困難包括時間不足

（老師 86.8%；服務提供者 81.3%）和資源不足（老師 48.5%；服務提供者

65.6%）。 

 

生涯規劃實踐的例子 

 

vi. 數據顯示升學就業輔導老師及服務提供者均認為，最能幫助學生的活動內

容是個別輔導及諮詢。在焦點訪談，他們表示生涯規劃是很個人化的事

情，學生的職業生涯取向或牽涉他們的個人背景因素，度身訂造的生涯規

劃服務是最理想的。 

 

vii. 受訪老師及服務提供者均認為體驗活動比起授課式活動對學生有較大幫

助，例如以職場體驗遊戲（老師 2.80 分；服務提供者 3.17 分）（1 分最

低，4 分最高）的方式刺激學生的想法，及參觀各行各業令學生更了解工

作世界。儘管如此，不少受訪學校老師在訪談提到學校有為學生提供性向

測試及於周會及班主任課等課節，為學生提供基礎的職業指導。 

 

E) 建議 

 

1. 是次研究顯示，各方肯定生涯規劃的重要性，然而進一步推動生涯規劃發展仍需要

建立各方共識。研究團隊認為，為了讓不同持份者有較為一致的切入點及協助各方

溝通，應設置中央平台持續地向大眾分享有關生涯規劃的資訊及資源，特別是可供

父母參考的資訊。初步建議選用與文獻較一致的用語──中文可保留「生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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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英文可使用‘career and life planning’或‘career planning’，及向大眾包括家

長、社工、青少年等介紹有關生涯規劃的概念及資訊，並持續地定期更新相關資

訊。建議參考澳洲政府為青少年設立的職業生涯資訊及探索平台‘Ｍy Future’

（https://www.myfuture.edu.au/），該平台包括職業介紹的影片、行業基礎資訊及讓

青少年與行業人士對話的討論區。以及參考澳洲政府為家長設立的職業生涯資訊小

冊子‘Parents Talking Career Choices’，該小冊子包括教導父母怎樣幫助青少年的職

業生涯選擇、行業基礎資訊及提供進一步相關支援的網址連結。 

 

2. 研究亦發現，職業生涯發展包括自我效能及適應能力的培養，而有關升學就業的決

策亦需要有充足時間計劃及考量。研究團隊建議，支持青少年於生涯規劃上作長時

間的探索，並配合他們不同階段的需要。生涯規劃服務需要循序漸進並有策略地落

實，當中認識自我尤關重要。因此，應透過支持就讀初中的青少年廣泛探索不同升

學就業選項，並為高中的青少年提供較針對性的輔導及活動，讓他們進一步了解及

確立自己的性向。可參考教育局採用、由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編制的「加強中學生獲

取與工作相關經驗的學習架構」指引（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14，p.28），按

學生年級落實不同層面的課內外介入包括個別輔導及諮詢、工作體驗、全校性升學

就業輔導計劃／活動等，旨在為學生提供充裕的空間廣泛探索自己的性向，並協助

他們作選科擇業的決定。 

 

3. 是次研究亦發現各方亦一致肯定體驗活動對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成效，而非牟利機構

在這方面對青少年生涯規劃貢獻良多，顯示對非牟利機構有關的資助方向正確。因

此，應繼續鼓勵為非牟利機構提供資源舉辦不同類型的生涯規劃體驗活動，尤其是

創新、具探索性並有持續跟進服務的生涯規劃活動，協助青少年廣泛探索不同升學

就業選項。 

 

4. 另外研究顯示，相對其他方面，有關家長的活動相當貧乏，而家長需要知識、心態

及方法三方面的支援。研究團隊認為，應發展有系統及詳盡的家長教育方法，以支

持與家庭有關的介入，讓家長建立同理心，在子女漫長的生涯探索上與其同行。例

https://www.myfutur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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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家長提供協助子女生涯規劃的指引，鼓勵非牟利機構與學校配合為家長提供支

援及教育，並更進一步發展社工的專業，支持他們培訓及支援家長的角色。 

 

5. 研究團隊建議，鼓勵學校及非牟利機構舉辦活動時加入有實證基礎的評估，例如加

強有關活動評估的研究，並探討建立實證資料庫的可能性。另外，編制有關實踐經

驗的資料匯編及指引，並舉辦本地學術及分享事工（Best Practice）的研討會，開放

給不同教學及輔導人員閱覽現時眾多生涯規劃介入的實踐經驗及服務心得。當中老

師主要提供校內的經驗，而非牟利機構則能分享帶領活動的心得，促進跨專業合作。

另外，應加強「從學校到職場」（School-to-work Transition）相關研究，照顧因應個

人發展而於不同時間進入及離開教育體系的學生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