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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優質生活初探 

日期︰2015年3月17日(二) 

時間︰11:00-13:00 

地點︰荔景教學中心106室 

講者︰劉婉儀 

 

 



專題講座內容及時間 

11:00-11:05  就座及自我介紹 

11:05-12:30  講座︰優質生活初探 

12:30-12:50  發問及討論時間 

12:50-13:00  講員如何實踐課題 



單元一︰你的生活優質嗎? 

1. 什麼是生活質素? 

主觀因素：事業上的成功感、自我滿足等 

客觀因素：住屋、物價水平等 

 

2. 優質生活是物質生活(客觀)或是心靈平衡(主
觀感覺)呢? 

思考題︰ 

1. 那麼你心目中的優質生活又是什麼? 

     

 

 

 

 



生活質素的定義(中大亞太研究所2002) 

包括︰ 

個人、社會、 

政治、文化、 

經濟及環境。 

每年發佈生活
質素指標 

 

討論題︰ 

香港的生活優
質嗎? 

東方9.3.2015 



香港的經濟狀況 

香港的工資升幅跟得上樓價和物價的升幅嗎? 

【本港樓市】二手樓價按周升1.23% 再創新高 

星島日報– 2015年3月13日 

 

 

 

 

 

                              (東方日報,26.2.2015) 

 



生活質素定義 

史家樂( 1996) : 

1.情感、心理狀況、 

2. 人際關係 

3. 物質狀況、 

4.個人發展 

5. 身體狀況、 

6.自決 

7.社會包容、 

8.權利 

 



你的生活優質嗎? 

 

總結: 優質生活是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包含了 

 

1. 主觀的因素 >個人對生活所持的態度，對
生活的滿足感及對自我價值的評價 

 

2. 客觀的因素> 個人在面對生活上遇到各種
挑戰及經驗上所擁有的資源! 

 



優質生活博覽(香港貿發局2011) 

這就是 

優質生活嗎? 



優質生活指標 P.22 

1. 工作要做我出色 

2. 家庭要細心愛護 

3. 財富要取之有道 

4. 言行要表現品味 

5. 消費要知所節制 

6. 時間要合理安排 

7.  閱讀要養成習慣 

8.  好的嗜好要培養 

9.  公益活動要參與 

10. 永續發展要支持                    (高希均,2000) 

 

 

 

 

 



單元二 我是誰? 

1. 你認識自己嗎?   

2. 你有什麼嗜好呢? 

3. 你認為自己在家人的心目中，你是一個怎樣
的人呢? 

 



自己、自我? 

1. 你滿意自己嗎? 

2. 那方面不滿意呢? 

3. 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善呢? 

 

4. 自我是什麼呢(Self) ? 

5. 別人對你的印象和評價如何呢? 

6. 什麼是自尊感呢?  對自己的主觀評價，反映
了對自己能力、特點、成就及價值的看法!  

 

 



自我強弱分析 - SWOT 

 

 

1. 你的優點、缺點如何幫助你，影響你呢? 

2. 請拿出紙筆，用1分鐘時間想想自己的優缺  

機遇? 

S  強項,熟練的東西 

例如︰做家務、烹飪 

 

W 弱項,不認識的東西 

例如︰理財、投資 

O 機遇, 成功的條件 

例如︰可以安排時間進修 

 

T 威脅,有待解決的問題 

例如︰家中孩子升中一、
老人家中風等 



單元三 – 我的性格與能力 

性格就是一個人慣常的行為模式 P.10 

思考題︰這些性格如何影響我呢? 

  

 

 



九種性格型態學 P.14 

1.追求完美型、 

2.付出型、 

3.追求表現型、 

4.感性型、 

5.追求知識型、 

6.務實型、 

7.追求豐盛型、 

8.霸主型、 

9.穩定和平型。 

 



你屬於那種性格呢? 

九種性格型態學 : 

 http://tiquiz.blogspot.hk/2007/08/45.html 

 

這樣的性格如何影響你過你的工作和生活呢? 

http://tiquiz.blogspot.hk/2007/08/45.html
http://tiquiz.blogspot.hk/2007/08/45.html
http://tiquiz.blogspot.hk/2007/08/45.html
http://tiquiz.blogspot.hk/2007/08/45.html


多元智能 (個人能力) 

1. 這些能力如何幫助自己呢? 



單元四及五  有效的時間管理  

1. 你的時間夠用嗎? 

2. 80︰20定律 

把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放在人生百分之二十的
重要的事項上。 

把餘下的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放在餘下的百分
之八十非重要的項目上。 

3. 討論題︰ 

你心中重要的重要事項是什麼呢?時間夠用嗎? 



我的70;30定律 

1. 70%的時間全花在 

     睡眠、讀書、工作、旅行、家庭 

2. 30%的時間全花在 

    個人自理、交通、 

    吸收新知識、消閒及 

    交際等 

 

 

時間運用 



帕金森定律 

1. 任何類型慣常而持續的工作，都會有
<時間侵略>的特性。 

2. 工作會吞掉你所有可能的時間。(如家
務) 

3. 所以我們要時刻警惕工作的侵略性。 

4. 我們要有計劃地把時間分配好，讓自
己有充分時間放在自己、自己的興趣、
家人及社區各領域上。 



時間運用︰時間投資VS時間消費? 

1. 與家人吃晚飯 

2. 與朋友看電影 

3. 乘公共汽車上班 

4. 修讀公開大學課程 

5. 閱讀消閒雜誌 

討論題: 

參加旅行團，希望以 最短時間內到最多地方參
觀，是屬於時間投資或是時間消費? 

 



單元六 管理壓力與情緒 

1. 什麼是壓力? 你有壓力嗎? 

2. 壓力是我們對外在生活轉變所產生的生理和       

心理反應。 

3. 你有在過去的四星期持續出現這樣反應嗎? 

反應包括︰感覺不安寧、擔憂、睡眠質素下降、
脾氣轉差、忘記一些事情! 

4. 如果持續出現的話，就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了! 

 

 



如何面對壓力呢? 

1. 壓力是由於我們認為自己未能應付需要而
產生的。 

2. 那麼我們可以如何面對呢? 

3. 如何處理及控制我們的情緒呢? 

 

4. 想法可以改變情緒嗎? 

以下提供一個改變自己想法的技巧，藉此改
善自己的情緒! 

 

 

 

 



理性情緒治療法介紹: (A – B – C法則) 

事件 (A) > 信念 (B) > 後果 (C)  

例如︰ 

1. 事件A (破產) >信念B(世界未日)>後果C (自
殺 ) 

2. 事件A (破產) >信念B (我仍有機會及本錢翻
身> 後果C (重新開始) 



單元七及八    理性思考與日常生活決策 

1. 理性思考︰以客觀事實作考慮因素! 

2. 日常生活的原則: 

原則主導取向 (例如環保、健康為主)  

VS 效果主導取向 (例如效益、得益為主) 

3. 生活決策機制︰家長制、家庭會議制 

4. 當難題出現之後(例如管教孩子)，我們經思
考及決策後，便需要立即行動! 

 

 

 

 



單元九 品味與人生 
什麼是品味生活呢? 紅酒、咖啡就是品味生活? 

「係lifestyle，飲咖啡睇法國戲，唔係計人工」 
自認中產財爺越解釋 市民越㷫 

 

《信報》獨眼香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本周三
發表了沒有驚喜又了無新思維的《財政預算
案》，本來幾乎毫無討論焦點，卻因曾俊華事
後在記者會上一時口快，「失言」爆出一句
「我都係中產」，被狠批不知民間疾苦，令他
忽然間頓成箭靶。  

「中產論」一出，網民紛紛拋出不同數據，諷
刺曾俊華明明坐享高達400萬的年薪，卻自認
跟年薪只是數十萬的市民同樣是「中產」族群。
(2013.3.1) 

 



品味人生? 

1.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法國的話，你會發現法國人
喜歡布質和木質的傢俱布置，喜歡簡潔的家居。 

2.法國擁有很多的名牌子服飾手袋，但法國人大
多喜歡一頂帽子、一條絲巾去襯托自己。 

法國人大多喜歡喝咖啡，晚餐用上3個小時。 

 

討論題: 

你心中的品味人生是怎樣的呢? 

 



單元十 優質生活淺說 

1. 任何一個人在工作範疇以外，有更美好的追
求! 例如穿得好、食得好、住的更好等 

2. 自我測試: 你對以下的範疇感到滿意嗎? 

      人生、工作、家長關係、人際關係等 

 

思考題: 

1. 你理想的人生、 

理想的家庭又是怎樣呢? 

 



人物專訪 -義工追夢 為山區童送暖 – 利明威 

在享樂主義當道的社會，有多
少人願意放棄自己所擁有的，
全情投入幫助別人？ 

 

曾為大學導師的利明威，痛心
內地山區兒童苦無援助，與妻
子協議，以兩年時間放棄高薪
厚職，投身全職義工行列， 

 

走入山區追尋愛與夢想，為兒
童送上溫暖。 

2012.7.15,東方日報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
ews/20120715/00651_001.ht
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0715/00651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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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曹秋雯 

 節目:商業電臺”有誰共鳴” 

 錄音日期: 2014/9/25(四) 

 

各位有誰共鳴的聽眾大家好， 

我是曹秋雯。 

四川災區的朋友叫我婆婆， 70年代香港出世,1994年加入社
工的行業,已二十年， 

十年前開始參與南亞海嘯災後支援服務直至現, 在三年前選
擇辭工賣房，用有限的退休金到四川和曾經參與災後服務的
4位義工朋友， 

創辦了「IDLE花香藝術館」社會企業,我代表機構,一個人在
四川踏建這個平臺。以社會企業發展模式，建立青年創業的
平臺,改善年青人的生活狀況，提升年青人自力更生的能力。 

 

http://www.idlenet.org/#!news20150118/c1g6o 

 

 

http://www.idlenet.org/#!news20150118/c1g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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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十一 善用餘閒  

1. 餘閒就是工作以外的可以自己運用的時間。 

2. 在職人士下班後就是餘閒時間，那麼全職家
庭主婦有無餘閒時間呢?  

討論題︰ 

1. 大家如何安排好自己的餘閒時間呢? 

2. 義務工作是否算是善用餘閒呢? 

 



單元十二 生活閒情 

1. 在生活中找一點的生活點子，就是閒情了! 

2. 例如，每天的下午茶時間，嘆杯奶茶咖啡，
就是一項非常好的閒暇活動和生活情趣了! 

 

 

討論題︰ 

1. 有無好的生活情趣點子? 

2. 平時星期六日及長假期如何安排以增加生
活閒情呢? 

 



單元十三 整全生活指引 

1. 整全生活概念︰ 

     就是身心靈三方面的平衡生活與發展! 

思考題︰ 

1. 你在身心靈三方面健康嗎?  

2. 身體︰工作力不從心嗎? 有做運動嗎? 

3. 心理︰有朋友嗎? 生活滿足嗎? 

4. 靈性︰覺得生活有意義嗎? 



整全健康生活指引 

討論題︰ 

1. 你知道怎樣才是健康的生活嗎? 

     飲食、生活、睡眠、運動、工作? 

2. 你懂得建立這樣的生活嗎? 

3. 在過健康生活有什麼困難或者阻礙呢? 

 



發問時間 

講座完畢! 謝謝參與!  
 

講者介紹︰劉婉儀女士，從事社工工作多年，
為長者、傷殘人士、家庭、中小學生、南亞
裔人士及特殊學習需要等不同人士服務，於
二年前放棄了工作，開展內地社工的培訓工
作及一些義工，並返回家庭崗位和全面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