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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十：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導論
相關課題：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１）－自我了解

1. 背景
我們從小開始想像自己的夢想，老師常以「我的志願/夢想」為題，定下自己未來的目標，但
為了生活，回歸現實，當年在「我的志願/夢想」題下所寫的文字都化成一些意義空洞的符
號，在社會標準下，能實踐到自己夢想的人寥寥無幾，人生發展變成單一。

根據心理學家霍華德‧嘉納(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力框架中，指出人的智力結構至
少由九種智力要素組成，9種智力要素包括：語言智能（verbal-linguistic intelligence）
－言語、數理智能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邏輯、節奏智能（musical-
rhythmic intelligence）－音樂、空間智能（visual-spatial intelligence）—視覺、動覺智
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身體、自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自知、交流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交往、自然觀察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及存在智能 （existential intelligence）。每個人都會擁有多種智能，只是受
不同的因素影響，各智能的發揮程度都有不同；智力會以組合的方式進行，每個個體都擁有
多種能力的組合，智能不是單一。

2. 香港現況
在殖民時期，香港中學教育設有文法中學、工業學校及職業先修中學3類學校。可是，隨着社
會日益着重學生的學術表現，而工業及職業先修中學更被視為不能配合經濟發展需要，政府
於1997年3月發表《職業先修及工業中學教育檢討報告書》，建議這兩類學校應大幅度修改
課程，並可在獲得教育署批准下刪除「工業」和「職業先修」的名稱。自此以後，香港的中
學變為「清一色」的文法學校，中學變得單一化。新高中實施以後，單一化情況更嚴重，官
方強調新學制為「3-3-4」，實際上學生完成第一個「3」後（即初中），絕大部分只能選擇
文憑試主導的第二個「3」（即高中），最後的「4」（大學）則為學生的唯一目標。可是，
在這學制下，能夠成功入讀大學的學生只屬少數，根據教育局新高中資料調查，每屆學生中
有12%，即超過9000人在中六畢業前離開學校另覓出路，可見現行制度下製造了不少「失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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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教育制度中，學生都以升讀大學為目標，建立以分數為本的傳統價值觀，努力讀書應付
公開試，考進心儀的大學，為的是可以取得一張在社會上找份好工的入場券，這是社會標準
化的定律，人生的規則。但現今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學生可以獲得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
高中畢業生若不能聯招的方式獲得學士學位的課程，可以選擇升讀副學位課程、職業課程如
職業訓練局IVE、毅進文憑 、內地或海外升學或者就業。主流意識形態認為在公開考試中取
得理想的成績就等於成功，其意識建構來自社會及身邊的人如父母所影響，社會上把一班低
學歷、低技術及低動力標籤為「三低」青年，在社會地位不高，向上流動的能力低，被視為
失敗的一群弱勢。

3. My Concept：重建青年的目標

學習是需要自主，而不是只跟隨教育制度的標準，局限自己的發展於升學模式中，硬把壓力
加在自己身上，而且教育制度只是社會上其中一種的發展路向，青年應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
路向，實踐自己的目標，跳出社會無形的框框，追逐夢想，學習批判現時的單一教育制度及
以分數為評核核心的升學模式 ，反思多元發展的需要及其他出路的可能性。
香港的大氣候無法頃刻改變，但只要有足夠的引導及資源，年青人都能實現夢想。My Con-
cept－「我．概念節目策劃管理」就為「三低」青年提供一個不同出路的發展機會，主張
發展青年不同的智能，讓三低青年透過學習及表演，發展多元智能，讓他們從失敗的人生重
新碓立自信，學習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任。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為一間非牟利社會服務機
構，由1984年展開本地社會服務，並於2007年4月成立香港首間以表演藝術及節目管理的社
會企業。
My Concept以有限的資源為不適應香港教育制度的年青人開拓不一樣的空間，並提供多元化
的才藝訓練，有舞蹈、樂隊、魔術等，又為學員安排提供訓練及表演埸地，幫助他們提供就
業機會，做自己喜愛的事，提升三低青年自我認同感，確立人生方向。此外，My Concept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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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知識和技能的承傳，鼓勵青年學有所成再去教授其他人，讓夢想繼續堅持與實現。

4. 青少年與多元發展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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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學習主題 從現今香港的教育制度及升學模式（分數為核心），看看青少
年面臨的處境，反思多元發展的需要及其他出路的可能性，並
進一步思考人本素質（包括個人生活質素、個人幸福感、自
尊）比分數為本的重要

建議教授年級 中四至中六

學生須具備的前設知識 •	 香港的教育政策及升學的途徑
•	 香港青少年的現況

學習目的 知識建構

1. 認識人類九種多元發展的智能
2. 分析傳統教育制度的不足之處（著重發展學生的語言智能

及數理智能，而忽略其餘七種的智能發展）
3. 了解以分數為評核核心的升學模式為學生帶來負面影響
4. 了解多元出路的可能性
5. 認識社會上幫助青少年發展語言及數理以外的智能的社

企，分析他們如何幫助青少年尋找自我與發掘多元出路

批判性思考

1. 除分數外，還可以用甚麼來衡量人的價值？
2. 了解「大學學位作為進入社會的入場劵」是建構自社會的

主流意識形態
3. 學習批判現時的單一教育制度及以分數為評核核心的升學

模式
4. 反思教育與學習的意義
5. 思考實行全人教育及多元發展的需要

價值觀的建立

1. 摒除分數為本的傳統價值觀
2. 學習跳出傳統的單一學習框架，尋找屬於與適合自己的路

向，不一定以取得大學位作為成功的目標
3. 思考如何實行全人教育以達至理想的教育模式

創意思維學習

1. 社企如何幫助青少年發掘多元出路，發展語言及數理以外
的智能，提升個人幸福感

2. 思考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以外的發展，如何不被傳統教育
制度所限制

預期學習成果 •	 批判現有的升學與考核的制度
•	 打破傳統「高分數等於高成就」的主流想像，重新界定「

成功」的定義
•	 了解自己的才能及需要
•	 思考多元出路及屬於自己的道路（創業與夢想），有效發

揮自己潛能，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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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內容 所需時間 教學資源

課前預習 給十年後的我：想像自己十年後所擁有（如
職業、學歷、興趣等）

預習 預習工作紙－ 
給自己十年後的信

課一 
及課二
（40 + 
40分鐘）

 青少年所面對的問題概況和多元智能的簡介  

活動設計
【一】
《我有壓
力未曾
講》

活動簡介

讓學生了解香港青少年面對的升學問題

建議步驟

1. 以簡報作輔助，講解香港青少年的現況。
2. 播放《與青年人真情對話 特輯之升學壓

力》影片。
3. 運用工作紙（一）讓學生分享現時學習所

面對的壓力。
4. 與學生一起討論現今教育制度所帶來的壓

力及分享解壓的方法。

活動解說

讓學生認識香港青少年的現況，並了解香港
的教育制度是如何導致各種升學和就業問題 

25 分鐘 1. 《香港青少年
的現況》簡報
（頁1 - 7）

 
2. 建議影片： 

《與青年人真
情對話 特輯之
升學壓力》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XzRYj-
DyeYh4 
（0:00 - 5:53）

3. 工作紙（一）
－我有壓力未
曾講

活動設計
【二】
《我是哪
種人？》

活動簡介

認識九種多元智能

建議步驟

1. 透過簡報（九種多元智能與人文素質）簡
介九種多元智能的定義

2. 請學生填寫活動工作紙－我屬於哪種智
能人？

3. 討論並解釋工作紙
4. 請學生嘗試找出社會中九大智能的代表

人物
5. 請學生討論哪種智能發展較重要

活動解說

讓學生了解九種智能發展同樣重要，並認識
傳統教育制度的不足：只著重發展學生的語
言智能及數理智能，忽略其餘七種的智能發
展。

35 分鐘 1. 《九種多元智
能與人文素
質》簡報 
（頁1 - 7）

2. 工作紙（二）
－認識智能
發展

3. 工作紙（三）
－我屬於哪種
智能人？ 
〔備註：存在
智能屬於深層
的內在主觀感
受，很難用文
字客觀界定〕

 

活動設計
【三】《
教育制度
反思》

活動簡介

請學生分組討論工作紙（四）的問題，老師
可分不同時間到每組參與討論

活動解說

讓學生反思教育制度限制人的發展，思考畢
業後的出路不單一，可有多元的選擇。

20 分鐘 工作紙（四） 
－成功與失敗



218

總結及下
堂預習：
《出路的
選擇》

活動簡介

讓學生設立就業目標及思考如何可以達至目
標（出路的選擇）。

建議步驟

1. 讓學生重新設立自己的未來目標。
2. 並仔細定十年計劃的內容。 

活動解說

使學生有計劃地思考自己的出路

10 分鐘 工作紙（五） 
－未來十年的計劃

課三 
及課四                                                             
（40 + 
40分鐘）

多元出路的思考   

課堂導入 
《分享》

隨機抽學生匯報自己的未來十年的計劃 10 分鐘  

活動設計
【一】
《個人幸
福感》

活動簡介

承接上一課堂的九種多元智能思考多元出路

建議步驟

1. 透過簡報（九種多元智能與人文素質）簡
介自尊五感及人格理論。

2. 播放影片（中學畢業人士其他出路的可
能）。

3. 請同學思考何謂個人幸福感。
4. 播放影片（個人幸福感）。
5. 代入影片角色，討論個人幸福感與成功的

關係。

活動解說

讓學生思考在想像將來出路時，該如何平衡
個人幸福感與學業成就。

30 分鐘 1. 《九種多元智
能與人文素
質》簡報 
（頁8 - 10）

2. 建議影片：
《中學畢業
人士其他出
路的可能》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2q68k-
DI41x8 
 （0:00 - 4:52）

3. 建議影片：《
個人幸福感》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 
0Nj6rkcj4hY 
（0:00 - 25:00）

4. 工作紙（六）
－個人幸福感 

活動設計
【二】
《青少
年，你想
去哪兒？
》

活動簡介

透過介紹社企《MY CONCEPT》，幫助青少
年尋找自我與發掘多元出路

建議步驟

1. 播放社企MY CONCEPT影片，介紹它的
運作。

2. 討論MY CONCEPT與一般行業的分別。
3. 請學生想像自己進入MY CONCEPT，讓

他們討論希望發展哪一種智能。
4. 分組討論及匯報。

活動解說

讓學生思考社企在幫助青少年的社會角色及
功用。

30 分鐘 1. 建議影片： 
《社企MY 
CONCEPT》
簡報 
（頁8 - 10）

2. 建議影片： 
《MY CON-
CEPT社企自
強》https://
www.youtube.
com/watch?v=k-
tuo4CfBimc 
 （0:00 - 2:59）

3. 工作紙（七）
－青少年，你
想去哪兒？

總結 讓學生跳出主流意識形態，重新規劃自己想
要的將來，並思考如何透過自己所偏向的智
能去幫助下一代青年

10 分鐘 課後工作紙－未來
十年目標方向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預習工作紙
給自己十年後的信

閉起雙眼，用一分鐘想一想，十年後的自己會變成怎樣？

關於現在的我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成員（與誰同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愛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性格／形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件最丟臉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件最自豪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現在最想實現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想像十年後的自己
（試想像十年後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相同或不同之處）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成員（與誰同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狀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愛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年後的我會是一個怎樣的人？（性格／形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諾一件十年後會完成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在的我給十年後的我的說話：

（例如：寄望自己，希望自己十年後可以完成甚麼目標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一）
我有壓力未曾講

先觀看《與青年人真情對話 特輯之升學壓力》影片，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1. 你與影片中的學生面對同一的壓力嗎?

2. 你的壓力主要來自甚麼地方?

3. 你會怎樣處理自己所承受的壓力?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二）
認識智能發展

在課堂上認識有關人類智能的發展，摘錄重點以完成以下填充題。

1. 當今香港學生的大學入讀率約為   %。

2. 根據學者     (Howard Gardner) 的理論，人的智力結構至少由以下九種

智力要素組成，也各自有不同的合適行業和未來出路：

	 言語-　    à人對語言掌握和靈活運用的能力；(適合

職業：　　　　　　　 )

	 邏輯-　    à對邏輯結構關係理解、推理、思維表達能

力；(適合職業：　　　　　　　)

	 視覺-　    à 人對色彩、形狀、空間位置等要素的準

確感受和表達的能力；(適合職業：　　　　　　　 )

	 音樂-　    à 個人感受、辯別、記憶、表達音樂能

力；(適合職業：　　　　　　　 )

	 身體-     à 人的身體的協調、平衡能力以及表現為

用身體表達思想、情感的能力和動手的能力；(適合職業：　　　　　　　 )

	 人際-　    à 對他人的表情、說話、手勢動作的敏感

程度以及對此作出有效反應的能力；(適合職業：　　　　　　　 ）

	 　       à 個體認識、洞察和內省自身的能

力；(適合職業：　　　　　　　 ）

	 　       à人們辯別生物以及對自然世界的

其他特徵敏感的能力；(適合職業：　　　　　　　 ）

	 　      à 陳述、思考有關生與死、身體與心理世

界的最終命運等的傾向性。(適合職業：　　　　　　　 )

3. 智力總是以   的方式來進行的，每個人都是具有多種能力組合的個體，而

不是只擁有單一的、用   可以測出的解答問題能力的個體；可是香港

現今的課程及考試制度，主要著重發展及評估學生   及   

方面的智能，因此通過這種課程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僅片面發展，而且在   

、   、   、   、   

、   和   的能力層面欠缺適當的發展。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二）
認識智能發展

建議答案

在課堂上認識有關人類智能的發展，摘錄重點以完成以下填充題。

1. 當今香港學生的大學入讀率約為  18 %。

2. 根據學者  加德納   (Howard Gardner) 的理論，人的智力結構至少由以下九種

智力要素組成，也各自有不同的合適行業和未來出路：

	 言語-　語言智能（verbal-linguistic intelligence） à人對語言掌握和靈活運

用的能力；(適合職業：  作家     )

	 邏輯-　數理智能 （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à對邏輯結構關係

理解、推理、思維表達能力；(適合職業：數學家   )

	 視覺-　空間智能（visual-spatial intelligence） à 人對色彩、形狀、空間

位置等要素的準確感受和表達的能力；(適合職業：  建築師     )

	 音樂-　節奏智能（musical-rhythmic intelligence） à 個人感受、辯別、記

憶、表達音樂能力；(適合職業：  音樂家     )

	 身體- 動覺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à 人的身體的協調、平衡

能力以及表現為用身體表達思想、情感的能力和動手的能力；(適合職業：  舞蹈家     

)

	 人際-　交流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à 對他人的表情、說話、

手勢動作的敏感程度以及對此作出有效反應的能力；(適合職業：   社工    )

	 　自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à 個體認識、洞察和內省自身的能

力；(適合職業：  神學家   )

	 　自然觀察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 à人們辯別生物以及對自然世界的

其他特徵敏感的能力；(適合職業：   考古學家    )

	 　存在智能 （existential intelligence）  à 陳述、思考有關生與死、身體與心理

世界的最終命運等的傾向性。(適合職業：   哲學家    )

3. 智力總是以 多元 的方式來進行的，每個人都是具有多種能力組合的個體，而不是只

擁有單一的、用 考試制度可以測出的解答問題能力的個體；可是香港現今的課程及

考試制度，主要著重發展及評估學生 言語 及  邏輯 方面的智能，因此通過這

種課程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僅片面發展，而且在 音樂 、身體 、自省 、 視覺 、 人際、

自然觀察和存在思考 的能力層面欠缺適當的發展。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三)
我屬於哪種智能人?

(一) 在進行九種智能的檢測前，先回答以下問題：

1. 你認為自己在哪方面的能力比別人優勝？(例如：音樂、數理、運動、組織能力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試舉一個例子說明你在上述提到的能力。(例如：我已經考獲演奏級的鋼琴資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二)  填寫多元智慧檢核表

多元智能檢核表

★ 填答說明：請對以下每項智能的陳述給予1~5分的評量（5表示非常同意，4表示同
意，3表示沒意見，2表示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將適當的數字填入。

1.書籍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2.對於簡單的四則運算，我習慣直接以心算完成。
3.我對色彩很敏銳。
4.我擅長一種或多種體育（肢體）運動。
5.音樂走調或出錯時我會馬上察覺到。
6.遇到挫折時（例如︰朋友不理我、成績不理想……），我會檢討事情發生的原因。
7.我喜歡小組討論，與同學一起工作。
8.我喜歡到動物園觀察動物的生活習性，並且喜歡飼養寵物。
9.我擅長講故事和笑話。
10.在學校，數學或科學是我最喜歡的課程。
11.我喜歡玩拼圖、走迷宮等視覺遊戲。
12.我喜歡動手做東西，例如：縫紉、編織、雕刻、木工或做模型。
13.我能彈奏一種以上的樂器或參加合唱團。
14.我很想改變現狀（例如：學業表現或其他方面的表現好一點）。
15.我喜歡與別人一起玩遊戲，而不願自己單獨玩（例如：獨自看電視）。
16.用餐時，我可以正確說出餐桌上肉類、魚類、菜類、豆類……的名稱。
17.我喜歡用順口溜、雙關語或歇後語自娛娛人。
18.我喜歡玩與邏輯有關的遊戲或智力測驗。
19.我通常能在陌生的地方找到路。
20.我擅長模仿他人的動作、言談舉止。
21.我會跟著音樂打拍子，很有節奏感。
22.我清楚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23.我有兩、三個好朋友。
24.我有興趣並知道身體各器官的功能及位置，並經常吸收保健的知識。
25.在學校，語文、社會對我來說比數學、生活與自然科技容易。
26.對於如何完成一件事我會問很多問題。
27.我喜歡在書本、紙張或其他東西上隨手塗鴉。
28.喜歡拆解，然後再組裝物品。
29.一首歌在聽了一、二遍之後，我就能夠隨口唱出歌曲。
30.我常獨自沈思最近幾天要做的事。
31.我在待人接物時，常尊重他人的意見或看法。
32.我對天文學、宇宙的起源和生物的進化很感興趣。
33.若我有機會投稿，我會提筆寫文章。
34.我對科學的新發展很有興趣。
35.我能很輕鬆地想像鳥瞰一個事物的景象。
36.我認為自己在手工技能（例如：木工、縫紉、機械等）或其他方面動作協調。 
37.我經常不經意輕敲節拍或哼小曲。
38.我喜歡記錄個人生活的心情或想法。
39.同學遇上困難時，我會主動關懷並協助解決問題。
40.我對無生命的東西（例如：石頭）很感興趣，並常探索其中的奧秘。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多元智能檢核答案紙

班級：                 姓名：                座號：              

作答
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計分
欄                 

 
(三) 
請在檢測後回答以下問題。
1.結果顯示你哪方面的智能較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結果和你在第一部份填寫的相符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你認為結果顯示較強的智能在日常生活中有足夠的發展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三)
我屬於哪種智能人?

教師參考部分

多元智能檢核表計分說明
共有八項分數，請將上頁題號的分數加起來，哪一項得分最高，則該項智能表現較為明顯。 
第一項（語言智能）：1、9、17、25、33 
第二項（數理智能）：2、10、18、26、34 
第三項（空間智能）：3、11、19、27、35 
第四項（動覺智能）：4、12、20、28、36 
第五項（節奏智能）：5、13、21、29、37 
第六項（自省智能）：6、14、22、30、38 
第七項（交流智能）：7、15、23、31、39 
第八項（自然觀察智能）：8、16、24、32、40
存在智能屬於深層的內在主觀感受，很難用文字客觀界定

多元智慧檢核
一、教師發下多元智慧檢核的題目卷及答案紙（見下頁）。
二、提醒學生不要在題目卷上做任何的記號。
三、教師說明作答方式：請對下頁每項智慧的陳述給予1~5分的評量（5表示非常同意，4表
示同意，3表示沒意見，2表示不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將適當的數字填入答案紙。
四、學生開始作答。
五、教師說明計分方式：將每一欄五題的分數加起來，寫在計分欄上，共可得八項分數，哪
一項得分最高，則該項智慧表現較為明顯。這八項分數所代表的分別是語文智慧、邏輯-數學
智慧、空間智慧、肢體-動覺智慧、音樂智慧、內省智慧、人際智慧及自然觀察智慧。
六、本檢核表非標準化測驗，目的是協助學生大略了解自己多元智慧的發展，檢核結果僅供
參考。

多元智慧理論
以智愚來品鑑人類能力的觀念自古有之，採用科學方法評定智力高低的歷史，迄今也有一百
多年，1905年 比奈（Alfred Binet）與西蒙（Theodore Simon）編製出的比西量表（Binet-
Simon Scale），是為世界上的第一個智力測驗，其目的在預測可能會有學習困難的學生。
隨後，智力測驗被世界各國廣泛地使用，智商（IQ）也逐漸成為度量人們智慧高下之重要標
準。由於理論與測量方法的偏失而潛在地製造出更嚴重的問題—傳統的智力測驗通常僅將智
力的範圍侷限在語文與邏輯方面，並假定個體特質能被單一的、標準的、可量化的數據所描
述，使得人們忽略智能的多元發展，造成許多具有其它方面之天賦與才能的學生受到了貶抑
與忽視，同時也合理化了制式的教育方式，採用單一的課程、教法，以及「標準化」測驗來
對待所有學生，而輕忽了個別差異的重要性。1983年， 哈佛大學心理學家Howard Gardner
打破傳統智力的偏頗論調，提出了「多元智慧理論」，拓展了更寬廣的發展方向，也為教育
提供了重要的意涵。本文以下分別探討多元智慧理論的內涵、要點及其在教育上的涵意。

資料來源：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多元智慧檢核表〉http://center.tnfsh.tn.edu.tw/ezfiles/9/1009/attach/27/
pta_2942_1342448_43449.pdf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四）
成功與失敗

請先分組，用十分鐘時間與你的組員討論以下問題，並在橫線上寫下你的反思與回應：

1. 「在公開考試中成績不理想就等於是失敗者」。你是否同意上述句子？ 

　            
 
            
 
            
 
            
 
 

2. 你預期自己能在公開考試取得理想成績嗎？為甚麼？ 

　            
 
            
 
            
 
            
 

3. 承上題，根據你預期的公開考試成績，你會有怎樣的出路或打算？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4. 「在公開考試中考到好成績、進入心儀的大學就是幸福」。你是否同意上述句子？
 
　            
 
            
 
            
 
            
 

5. 你會如果回應現有的教育制度？ 

　            
 
            
 
            
 
            
 

6. 若不受現有的教育制度所限制，你會有如何的發展？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五）
未來十年的計劃

請思考自己未來十年的計劃，並寫下實現步驟，然後在課堂上匯報及討論。

我未來十年的計劃 - 出路的選擇

計劃目標
（包括短期及長期）

如何實現
（實現步驟）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六）
個人幸福感

請在觀看《中學畢業人士其他出路的可能》及《個人幸福感》的影片後，與老師及同學討論
以下問題。

《中學畢業人士其他出路的可能》影片

1. 社會上標籤低學歷、低技術、低收入的青少年為「三低」青少年，你認為他們是社會上
失敗的一群嗎？

2. 你認為他們有其他出路嗎？

《個人幸福感》影片

3. 你認為對你來說甚麼是快樂？

4. 你認為心靈上的滿足還是物質上的滿足對青少年重要？

5. 承上題，哪樣現時對你是最重要？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工作紙（七）
青少年，你想去哪兒？

請在觀看一段有關社企My Concept的影片及簡介、並在與你的拍檔討論後，完成以下反思
問題，然後向教師作分享及匯報。

1. 根據影片和簡介，利用三分鐘與拍檔討論My Concept與香港主流的教育制度有何分別。 
（提示：兩者分別重視、發展的智能、對青少年之要求及對「成就」、「進步」定義有何不
同？）

My Concept 香港主流教育制度

2. 根據影片和簡介，利用三分鐘與拍檔討論My Concept 透過甚麼方法，以協助香港青少年
（尤其是被標籤為「三低」的一群青少年）尋找和發掘其出路。

3. 根據你在「多元智能」中的測試及你的現況，假設你現在被邀加入My Concept，你會希
望藉此機會透過哪些方法和活動，以發展你哪一方面的智能？

4. 承上題，上述的發展機會如何能夠有助你規劃將來的出路？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課後工作紙 
未來十年目標方向 

試運用六雙行動鞋思考法寫出未來十年目標方向，並仔細列明每年的進度及步驟。

小貼士：六雙行動鞋簡單的說就是六種不同的行動模式，延續了六頂思考帽的
概念。

一、深藍色海軍皮鞋（Navy formal shoes） 深藍色通常是用於制服的顏色，而皮鞋是非休
閒穿著，所以深藍色海軍皮鞋的行動模式代表照以往的規範或照規矩行動，是採取形式主義
的行動。

二、灰色運動鞋（Grey sneakers） 灰色是低調的顏色，又可以表色為霧氣，讓人有抓摸不
定的感受，而運動鞋是活躍的鞋子，所以灰色運動鞋行動模式指的是探索、調查和蒐集證
據，好讓事情釐清。

三、咖啡色厚底便鞋（Brown brogues） 咖啡色是泥土的顏色，通常象徵著腳踏實地的含
義，但也有像爛泥巴等混雜的含意，厚底便鞋是堅固的日常用鞋。咖啡色厚底便鞋行動模式
代表採取主動、務實的行動，而且保持彈性，是採取務實主義行動。就情況看來通常都是與
深藍色海軍皮鞋相反的行動。
四、橘色橡膠靴（Orange Gumboots） 橘色通常表示危險、注意、警告等不安的含義，橡
膠靴則是緊急救難人員或消防隊員的穿著，所以橘色橡膠靴行動模式代表採取緊急行動，這
時安全才是第一考量點，如何把危險降到最低或者杜絕危險，如果不採取行動風險最低，那
最好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如果事先保留後路，則可降低風險。

五、粉紅色拖鞋（Pink slippers） 粉紅色是女性化的溫暖顏色，通常代表著家庭、溫暖、舒
適，而拖鞋是休閒、柔軟的鞋類，所以粉紅色拖鞋行動模式代表關懷和同情，用感情去感染
他人，讓人感覺到溫暖或舒服多了的感受，是一種關懷別人的行為模式。

六、紫色馬靴（Purple riding boots） 紫色代表權威，古時候為羅馬帝國的顏色，在中國古
代也是皇親貴族的代表色系，而馬靴是掌權階級穿著。紫色馬靴行動模式則是代表扮演領導
地位所該採取的指揮行動，有領導、命令的含義，但這不是為了展露自己的能力或者強出風
頭的行為，而是替組織設想的帶來最大利益的行為。

議題：青少年與多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