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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的「賽馬會教師社工創新力量」計劃，旨在為鼓勵教師及社工以創新意念
及具體行動，回應教育及社福界的需要及挑戰，為兩個界別的長遠發展做出貢獻。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本校張敏老師獲選「賽馬會教師社工創新力量」的創新教師夥伴，並在中四
級開展「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

  教材套結集「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的教學素材，向教育同工及青年工作者總結
創新服務學習的教學模式及步驟，藉此引導學生追求個人成長，從而發揮所長，貢獻社會，成為立己立人的良好公民。

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

九真服務學習計劃

核心價值

尊重
自尊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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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

計劃進程

1.	 教師培訓

	 活用積木作引導及輔導工作坊

	 設計思維教師培訓

	 分組啟導自主服務實踐交流

2.	 共創課程規劃及教研會議

	 教學規劃及安排

	 課程實施及檢討	

教師培訓

9.	 成果展示

	 學生服務遊戲日

	 學生成果分享會

	 出版《成果冊》及《教材套》

成果

學習

3.	 團隊建立遊戲日

	 認識與交流

	 分組與合作

4.	 個人成長

	 個人心理方程式

	 個人成長目標及行動設定

	 個人輔導時間

5.	 設計思維課堂

	 認識設計思維

	 認識創新服務示例

7.	 自主服務實踐

	 按計劃準備或製作服務內容

	 進行服務

8.	 自主服務實踐反思

	 檢討成效

	 優化改進

6.	 自主服務實踐規劃

	 選定服務對象

	 認識服務對象

	 訪問

	 整理資料

	 構思服務點子

	 擬定服務計劃

服務

3



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教學流程

一、	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結合課堂成長思維工作坊及課後老師啟導兩種策略，協助學生認識成長思維及其重要性，繼而
引導學生思考及發掘個人核心強項及成長優勢，設定成長目標、實踐計劃，藉以追求個人成長。

課堂：成長思維工作坊

課後：老師啟導 追求個人成長

二、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透過學習設計思維，讓學生以同理心出發，設身體會服務對象的感受，了解他們的處境；繼而
學習設計思維，對應所需，發揮所能，策劃自主服務實踐，服務人群。

課堂：學習設計思維方法

課後：自主學習策略 自主服務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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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

教師團隊

計劃顧問： 李伊瑩校長（左四）

學生事務組主席、創新教師夥伴同行者： 羅楚雲副校長（左三）

國家及社會關懷組主席、創新教師夥伴： 張 敏老師（右四）

創新教師夥伴同行者： 譚映蔚老師（右三）

國家及社會關懷組成員： 錢精萊老師（左二）、陳庭瑛老師（右二）、

戴尉袁老師（左一）、何浩禮老師（右一）。

核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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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2020年1月17日，李校長(左二)出席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活動，支持教師創新團隊。

黃英琦太平紳士在校內服務展示日親臨指導，圖為黃女士、李校長與參與第二階段學習計劃的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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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

教師培訓

開展計劃前舉行多次教師培訓，包括設計思維、事後解說培訓等。

羅楚雲副校長(左一)及張敏老師(左三)利用課餘時間參加「第七屆《玩樂手築》活動LEGO作引導及輔導技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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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第一部分：

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課後實踐：老師啟導	 追求個人成長

一、	老師啟導

二、	追求個人成長

三、	同行友伴支持

方法：

課堂學習：成長思維	 學效自主典範

一、	團隊建立

二、	認識成長思維

三、	學效自主典範

  結合課堂工作坊及課後老師個人啟導兩種策略，協助學生認識成長思維及其重要性，繼而引導學生思考及發掘個
人核心強項及成長優勢，設定成長目標和執行計劃，以追求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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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課堂開始之前，學生先參與由校內社工容頴芝姑娘主理的「團隊建立」環節。透過不同的遊戲，讓來自不同班別
的學生互相認識、增進情誼，為日後的學習之旅展開序幕。

課堂：團隊建立

目的：
認識團隊成員，建立團體合作關係。

玩法：
«	 老師可定出不同的排序條件作為列隊要求，如生日月份、生日日期、家中的樓層等。
«	 學生按老師的要求列隊。
«	 在排序的過程中，學生不可說話，也不可以發出聲音，只可以用身體語言溝通。
«	 學生完成後，老師檢查學生的隊伍排列是否正確。

技巧：
«	 限時完成，藉以考驗學生肢體語言能力及彼此間的默契。

遊戲變化：
«	 以蒙眼方式進行遊戲。
«	 在限定範圍內（如一條長椅上／地面一條直線上）進行遊戲。
«	 老師可要求不同的排序及表達方式，例如由月份大至小排列或用原地跳的方式表達，以增加難度。

熱身遊戲：生日線

目的：
建立團隊默契，合作完成任務。

物資：
數張字卡（可參考字卡舉隅）。

玩法：
«	 學生分成兩組，每組派2位代表，兩組同時進行遊戲。
«	 老師向每組代表展示字卡。
«	 每組代表形容「字卡」意思給其他組員猜，惟不可以說出「字卡」中的字。
«	 其他組員舉手作答，以最快準確說出「字卡」中詞語為之勝出。

字卡舉隅：
«	 「真光」、「團隊」、「支持」、「隊友」、「同理心」、「加油」、「一定得」。

遊戲變化：
«	 老師可選取較抽象的題目以增加難度。
«	 老師可限制每組作答次數以增加難度。

遊戲一：有口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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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目的：
增強團隊互信與合作，學習勇於解難及欣賞他人。

物資：
水球約100個（視乎人數增減）、包書膠數張。

玩法：
«	 學生分成A及B兩組。兩組對壘，輪流攻擊，以計分形式分出勝負。
«	 每組派出4位組員，組成兩小隊參與水球對壘。
«	 每隊組員負責拉著包書膠的四角，其他組員協助把水球放在包書膠上。
«	 發球方把水球拋向對方的陣地，對方需要利用包書膠接著水球，並以相同的方式反攻擊對方。
«	 以水球在哪一方破開為之輸。

技巧：
«	 組員不可以直接用手拋出水球。
«	 若水球沒有破開，則可撿起放在包書膠上拋給對方。

遊戲變化：
«	 老師可增加水球的數量以增加難度。

遊戲三：水球對壘

遊戲二：猜猜畫畫

目的：
加強團隊凝聚力，讓學生各展所長，互相配合。

物資：
畫板2塊、畫板筆2枝。

玩法：
«	 學生分2組進行，每組派出1位代表。
«	 老師向每組代表展示題目。
«	 學生代表只可以畫圖方式呈現題目，期間不可寫字，更不可說話。
«	 其他組員舉手作答，以最快準確地說出題目為之勝出。

題目例子：
九龍真光中學、高跟鞋、橙紙、綠紙、視障人士、義工、小提琴、荷花池、團隊、合作、運動衫。

遊戲變化：
«	 老師可按照參加學生的能力轉換題目難度或字數。
«	 老師可縮短畫圖時間以增加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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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遊戲四：尋寶遊戲

目的：
提升團隊溝通，建立共同決策能力。

物資：
扭蛋16隻，貼紙8張、膠紙2卷。

玩法：
«	 學生分2組進行。
«	 每組有8隻扭蛋，其中4隻扭蛋內有貼紙。
«	 兩組須在限時內，各自將扭蛋放在指定校園範圍內的隱蔽處。
«	 當兩組收藏好扭蛋後，各組需在限時內找出另一組收藏的扭蛋。
«	 以計算找到最多有貼紙的扭蛋為之勝出。

技巧：
«	 各組組員需共同協商找尋扭蛋的方法及分工。

遊戲變化：
«	 老師可以縮短找尋扭蛋時間以增加遊戲的剌激感。
«	 老師可以增加或減少扭蛋的數量以增加遊戲的難度。

遊戲五：破解任務

目的：
發揮學生才能，增強合作能力，創造共同解難經驗。

玩法：
«	 學生分2組進行，合力完成任務。
«	 老師派發任務卡，各組需在限定時間內在指定位置完成任務。
«	 以最快完成各項任務為之勝出。

任務例子：
任務一：在操場拍攝一張全組跳起的相片。
任務二：在禮堂前各人利用身體姿勢合力砌出「KTLS	SISL」英文字樣，並拍下照片。
任務三：在自修室完成10條數學題。
任務四：在德馨學舍猜出桌上的甲骨文。

遊戲變化：
«	 老師可按學生特質創作不同的任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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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我們參考《成長體驗Debriefing》1	中介紹的解說工具，作為小組活動的事後解說指引。書中選取了羅貴榮博士
的「動感回顧循環」的解說技巧，亦即是四個「F」環節，分別是Facts（事實）、Feelings（感受）、Findings（發
現）及Future（未來）。由於團隊建立是整個計劃的首個活動，除抒發「感受」外，我們著重啟發學生「發現」及
「未來」。同時，我們也設個人事後反思，幫助學生建立反思習慣。

1 鄧淑英及麥淑華著：《成長體驗Debriefing》，（突破出版社，2015年1版）頁38。

老師啟導－團隊建立事後解說

發現 Finding

1.	 從與同學分工合作中，你認為自己投入
參與嗎？

2.	 從與同學分工合作中，你發現自己有甚
麼能力或性格上的優點？

3.	 在今日的團隊活動中，誰是你最欣賞
的？為甚麼？

4.	 在今日的團隊活動中，有哪種行為最令
你感到厭煩？為甚麼？

5.	 你對整個團隊有何評價？

感受 Feeling

1.	 你現在的心情怎樣？

2.	 你在哪段時間最開心？

3.	 你有感到負面情緒嗎？是甚麼？為甚麼？

將來 Future

1.	 若再重新再玩一次，你的處理方法會有何
不同？

2.	 今日的團隊活動，讓你在待人處事方面學
到甚麼？

3.	 經過這次活動，你覺得團隊在甚麼方面需
要改善？

個人反思

1. （事實）在今日活動中，你做了甚麼？你擔當了甚麼角色？

2.	（感受）在活動當中，你的心情是怎樣？有甚麼事情改變你的情緒？

3.	（發現）在今日活動中，你對自己的性格和能力有甚麼新的認識？你發現自己或你的團隊有何特點？

4.	（未來）展望未來，你認為自己可以為團隊貢獻甚麼？你認為整個團隊可如何改善？

團隊建立事後解說

13



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我們邀請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張燕鈴小姐共創「個人成長工作坊」。課堂中先透過「竹籤穿氣球」
體驗，讓學生明白成長思維的重要性，亦由此解說歸因方式對學生日常學習的影響；同時，藉分享「我認識的自主
學習者」，讓學生學效身邊典範；再而引導學生思考個人核心強項及成長優勢，鼓勵學生突破求進，設定成長目標
及擬定執行計劃。

課堂：認識成長思維	 學效自主典範

活動一：竹籤穿氣球

小貼士：

1.	 學生或許會害怕氣球，老師可加以鼓勵學生嘗試，強調每位學生都能完成挑戰。

2.	 老師不宜參與學生討論，讓學生自行找出竹籤穿過氣球的方法。

3.	 老師記錄同學過程中的說話及表現，作事後解說之用。

課堂流程：

1.	 老師向學生展示氣球及竹籤，以及講解操作電動氣泵的安全須知。

2.	 老師展示成品，說明任務要求：每位學生必須用竹籤貫穿氣球，而氣球需保持完整，不可爆破或漏氣。

3.	 老師鼓勵學生勇於接受挑戰，努力完成任務。

4.	 待所有學生成功完成挑戰後，老師邀請學生分享感受及想法。

目標：

1.	 透過「竹籤穿氣球」挑戰，了解制定具體目標的重要性。

2.	 掌握自己心理歸因方式，學習成長思維。

執行須知：

人數：分小組進行，每組4-5人

需時：45分鐘

物資：電動氣泵、氣球、長竹籤

場地：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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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課堂剪影

15



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我們繼續以《成長體驗Debriefing》1中介紹的解說工具，作為小組活動的事後解說指引。提問示例如下：

1 鄧淑英及麥淑華著：《成長體驗Debriefing》，（突破出版社，2015年1版）頁38。

活動總結帶出信息：

1.	 活動中可見學生的「歸因方式」。學生將自己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是歸因於「你做到！好厲害，你真是聰
明！」，還是「你做到！好厲害，你挑戰成功！」。

2.	 鼓勵學生要學習歸因於「你做到！好厲害，你挑戰成功！」，因為這種「歸因方式」能讓自己繼續嘗試，邁向成
功。當面對困難時，這能鼓勵學生迎難而上，創造更多可能性，也因投入當中經歷而更易取得成功。

3.	 學生也須了解自己遇事的歸因方式，了解自己遇到困難或挑戰時，產生的心理反應。正視當中的消極特徵，有意
識地改變思維方式。老師鼓勵學生每日一小步，重複練習，有助個人成長。

未來（Future）

如何鼓勵自己應付日後挑戰？

如何令自己達到目標？

哪種方式令自己日後更成功？

老師啟導－小組事後解說

事實（Facts）

剛才你嘗試了多少次才完成挑戰？

過程中有沒有困難？你如何克服？

你用了甚麼方法才成功？

感受（Feelings）

一開始聽到任務要求時有何感受？

如果你對氣球有恐懼，剛才怎樣克服？

中途仍未成功時，你有何感受？

當竹籤能成功穿過氣球時，你有何感受？

發現（Findings）

過程中，你對自己說了甚麼？或做了甚麼？

你見到其他人完成挑戰，而自己未成功時，
你怎樣理解？

你認為自己完成挑戰的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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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活動二：學效自主典範

任務：
分享一位「我認識的自主學習者」
以及他的故事。

執行須知：
人數：以大組形式進行

需時：一小時

物資：便條紙及筆

場地：學生圍成大圈而坐

課堂流程：
1.	 老師請學生準備一位認識的自主學習者的故事，內
容須包括他的故事經歷及分析其個人特質，以便在
課堂上與同學分享。

2.	 每位學生在大家面前分享「我認識的自主學習者」。

3.	 請其他學生在便條紙上記下欣賞點。

4.	 所有學生分享完畢後，一起整理所有便條紙，分類
及歸納整班同學寫下的欣賞點。

5.	 老師總結及提醒學生要緊記各優秀自主學習者的欣
賞點，鼓勵學生視之為學習榜樣。

變化：
1.	 如果學生人數較少，可以個人分享形式進行。

2.	 如果學生人數較多，可分成小組交流形式進行。

3.	 老師也可事前收集學生分享內容，按內容分成不
同類別進行小組分享。

我認識的自主學習者的特質及表現（舉例）

1.	清楚知道「我想要」及「我喜歡」的事物。

2.	視期望為成長的指標和動力。

3.	凡事先看到事情中的無限可能，處事上主動拓展新方向、承擔責
任、主動參與。

4.	了解自己的歸因方式，願意克服及轉化負面情緒，表現也較為積極
樂觀及正向。

5.	結合思考及行動，行事實事求是、力求進步。

6.	面對批評時，會以「我可以改善」回應，反思及改善個人不足。

7.	願意向別人求助，懂得詢問「你可以分享你的成功之道嗎？」，借
助別人成功的經驗使自己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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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在這部分，除了在課堂上介紹「核心強項」、「成長優勢」及「弱點」意思之外，也借助網上性格測試問卷，幫
助學生認識個人性格優勢；也建議學生藉由個人、家人及朋友對她的認識，幫助自己思考這部分的內容。

課堂重點解說：

1.	 核心強項：一些本來做得好、經常重複運用的能力，運用這些能力時更令人產生動力。這就是可以加以肯定的核
心強項。

2. 成長優勢：一些平日表現未盡理想，也不太經常運用的能力，惟運用該能力時，會令人愈來愈有動力、愈來愈感
興趣，這就是可以發展的成長優勢。

3. 弱點：一些平日表現不好、不太感興趣加強的能力。若評估後發現該能力是目前處境必須掌握的，則須嘗試轉化。

網上性格測試問卷：https://www.viacharacter.org/

類別 我的想法

我的核心強項或
性格優勢

我的成長優勢

我的弱點

  老師提示學生可以根據以上分析，在了解「我的核心強項或性格優勢」、「我的成長優勢」及「我的弱點」之
後，思考及設定「個人成長」目標。建議同學可多就「能力」及「性格」兩方面去思考。

我的成長目標：

活動三：設定成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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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小貼士：另一個設定目標的方法－許願

思考十件令你感到快樂的事，可從以下範疇思考，並形容當下的畫面及感覺。

寫下我的人生願景

要求：	想像一個動人、有吸引力的、令人興奮的美好畫面。
	 當中呈現出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描繪當中將會聽到、看到、感覺到的細節）

要實現這「人生願景」，你需要建立哪些能力？

健康

目前身心靈狀態及
目標是甚麼？

最需關注的是哪一部分？

願意付出多少時間？

能力建立

目前狀態與目標是甚麼？

願意付出多少金錢與
時間？

興趣

對哪些項目感興趣？

願意付出多少金錢與時間？

學業

在哪一科目上求進？

求進的目標是甚麼？

關係

目前狀態與目標是甚麼？

願意付出多少時間？

性格塑造

目前狀態與目標是甚麼？

願意付出多少時間？

夢想

未來最想達成的事是甚麼？

在甚麼時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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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課後實踐：追求個人成長
  完成課堂活動後，進入「課後實踐：追求個人成長」部分，學生會按以下五個步驟，制訂個人成長計劃。指導老
師會定時與學生面談，以啟導方式與學生同行，達至成長。

  以下是學生個人成長手冊的內容。

  有了目標，若能加入「訂立目標原因」、「現況」及「可衡量的目標」，就可以幫助自己更有動力及明確地達到
理想目標。例如：

第一步：釐清目標價值

許願：成績進步到前十名

Ø	 訂立目標原因：希望考入大學

Ø	 現况：全級排名二十名

Ø	 目標：今年期終考試每科都要進步五名

	 	 ª	 追加目標：考入中文系

	 	 	 �	 原因：我喜歡文科及對此較有信心

	 	 	 �	 現况：中文科全級排第十名，寫作卷表現較弱

	 	 	 �	 可衡量的目標：中文科要進入全級首三名及寫作成績達到六十分。

寫下你的

目標：	

訂立目標原因：	

現况：	

可衡量的目標：	

*可根據以上步驟設定1-3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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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第二步：研究成功方法

為了達到以上目標，你需要研究如何達到目標，掌握成功之道。

步驟：

1. 善用各種資源 尋找成功方法

在你想達到的目標中，有誰已經達到了？試向他請教成功的方法。

有甚麼方法可幫助你達成目標？你也可以透過閱讀、參加工作坊來得到相關資訊。

2. 模仿人生典範

  效法你的榜樣，學習及模仿他們的成功特質。

3. 思考這「個人性格或能力提升計劃」的類型：一次到位、持續、專題

類型 舉例 執行方式

即時 刪除遊戲帳戶、收拾床鋪 立即就做

持續 每周運動兩日、每日打電話給祖父母 持續的、設定提醒或獎勵機制

專題
完成公開試專題

中文科成績要進入首三名

逐步完成分項

拾級而上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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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提問 我的答案

目標： 例：我想成為一個主動積極的人。

S：Situation	現況 例：現時我見到別人有需要，都會較猶豫應否上前幫忙。

T：Target	任務
每次見到有需要的人和事，我會主動上前問一問有甚麼需要幫忙。

知道班上A同學有時不會做數學作業，我會主動教他。

A：Action	行動 未來三個月內，每星期我會主動幫助別人兩次。

R：Result	結果 該月做到了可以吃一杯雪糕。

T：Time	檢討時間 每個月最後的星期五。

	 同學可以自行因應行動的多少而製作多個計劃表。

承接第二步的研究，這時你大概構思了行動，可利用以下方法製定行動計劃。

第三步：制訂行動計劃

目標執行計劃－START

製作你的：

提問 我的答案

目標：

S：Situation	現況

T：Target	任務

A：Action	行動

R：Result	結果

T：Time	檢討時間

目標執行計劃－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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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第四步：建立良好習慣

  根據《原子習慣》1一書中所言，如果每天能進步1%，持續一年，將有很多改進。而這一切的改進，取決於我們
能否建立生活的「好習慣」。請檢視你生活中的各樣習慣，審視這些生活習慣是一些能幫助我們達到目標的好習慣，
還是令我們離目標愈來愈遠的壞習慣？

  要除去壞習慣，建立良好的習慣，一點也不困難。你可以參考書中提出的方法：

建立良好習慣要訣：

1. 讓新習慣的提示顯而易見

2. 令新習慣變得吸引

3. 讓行動輕而易舉

4. 讓獎賞令人滿足

設定 示例

1. 我會於（時間），在（地點）執行（任務）
我會在星期六下午（時間），到自修室（地點）
溫習及整理筆記（任務）

2. 完成「目前習慣」之後，我會執行「我需要
	 建立的習慣」

早上吃完午餐後（目前習慣），我會到自修室溫習
及整理筆記

3.（兩分鐘法則）設定一個任務及一個開端行動，
	 一完成這個開端行動，自然就會做這件事。

任  務：到自修室溫習
開端行動：吃完午餐後，馬上提起書包往自修室

我的習慣設定：

1 「詹姆斯‧克利爾（JAMES	CLEAR）著，蔡世偉譯：《原子習慣》，（方智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6月，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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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記錄獎勵檢討

(1) 記錄

適時記錄個人進程能確保自己走上正軌，以及了解自己目前狀態，認清與目標的距離。

任務：設計一個屬於你自己的記錄方式。

記錄示例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每周作文一篇 ü ü ¨ þ

每天運動半小時 ¨ þ ü ü

每天溫習兩小時 ü ü ü ü

ü：做到	 þ：做到一半	 ¨：未做到

(2) 獎勵

*重點：達到階段性的目標時，可給予自己一些獎勵。

*設置的原則：大目標有大獎勵、小目標有小獎勵。

目標 獎勵

(3) 檢討

1.	寫下成功做到的部分：

2.	寫出成功的原因：

3.	寫下未成功或自己不太滿意的部分：

4.	寫下未成功的原因：

5.	下一步優化計劃：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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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老師啟導
  本次計劃中的老師，有別於在課堂上教導的角色，而是以「啟導者」的身份，與學生同行。「啟導者」著重聆聽
與提問，並須遵行以下兩大原則：

一、	老師以尊重及相信學生為前提，透過有質量的發問，用心聆聽學生的感受、想法及價值觀；老師以接
納及肯定的態度回應學生。

二、	老師提問時，以啟發及激勵學生為目標，藉提問協助學生釐清個人目標、實踐原因、有利因素和限制條
件等，讓學生更具體地制定計劃。

約見學生時間

  我們與學生進行不少於三次個人輔導，分別是設計目標時、過程中以及計劃結束後。當然，過程中，啟導老師同
時為自主服務實踐的指導老師，可從中觀察了解學生的需要，約見次數或不只於三次。

重點

  在學生個人成長啟導部分，協助學生設定明確目標及具體執行目標計劃是重要的起步。在個別啟導時，老師可藉
著「釐清目標」、「發掘問題」及「展望未來」三方面，協助學生設定目標；也利用「執行計劃」的提問，協助學生
構思行動計劃細節。

老師可利用以下三方面幫助學生設定目標：

一、	老師利用「釐清目標」協助學生聚焦所定目標是令他有實踐動力的目標。

二、	老師可藉由「發掘問題」，與學生一起檢視現階段的處境或問題，以此設定目標。

三、	老師可著由「展望未來」，與學生一起探索未來需要具備的能力，以此設定目標。

  以下是我們當中常使用的步驟及提問示例，啟導者可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抽取一些題目或修改提問。

 甲、 設定目標

一、	釐清目標

Ø	 你最喜歡的是甚麼？

Ø	 你最討厭的是甚麼？

Ø	 在你中學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是甚麼？

Ø	 你認為甚麼是中學生涯中必須做的事？

Ø	 我們現在可以做甚麼，令你的生活或學習有所不同？

Ø	 在生活或學習中哪個範疇，還可以進步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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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如果你能達到這個目標及有額外得益，你覺得如何？

Ø	 有甚麼阻礙你達成目標嗎？

Ø	 你希望提升你哪方面的能力？

Ø	 你希望培養怎樣的性格？

Ø	 你可以怎樣令你的目標更具體和可量度？

Ø	 甚麼東西最能吸引你達成目標？

Ø	 如果你知道一定會成功，你現在會做甚麼？

Ø	 現在是否一個合適的時間，為你的目標作出承諾？

Ø	 請說出一樣可令你心裏感到快樂的改變。

二、	發掘問題

Ø	 你認為現時最需要改變的是甚麼？

Ø	 做甚麼令你感到最有動力？

Ø	 如果要擁有理想的人際關係，你認為你可以做甚麼？

Ø	 你認為怎樣才稱得上「理想的中學生活」？

Ø	 你可以做甚麼令你的中學生活更精彩？

Ø	 甚麼是你學習的意義？

Ø	 為了令你學得更好，你認為你應做甚麼？

Ø	 你認為在你的學習或生活中，最得到認同的是甚麼？

三、	展望未來

Ø	 你在今次學習計劃中期望學習到甚麼？

Ø	 到目前為止，你最滿意自己哪方面？

Ø	 你能改變甚麼，令你更享受這次學習？

Ø	 你覺得你做得最好的是甚麼？可以做得更加好嗎？

Ø	 有甚麼令你的學習或生活更加快樂？

Ø	 你認為自己最大潛能是甚麼？

Ø	 未來你希望改變甚麼想法？

Ø	 未來你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Ø	 你想和十年後的自己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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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執行計劃

Ø	 為了達到你的目標，你的第一步是甚麼？

Ø	 下一步行動是甚麼？

Ø	 你會跟誰分享你的目標，令你的行動更有效？

Ø	 你可以和誰協調，令你更有效達到目標？

Ø	 你如何獲取令你達到目標的知識或資料？

Ø	 這星期你會採取甚麼行動？

Ø	 你對採取這個行動感到有多興奮？

Ø	 你可以做甚麼增加興奮指數？

Ø	 你認為你需要知道甚麼，令你的行動更加有效？

Ø	 如果你不開始行動，將會發生甚麼事？

小貼士：

  在確定學生的「目標」及「執行計劃」後，我們會再次提問：「你對這個目標感到有多興奮？」及「你
對採取這個行動感到有多興奮？」，以確定學生的內在動機。

連續發問

  在啟導學生的過程中，可能需時停一停，讓學生思考，以找出答案。同時，在學生回應之後，也需啟導者接連發
問，以幫助學生找出盲點及思考出路。我們經常運用到的連續發問例子如下：

鼓勵繼續說明 釐清話中信息

提問示例

接著？
還有呢？
之後呢？
請繼續。

在當下，你的感覺是甚麼？

可否說明多些？
可否形容一下？
可否具體說明？
可否再說一次？

可否多說一些給我聽？

發掘問題 解決問題

提問示例

是甚麼令你有這個想法？
你學習到甚麼？

是甚麼令你有這個情緒？
可否形容一下你的感覺？

你覺得怎麼樣？
你對這有甚麼感覺？
你現在的感覺是怎樣？

你想的是甚麼？
對你來說，甚麼才是最理想？

你可否做得更好呢？
你自己對這件事有甚麼意見？

你有甚麼選擇？
最好或最壞的情況是怎樣？

你估計會是怎樣？
你是否願意嘗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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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同行友伴支持
  「同行友伴」是學生成長及服務貢獻路上的支持者。參與計劃學生邀請一位校內老師作為「同行老師」、一位家
長作為「同行家長」及一位計劃外的同學作為「同行友伴」，學生需與同行友伴分享她們的成長目標及服務計劃，從
中得到同行友伴的支持及鼓勵。

  我們更準備了「打氣包包」，當中包括「打氣心意卡」及「打氣小禮物」，方便同行導師及同行友伴送贈這些小
禮物為學生打氣。在本書最後兩頁，我們特意為讀者準備數張「打氣心意卡」，供各位使用。

(一)  給同行友伴的信件

親愛的愷盈家長：

    相信您已知道，女兒愷盈參與了本年度「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在

此，我希望向您解說計劃的目的和尋求您的支持。

    計劃本著「尊重學生，讓學生自主與成長」理念，讓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及設計思維等策略，繼而應用所

學，由學生實行「自主服務實踐計劃」，藉此培養學生成長思維及提升多元能力，讓學生服務他人及達至個

人成長。

    整個計劃有兩大重點：第一部份是追求個人成長。計劃以個人成長為重要目標，當中我們會與愷盈一起

探索自我，了解自我的優點及能力，同時，也會協助愷盈思考成長目標、訂立目標計劃及定時檢討進度。

    第二部份是運用才能、發揮所長，服務他人。在了解自己及設立目標之後，我們鼓勵愷盈利用社會服務

的機會，實行自主服務實踐計劃。從中既學習社會創新的技能、培養實務做事的能力，亦藉此機會訓練自己

達到個人成長目標。

    以上過程中，愷盈將有許多人與她同行。除了我們三位老師外，我們更邀請您、她的隊友、她的同學及

她的老師，成為她的「友伴同行」。而您，是愷盈邀請作為「同行家長」的重要一員，她十分喜歡及重視

您，所以盼望您成為「同行家長」，您的支持與鼓勵定給她求進的力量。

    以下我們為您準備了「打氣包包」，協助您定時給予支持。這「打氣包包」內有「打氣字句心意卡」，

您可選擇其中一張，寫上幾句支持打氣說話，加上一些零食或文具作為「打氣小禮物」，一同送予愷盈。我

們建議您可在四月開始，即是在她與您分享目標及計劃後，送給她第一個「打氣小禮物」。第二次可以是計

劃的中後段，大約是在五月，即是在她進入自主服務實踐部分，請在此時送給她第二個「打氣小禮物」。到

了六月，她的自主服務實踐計劃大約己完成，也到了她個人成長計劃檢討及慶祝的時候，請送給她第三個

「打氣小禮物」以作鼓勵，又作獎勵。您定時給予支持，為她打氣，這一定是她進步的最大動力了。

    以上是我們對計劃的簡介，期望有您的支持，讓我們家校同心，共同培育優秀的真光女兒。如您對計劃

有任何查詢或建議，歡迎您在辦公時間致電學校與張敏老師聯絡。我們十分期待在計劃完結時一起見證及慶

祝愷盈的成長。

    祝

主恩常在

計劃負責人、「賽馬會教師社工創新力量」創新教師夥伴

張敏老師謹啟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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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擁抱成長思維  追求個人成長

(二)  打氣包包

	送給第一階段學習計劃同行友伴的打氣包包

	第二階段學習計劃參與學生與同行同學合照

打氣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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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第二部分：

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結合設計思維、自主學習及啟導技巧策略，
進行自主服務實踐

課堂學習 課後實踐
兩種
方式

學習設計
思維方法

老師小組
啟導時間

自主
服務
實踐

三套
策略

  設計思維的目標是滿足他人的需要，讓對象得到滿足。藉著設計思維的思考模式，學生不但更能以同理心作為出
發點，代入他人處境，構思可行及對應的服務點子，也可評估服務計劃的實際可行性，預示計劃是否成功。

  課程以史丹福大學d.	 school提倡的五個階段框架為核心，學生將在課堂學習以「同理心」為出發點，經歷「定
義」、「構思」、「製作原型」、「測試」五個階段。借助設計思維的步驟，學生能有系統地學習，從而掌握這套創
意解難的方法。設計思維有很多可運用的工具，我們並沒有在課堂中全部展示。課堂集中是利用有限的空間與時間，
讓學生掌握設計思維五個步驟的重點，並提供示例，讓學生明白如何運用所學。到了自主服務實踐階段，因應所需，
老師會從實際運用的角度指導同學，必要時也會運用到不同的設計思維工具。

  在第一階段學習計劃，我們邀請機構「街坊帶路」合作，共同開發校本服務學習設計思維課程；在第二階段學習
計劃，我們以「殘疾人士」為服務對象，邀請機構「籽識教育」共創相關主題的校本服務學習課程。

課堂學習：學習設計思維

  學生由關心身邊的人事出發，了解服務對象的處境和需要。在了解後，學生須思考及實踐能對應需要及可行的服
務。所謂「立己立人」，這不但是籌劃服務的能力訓練，也是一種待人以善、培養同理心的學習。

  在自主服務實踐上，我們強調學生「自主」，老師以「啟導者」角色同行。整個服務內容以學生想法而行，學生
自主計劃、自主監控過程及自主反思優化。老師角色則為啟導者，引導學生思考當中如何解決困難、實踐目標。

課後實踐：學生自主服務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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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目標：

1.	 認識「設計思維」。

2.	 掌握社區服務設計以「同理心」為起點，以及以人為本等重要理念。

物資：

每人一份積木（LEGO）套裝、一些積木底板、大小不一裝飾用的積木。

課堂流程：

1.	 重要前提：設計思維講求創意，每個人的想法都沒有對錯之分。

2.	 介紹設計思維

3.	 LEGO鴨子齊齊砌

�	 分組進行活動，每位學生獲發一包積木套裝，每包材料的數量、顏色、大小都一樣。

�	 請學生運用積木砌出一隻鴨子，限時1分鐘，然後互相觀察組員砌出來的鴨子。

4.	 LEGO砌出真我

�	 拆散剛才砌好的鴨子，然後用相同的材料砌出一隻能夠代表自己的動物（不能重複砌出鴨子），限時1分30秒。

�	 請學生在自己組別以外，尋找拍檔。以二人一組，一對一的方式，介紹自己砌出的動物有何特質，以及與自己
相似的地方。每人找4位拍檔互相分享故事，每位各分享1分鐘。

�	 每位學生跟再找一位拍檔分享更深入的故事，每位限時分享3分鐘。內容可以分享自己砌積木的意念，積木的
擺位、搭配等，學生可以就拍檔的積木發問，更深入了解對方的性情、喜好等。

�	 與最後的拍檔交換動物積木，並請學生就剛才聆聽的分享，按對方的需要，砌出一份適合對方的「禮物」。

�	 導師提供積木底板及額外的裝飾品，給予學生2分鐘時間，砌出「禮物」。

�	 交換「禮物」環節為5分鐘。請其中一位學生先猜猜對方為自己砌的「禮物」是甚麼，意念為何。

�	 然後，送出者揭曉自己的設計意念，解釋自己如何根據收禮物者的生命故事，砌出適合他的「禮物」。

�	 收禮物者在送禮者分享後給予回饋，說出禮物是否合符自己的需要。

第一步：同理心

課堂：學習設計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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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教師注意事項

�	 提醒學生交流砌積木的意念時，不需要集中於答案正確與否，因為取得拍檔的回饋才是最重要的事。

�	 引導學生思考拍檔給予的意見，構思改良方案。

�	 「交換禮物」的環節目的是讓學生易地而處，嘗試按照對方真切的需要設計「禮物」，而非按照自己
意願設計，這正是「同理心」及「以人為本」理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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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探索及定義

  我們在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學習計劃作出不同的嘗試。在第一階段，聚焦鼓勵學生由關心自身的社區出發，結合
個人的興趣及想法，自定主題。到第二階段，則選定我們較少接觸的「殘疾人士」作為主題，讓學生探索可行的社會
服務方案。因此，在這部分，我們提供兩種方式示例：

學習工具

第一階段學習計劃 社區觀察、持份者關係、社區訪談、社區考察

第二階段學習計劃 社區訪談

目標：

1.	 由思考社區的需要出發，自定探索主題。

2.	 學習「社區觀察」、「持份者關係」、「社區訪談」，以及進行社區考察。

3.	 整理及分類發現所得，以行動陳述（How	Might	We）定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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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一、探索

課堂流程：

1.	 學習「社區觀察」

目標：掌握社區觀察技巧「AEIOU」，進行社區考察。

流程：

�	 老師引入：要進入社區，必先進行觀察及認識，由此了解社區一些特點。利用「社區觀察」技巧，可更全
面認識社區面貌。

�	 老師介紹是日主題為「以無障礙校園為例進行社區考察」。

�	 社區觀察工具「AEIOU」為進行社區觀察時的五個觀察及分析角度。

	 學生依「以無障礙校園為例進行社區考察」為主題，在學校內考察校園內「無障礙」設施，寫在便利貼
上。觀察後將收集資訊加以分析，以了解校園是否具備「無障礙校園」的條件。

A-activities
活動

E-Environment
環境

I-Interaction
連繫

O-Objects
物品

U-Users
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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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2.	 「持份者關係圖」

�	 老師引入：經過「社區觀察」之後，學生可能從中發掘有興趣的服
務對象。學生需認識及了解該服務對象，並以該服務對象為中心，
思考與之有關的其他人物及當中關係，這練習稱為「持份者關係
圖」。

�	 老師介紹持份者關係圖。

�	 學生完成工作紙。

�	 老師總結：掌握與對象有關聯的人物，能幫助下一步進行訪談。

3.	 學習「社區訪談」

目標：掌握訪問技巧，深入了解訪問對象的想法。

課堂流程：

�	 老師講解「社區訪談」目的：當開展社會服務時，必需搜集相關
的資料，而「訪談」是其中一個直接搜集資料的方法。而且，針對服務對象需要而言，透過訪談則能更直接
及深入了解對象的想法，為定義問題作好準備。

�	 老師講解訪談注意事項。

	 訪談注意事項

	 	 積極發問，專心聆聽，以展開對話為目的，讓對方多談感興趣的事物。

	 	 關注受訪者的情緒，以同理心代入處境。

	 	 不要詢問具引導性的問題，建議提問開放式問題。

	 	 概括及複述受訪者的說話。

	 	 釐清及追問空泛或概括的字眼。

	 	 假如發現有趣的事物，可追問當中細節。

	 	 多問「為甚麼」以找出受訪者的想法。

�	 老師介紹「社區項目交流代表」，學生藉此良機觀摩學習，汲取探索社區的成功經驗。

	 	 「社區項目代表」代表一：「溯回根本・尋找屯門」

	 	 《溯本尋屯》是由十位單純喜歡屯門，關心社區發展，致力為建構其美好未來而努力的青年所
組成的社區報。透過認識及記錄屯門的起源和故事，記錄社區不同時期的生活面貌，以文字將
社區人士連結，以屯門人的角度塑造屬於屯門的形象，從而建立屯門居民的身份認同。

	 	 「社區項目代表」代表二：Dining	on	the	Wheel

	 	 針對輪椅人士的出行需要，希望能發展一個整合外出用膳的資訊平台；並舉行輪椅友善餐廳體驗
活動，促進傷健交流，建立彼此的同理心；並運用是次體驗中收集的回饋和資料，用來建立一間
輪椅友善餐廳的指引建議，推動社會發展成一個更無障礙的環境。

36



第二部分：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	 學生分組設計訪問主題及相關問題，在課堂中與社區項目代表交流，也藉著與社區項目代表訪談，練習訪
談技巧，及為之後到社區進行自主服務實踐前的訪談作準備。

	 【訪談主題例子】：	

	 1.	 認識如何開展社創或社區項目

	 2.	 了解籌備過程的挑戰

	 3.	 分享籌備過程的喜怒哀樂

課堂照片

學生在課堂學習之後，就在課後實踐，進行了許多不同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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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課後：學生實踐示例

兒科醫生葉先生訪問：

1.	 需要長期住院的病童大多患上甚麼病？ 

	 需要長期住院的病童大多都是患了癌症、骨病及腎病等。

2.	 病童知道自己確診後的心情有何變化？

病童們通常得知自己確診長期病患後，都會拒絕接受現
實，並感到憤怒、憂傷。

3.	 手術後遇到甚麼困難？
	 （例如後遺症、不能上學、坐立等）

如果病人進行腸手術，之後可能會大小二便失禁，需要長期洗腸。而燒傷的病人則因為傷口難以處
理，所以經常性需要在醫院洗傷口。而且傷口會有一陣難聞的味道，女病人尤感介意。除此之外，病
者往往在社交上遇到困難。

4.	 照顧者需要注意甚麼？

部分照顧者初時會嘗試其他療法，因而延遲求診，或因為誤信謠言及網絡資訊，導致錯過最佳的醫療
時間，這樣便難以醫治。除此之外，由於病人處於反叛期，家長與病童之間的溝通欠佳。舉例膀胱病
患者因為害怕被同學嘲笑，所以不願意導尿，因而影響了自身的健康。所以照顧者與病童之間的溝通
很重要，需要明白病童的想法和治療的進度。

5.	 一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病童故事

1.	 腸套疊的病人

腸套疊是一種慢性家族病。病人9歲時來向葉醫生求診，檢查後發現患有腸套疊。而病人的爸爸
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因腸套疊去世。確診後，病人有一天肚子痛，須開腹除去二百多顆息肉。手
術之後她不斷出現新的息肉，醫生曾用內視鏡開腹切除息肉，亦切除其中一段十二指腸，以減
少復發。此外，她的脊骨神經亦有纖維瘤，令她飽嘗痛苦。她坦承這個病對自身的影響很大，
心裡有數命不久矣。但她很堅強、樂觀，甚至立志投身醫護界。

2.	 先天肛門閉鎖

先天肛門閉鎖是指排泄物不能排出體外。病者一出生肚子就很脹，需要緊急進行了造口手術。
手術後病情平穩了一段時間。但是突然有一天，病人肚子脹得很厲害，經過檢查後，發現是
有東西黏住腸部，使它扭壞了，導致須將大部分的大腸切走。病人的情況一直很不樂觀，因為
切除了大部分的大腸，難以吸收養分，更使免疫系統不能正常運作。大腸過短亦會無法吸收養
分。醫生擔心她無法生存下來，因為這個病只能活到18歲，終身以醫院為家。最後，病人能生
存下來，但需定期吊鹽水，與家人關係欠佳，令她很難受。

第一階段學習計劃：「關心病童組」的訪問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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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第一階段學習計劃各組訪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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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第一階段學習計劃各組訪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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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社區考察

目標：

1.	 透過親身與社區接觸，掌握社區探索的元素及觀察的方法；

2.	 透過進行社區任務，建立同理心，並自主收集社區線索，從中發現社區問題或需要，然後思考自己的角色及
可發揮的價值。

課堂流程：

�	 老師介紹兩條路線的社區背景、發展沿革、路線景點及相關主題。

�	 學生分兩組，走兩條路線，再各自完成兩個主題任務。學生需運用便利貼、筆記簿及拍照等工具進行社區
考察，沿途記下該主題的觀察點。各組需完成3-4個訪問、考察3個社區景點及完成1-2項社區任務。

路線一：

主題 社區民生 社區設施及服務

範圍 南山邨及大坑東邨 南山邨及大坑東邨

社區景點
例子

�	 南山商場平台及地下小店

�	 大坑東邨（東龍樓）天橋樓層及地下店舖

�	 邨內社福機構辦事處或中心、組織會址

�	 邨內公用設施

社區任務
例子

�	 選定2間店舖並與店主或伙計進行小交流。

�	 於不同店舖找出3種在自己所住社區沒有
的物品或食品，比較「有」及「沒有」的
原因。

�	 於不同店舖找出學校校內或附近也能買到
的物品或食品，比較價格上的差異。

�	 記下及了解區內社福機構或社區組織單
位，再進行分類，分析各類組織的數量與
社區特定需要的關係。

�	 選定2間機構或組織，仔細觀察機構宣傳
品，或在情況許可下進入會址內取得活動
通訊，或與工作人員交流。

�	 觀察有甚麼公共社區設施及其主要用家。

路線二：

主題 社區民生 社區設施及服務

範圍 九龍仔 九龍仔至九龍塘

社區景點
例子

�	 根德道、多福道、沙福道、羅福道一帶泊
位、車輛、道路情況與行車方向、行人道
情況、交通標誌、公共交通工具及車站設
施等。

�	 九龍仔垃圾處理設施
	 例如：垃圾桶、清潔人員、渠道、建築或
修整廢物、垃圾站

�	 寵物排泄物處理設施
	 例如：寵物糞便收集箱、廁所

社區任務
例子

�	 按時段及移動路線記錄路面情況，如觀察
到的私家車、公共交通工具數量。

�	 拍攝泊車情況，分別分析合法泊位與非法
泊車對不同持份者的影響，並提出3個改
善建議。

�	 沿路記錄製作簡易地圖，標示塞車或泊車
黑點（列明時間）。

�	 記下及拍攝相關設施位置，製作簡易地圖。

�	 觀察社區於體驗時段內遛狗情況以及其照
顧者如何處理寵物於路上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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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課後：學生實踐示例

第一階段學習計劃：「民行組」的社區考察例子

考察及訪問發現

環境

問題：你認為南山村的環境如何？

回答：環境舒適，空氣質素挺好。

發現：不少居民對區內環境表示滿意，認為南山村空氣清新，適宜居住。

設施

問題：你認為區內有甚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回答：區內的樓梯太多了，希望可以增設方便長者的設施。

發現：區內過多的樓梯令南山邨的長者感到吃力，甚至令行動不便的長者絆倒。

問題：南山村有沒有甚麼特別的設施？

回答：南山村許多設施也充滿建築特色，例如彩虹橋，吸引了不少人來這裏拍照留念。

發現：由於區內有較多富建築特色的設施，令到區內拍照的人越來越多，因此區議員增設圍欄美
化環境，加強宣傳，藉此吸引更多遊客。

交通

問題：你認為南山村的交通方便嗎？

回答：方便，有港鐵和小巴。

發現：南山村交通配套完備，鄰近石硤尾地鐵站，而且設有小巴和巴士。因此一般人想來看看南
山村的建築特色，是十分方便及容易的事。

保育

問題：你對於南山村成為許多香港人拍照的熱點有甚麼看法？

回答：自己居住的地方受到關注和重視當然開心！但過多的遊客始終會為我們帶來不便和滋擾，
畢竟區內長者也比較喜歡寧靜的環境。

發現：區內不少富有歷史價值和建築特色的設施，比過往更受到保育和關注，令南山村居民感到
自豪。

	 與此同時，有部份居民認為富有特色的設施令過多遊客到區內拍照，這對居民造成困擾。
而且，只有南山村少數的餐廳或小食店能夠通過遊客到訪而賺取收入，其他居民未能受
益，所以他們不贊成區內文化保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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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第一階段的學生由探索入手，最後訂定了四個不同服務主題分別是：關心社區空間運用的「空間
運用組」、關心長者在社區生活情況的「愛家寶組」、關心小店文化傳承及地區特色的「民行
組」，以及關心長期病患兒童的「關心病童組」。

	 第二階段的學生就與特定的服務對象進行訪問，以搜集足夠的資料進入下一階段。

考察當日，邀請到九龍城區區議員何顯明先生講解九龍塘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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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課堂流程：

1.	 發現、整理及定立主題

�	 小組內各組員分享訪問及考察所得。

�	 各人將自己的發現寫在便利貼上，然後輪流分享自己的發現。
	 小提示：發現可以是自己最想分享的觀察，最想了解的事情，或最觸動自己的部分，或從不認知的部分。

�	 各人合力整理組員的發現，並歸納主題。

�	 組內進行討論，找出討論的主題。
	 小提示：主題的設定可以是大家經常提及的、或是組員間較有興趣的、或是較為關注的情況。

�	 組員經討論後，訂立主題。

2.	 靈感激盪環節

�	 老師利用其中一組主題作示例。

�	 老師說明本節主題，設計主題：「如何透過校內短片宣傳，讓校內同學更重視傷殘人士的需要？」

	 運用便利貼，寫下自己設想到在實踐主題時會遇上的困難，每一個困難寫一張便利貼，限時8分鐘。
	 【例子】校內同學對傷殘人士普遍認識不足。

	 運用便利貼，寫下自己設想到在實踐主題時的有利條件，每一個有利條件寫一張便利貼，限時5分鐘。
	 【例子】學校裏有便利傷殘人士活動的設施。

教師注意事項

�	 請學生記下自己的靈感時不用猶豫，強調想法無分對錯，最重要是寫出來與他人交流，互相刺激。

�	 鼓勵學生分享所想，每個同學的意見都平等，無分優劣。

�	 請學生寫便利貼時，字體要大和清晰，用線條較粗的水筆書寫為佳。

二、定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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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靈感歸納、分類

�	 分組活動，將組內4人寫在便利貼上的困難分類整理，為每個類別加上標題。

�	 4位組員，於組內投選一個最重要的困難，每人有6票，票數可任意分佈，得票最高的，將成為是次主題需要
解決的問題。

	 【例子】校內學生對傷殘人士的認知不足。

4.	 以「行動陳述：我們如何能夠（How	Might	We）」句式，清晰定義問題

�	 以小組為單位，組織一句以「How	Might	We」為首的句子，定義組內最希望解決的問題，並以正面句式指出
希望達至的成果。

	 【例子】我們如何透過短片宣傳的方式，提升校內學生對傷殘人士的認識？

小貼士：

  老師可以提示學生運用「提升」、「改善」、「增強」等動詞，將句子寫成正面的意思。

課後：學生實踐示例

第二階段學習計劃：視障人士關注組的「定義問題」簡述

視障人士關注組

  我們訪問一位視障朋友Eunice，發現視障人士平時外出常遇困難。其中他們平常透過汽車的聲音
了解路面的情況，但如果環境太嘈吵，他們很難去辨別車子的聲音。

  另外，視障人士到超級市場也需有人陪同。如果他們自己去購物，會很容易跌倒或推倒貨品，也
不知道自己拿的貨品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們需要別人幫忙才能知道是否取得想到的貨物，可惜的是
很少人願意主動幫助他們。使用升降機時，原來並不是所有升降機都有點字，更因為疫情，升降機的
按鈕加了一層保護膜，就算有點字都難以去觸摸，對他們造成很多不便。

  經過許多討論及研究之後，我們認為需要提升大眾對視障人士的關注，加深大眾對視障人士的認
識和了解，在視障人士外出時，更容易得到別人的幫助，這就就能提升視障人士外出時的安全感。

  因此，我們組成視障人士關注組－Care	 for 	 V IP。Care 	 for 	 V IP當中的	 VIP 	可解作	 'Ver y	
Important	Person'	或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意味着希望為視障朋友提供最適切的關心。

－摘錄自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成果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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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第三步：構想點子

課堂目標：

1.	 根據行動陳述，構思大量不同想法。

2.	 構想不同的創意方法，解決定義的問題。

3.	 投選及歸納一個潛在的解決方案，在自主服務實踐中實行。

課堂流程：

1.	 靈感激盪環節

� 	 小組找出的困難，構思解決方案。每一個方案寫一張便利貼，每人構思6個。時限為5分鐘。

	 【例子】以微電影形式展示有關傷殘人士的故事。

�	 老師講解「腦激盪」規則：

1.	 要尊重每個人提出的想法，不要批判。

2.	 先想大量不同的點子，不要構想細節。

3.	 不用考慮可行性，只需扣緊主題構想。

4.	 可用文字、畫圖解說你的點子。

5.	 可在他人的點子上改變、延伸或補充。

2.	 以「Effort	X	Impact	Matrix」投選出最佳解決方案

�	 各組於組內投選最佳方案，每人有6票，組長有8票。每人的票數可任意分佈，得票最高的3-4張便利貼，將進
入下一個投票環節。

�	 老師向學生介紹「Effort	X	Impact	Matrix」（付出與影響力），及示範如何應用。

�	 每組在黑板上畫上「Effort	X	 Impact	Matrix」（付出與影響力），把上一輪組內投選出的3-4個最佳方案貼在
上面，進行投票。

�	 投票時，分成「付出」及「影響力」兩個向度，每位組員舉手示意，選出最佳方案。

	 【例子】點子：「以微電影形式展示有關傷殘人士的故事。」是在「立即行動」及「多勞多得」的格子之間，
學生則可以考慮實踐這個點子。

可有可無 立即行動

徒勞無功 多勞多得
高

高

低

低

付出

影響力

「Effort X Impact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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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照片
課後：學生實踐示例

第二階段學習計劃：
「癒心鈴」組以不同攤位遊戲
宣揚尊重精神病康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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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第四步：製作原型

課堂目標：

1.	 透過製作原型，初步呈現構想點子。

2.	 利用原型進行測試及收集意見。

3.	 反覆改良原本設計構思。

課堂流程：

�	 老師播放品牌設計師的影片，帶出設計師思維。

�	 老師講解Prototype（原型）的概念：著名品牌電器設計師經過無數次改良，才能製作產品，吸引眾多顧客購買。

�	 老師指導學生繪畫故事板。

	 要求：分組繪畫4-8格漫畫的故事板，每格漫畫需要加上說明文字，解釋意念。

教師注意事項

�	 鼓勵學生不要害怕失敗，應視「失敗」為「意見」，反覆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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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學生實踐示例

第二階段學習計劃：「下廁再見組」

原本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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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改良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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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設計思維  實踐自主服務

第五步：測試

課堂目標：

1.	 分享各組的服務構思，聆聽服務對象及其他組員的想法。

2.	 評估所得的意見，加以改良、優化本來的構思。

課堂流程：

�	 故事板匯報

	 每組設5分鐘時間匯報服務構想。

�	 對組回饋時間

其他組別就「哪些部分成功」、「哪些部分建議改進」、「哪些部分需要多加解說」、「哪些部分需要再改善」
四方面給予意見，每人給予一個意見，寫於一張便利貼上，貼在匯報組別的A4紙上。

教師注意事項

�	 鼓勵學生踴躍給予意見匯報組別，協助同學改善原型。

�	 提示學生，製作原型（Prototype）的過程，經過實驗之後或會不斷重複循環，持續按照意見作出修
訂，所以整個呈現、匯報的過程必須簡單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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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為鹽為光」九真服務學習計劃教材套

課堂延伸：

在收集了全體組員的意見之後，學生向服務對象匯報，聽取他們的評價及回饋。

匯報當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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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學生實踐示例

第二階段學習計劃：放下敵懿組

第二階段：放下敵懿組

背景：	這組學生服務對象是精神病康復者，學生發現精神病康復者最需要的是社會對他們
的理解和尊重。她們拍攝微電影，微電影以受訪者文臬先生的故事作為主軸，呈現
出精神病人生活及心理上的困苦、發病的先兆與狀態、藥物副作用帶來的不便、大
眾的誤解與精神病人受歧視的遭遇等等，把精神病人鮮為人知的一面向大眾呈現。
期望藉著微電影，向青少年宣揚了解及尊重精神病康復者的信息。

組長譚曉欣同學感想：

突破蛻變	 見證彼此成長

  我與整個團隊一起塑造人物角色、撰寫劇本、選角拍攝，最後剪輯成微電影，一切由零
開始直到成果圓滿，令我十分滿足。

  透過這次計劃，促使了我們在各範疇的發展。在匯報第一稿影片時，發現尚欠許多細
節，同學及老師反映我們需要豐富情節及改進微電影的拍攝技巧。於是，我們重新修訂劇
本，並報讀及學習拍攝與剪輯課程。期間組員之間建立默契，相互扶持、從而提升效能。此
外，我學習到組員之間要分工合作，加強溝通及從錯誤中學習，這些過程都一步一步地建立
我的信心，使團隊更有效運作，在短短一個月內交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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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書範例：自主服務實踐計劃書
  當各組定義問題以及建立服務構思後，如何一步步地實踐構思，則考驗學生的執行能力，我們期望學生能藉著計
劃訓練個人實務做事的能力。至於如何引導各組學生逐步實踐心中所想？我們會利用以下的題目作為啟導指引，引導
學生規劃服務項目，亦以此寫成「自主服務實踐計劃書」。

（一）計劃藍圖－重點

1. 項目名稱

2. 持份者及他們的需要

主要持份者是誰？他們的需要是甚麼？他們有甚麼習慣？你如何了解他們的想法？

3. 背景

是甚麼觀察／認知／反思啟發這個構思？你想透過項目解決甚麼問題？為何你們想實行這計劃？

4. 項目構思

項目如何可以解決以上所指出的問題？

我們希望設計	 （解決方案），解決	 （問題）

5. 項目的特色

項目有何特點？其吸引、實用或趣味之處？

6. 活動或服務對象

計劃的直接受眾是誰？為何選擇他們為對象？

7. 影響

你們希望透過這計劃，帶來甚麼轉變或效果？

8. 未來1個月的實踐計劃

試列出你們每一步的計劃

9. 挑戰及風險

實踐計劃期間，你們預計會遇到甚麼挑戰？你們將計劃如何克服？

10. 個人意義

這計劃對你們各人而言，有甚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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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劃服務重點一：服務活動類

1. 活動目的

舉辦這項活動或服務或設計這個產品的目的。

2. 活動內容

a.	 活動對象

活動是提供給甚麼人？為甚麼設立這個對象？建基於甚麼資料或觀察而認為他們是有需要的對象？計劃的直接
受眾是誰？為何在這個階段在找他們試行方案？

b.	 活動預算

活動需有多少預算？這些預算如何分配？為何有此分配？需要向參與者收費嗎？收費如何定？

c.	 活動物資

活動需要甚麼物資？如何準備相關物資？

d.	 活動流程及負責人

活動細節流程是怎樣？各環節的時間分佈是怎樣的？請逐一列出。相關的負責人及分工是怎樣的？

e.	 活動宣傳與收生

活動如何宣傳？如何招生？列出不同可行方法。

3. 報名與名額

對象如何報名？名額有多少？如何釐定這個名額？

4. 自評準則

活動內容與目標的符合度、回應需要、實用性、可行性、靈活性、獨特性、創意度、增益度、可持續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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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劃服務重點二：書刊宣傳類

1. 出版原因

為甚麼想出版此刊物？有甚麼原因令你認為出版刊物能達到目的？

2. 出版目的

出版此刊物的目的是甚麼？你希望用此達到甚麼效果？

3. 出版主題

刊物的主題是甚麼，為甚麼這個主題是重要的？

4. 書刊對象及對象特質

這本刊物的對象是甚麼人？這些人有甚麼特質？刊物要在哪方面與之配合？

5. 書刊尺寸與風格

書刊有何設計風格？書刊有甚麼規格？紙質和封面有甚麼要求？如白書紙140g、光膠／啞膠、粉卡或啞粉卡？內
文黑白或彩印？如何釘裝，如騎馬釘、穿線平裝？

6. 書刊內文與排版

書刊目錄是甚麼？內文如何分佈？如何排版？

7. 書刊圖文

相片和文字是否配對？相片的像數足夠嗎？相片及文字有否知識版權要求？

8. 書刊稿件與校對

書刊格式、標點符號、大細楷、空格、行距段距、有沒有錯漏或需要修改的地方？頁數有沒有錯漏？可以確認稿
件嗎？

9. 書刊印刷

印刷的預算？預計印刷多少本？印刷有甚麼特別要求？印刷商提供甚麼的服務？初版是否滿意？何時付印？何時
送貨？派發的途徑及派發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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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劃服務重點三：產品類

1. 產品原因

為甚麼想製作這產品？有甚麼原因令你認為製作這產品能達到目的？

2. 產品目的及焦點

製作這產品的目的是甚麼？你希望用此達到甚麼效果？

3. 產品主題

這產品的主題是甚麼，為甚麼這個主題是重要的？

4. 對象及對象特質

這產品對象是甚麼人？這些人有甚麼特質？這產品在哪方面與之配合？

5. 產品特色與設計

這產品有甚麼特色以吸引別人？這個產品的設計是甚麼？整個部分分開幾多個部件？由甚麼組成？為何這樣劃
分？當中涉及甚麼技術？你是否懂得這個技術？若不懂，可從哪方面尋求援助？

6. 產品功能

這產品有甚麼主要功能？有甚麼次要功能？解決甚麼問題？

7. 產品物料

這個產品使用甚麼物料？為甚麼用這些物料？這物料的優點是甚麼？這物料的缺點是甚麼？

8. 製作成本

製作這產品涉及多少成本？具體成本包括甚麼項目？

9. 自評成效

產品與目標的契合度、回應需要、實用性、可行性、靈活
性、獨特性、創意度、增益度、可持續發展等。

(參考自「創不同」種子計劃MaD	 Incubator及本校學生主導
活動計劃活動策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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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總結：自主服務實踐成果
  經歷連月努力，十組學生自主服務實踐完成了！以下是十組項目的簡介，詳情則請參閱《學生成果冊》。

第一階段學生成果報告（由 2020-2021 學年中四學生完成）

1. 關心病童需要 宣揚「病」不可怕－
關心病童組

  計劃目的是希望社會大眾能多關心、理解及尊重病童，亦希望讓病童知
道，這個社會很多人願意與他們同行，關心和愛護他們。

  我們訪問了六位病童，出版了「『病』不可怕－六位長期病患兒童故
事」這本小書。希望讀者在閱讀完小書後，能明白不同病童真正的需要及如何
與他們相處。

組員：楊凱名、關懷恩、沈芊熠、李紫瑜� 指導老師：羅楚雲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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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用社區空間 支援兒童體能需要－
空間運用組

  計劃目的是希望有效利用社區空間，舉辦符合兒童身心健康需要及能吸引兒童參加的活動，讓社區的兒
童舒展身心。

  在疫情的社交限制放寬之後，我們立即到深水埗一間教會進行「遊戲日」。事前我們製作遊戲道具、設
計遊戲流程、佈置遊戲場地，更招募了十多位校內的同學幫忙進行服務，為區內約六十個家庭及小朋友帶來
遊戲。當日場面熱鬧，各人盡得其樂，未來我們會在不同公園、空地等社區空間舉行不同的遊戲日。

組員：李詩樂、木代莉莉、楊洛宜、甄鈺莹、江祉詠� 指導老師：張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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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訪問得知，現今很多長者最需要的是陪伴。隨著年齡的增長，長者身邊的朋友逐漸去世，年輕一代因
忙碌和代溝而很少陪伴長者。

  因此，我們設計可供一家人玩的桌遊，以「和諧」為主題設計了三款遊戲，分別撲克牌遊戲、摺紙活動
及敬長大富翁。希望藉著桌遊加強長者與家人之間的溝通，鼓勵年輕一代關心家中長者。

3. 親子遊戲樂 祖孫關愛情－
愛家寶組

組員：羅雅瑤、譚曉晴、盧佩琦、張愷盈� 指導老師：張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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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訪問了不同式微傳統行業，由此啟發我們日後保護及傳承更多香港特色文化。因此我們收集行業故
事，結合相關的冷知識及故事，出版刊物，以文字記下我們探索香港傳統文化的腳印，望能深化香港市民對
式微的傳統行業的了解。

  從中，我們更意外發現要傳承及守護香港獨有文化的要素。

4. 一步一腳印 找尋文化傳承之路－
民行組

組員：關愫心、林琳、鄧凱雯、王凱盈� 指導老師：譚映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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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學生成果報告（由 2021-2022 學年中四學生完成）

  我們訪問了四位精神病康復者，將他們的生命故事以文字、圖片及聲音三
種媒介呈現，希望由此改變大眾對精神病康復者的偏見，並加以尊重。

  我們亦在校內服務日中透過四個攤位遊戲，讓同學了解精神病患者的真正
需要及康復路上的挑戰，鼓勵同學接觸精神病康復者。

5. 精神復康 「癒過天晴」－
癒心鈴組

組員：黃悅淇、王詠、陳紫欣、張琪林� 指導老師：陳庭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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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目的在於消除社會對於精神病的偏見，增加社會各界人士對精神病康復
者的認識，並接納他們。

  透過微電影，以受訪者文臬先生的故事作為主軸，呈現精神病患病生活及心
理上的困苦、發病的先兆與狀態、藥物副作用帶來的不便、大眾的誤解與精神病
康復者受歧視的遭遇等內容。期望由此打破社會大眾對精神病康復者的偏見，讓
大眾學懂如何尊重、包容、接納不同群體，與之同行。

6. 打破成見 接納精神病康復者－
放下敵懿組

組員：蔡傲琳、崔芷瑜、謝坤瑜、譚曉欣� 指導老師：張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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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關注傷健人士洗手間不足和被錯誤佔用的情況，希望透過網頁發放有關社區內公共洗手間的資訊，
包括地址、設備，以方便輪椅人士使用。

  服務以九龍城區作為試點。組員一共考察了九龍城區內多個公共地方的洗手間，並就洗手間輔助殘疾
人士的設計、指示的清晰程度、數量及商戶對無障礙設施的態度進行評估。結果顯示以樂富遊樂場和樂富
街市內的殘疾人士專用的洗手間評分最高，而大型連鎖餐廳及中式酒樓則未有適合殘疾人士使用的洗手
間。未來我們將繼續積極開發手機應用程式及網頁，將考察所得展示出來，協助用家準確及快捷地搜尋到
區內適用的洗手間。

7. 由洗手間開始建立傷健友善社會－
輪椅人士關注組－下廁再見

組員：賴凱琳、謝坤鈺、于昭玥、梁詩彤� 指導老師：何浩禮老師、譚映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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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本著關心視障人士外出時遭人歧視及遇到危險，我們構思了兩個解決方案。

  一是製作「智能手杖」，幫助視障朋友減少因未能即時了解路面情況而造成危險的機會，亦幫助他們了
解新環境；

  二是在校內服務日中舉行「蒙眼體驗」。同學蒙上雙眼，進行各種小遊戲，例如運用盲人杖進行任務，
模擬視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情況，讓同學明白視障人士的難處，從而更願意主動關心及幫助視障人
士，讓他們感受社會的暖意。

8.	 關注視障朋友身心	 智能手杖同行－
撥雲見日組

組員：陳詩棋、葉詩萍、高梓晴� 指導老師：錢精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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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目的在於提升大眾對視障人士的關注，從而提升視障人士外出時的安全感，亦希望增加大眾對
視障人士的認識和了解。組名為視障人士關注組，Care	 for	 VIP。VIP	可解作'Very	 Important	 Person'	或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意味着我們希望為視障朋友提供最適切的關心。

  在校內服務日中，我們分別設計了三個易拉架：第一個是對介紹視障人士的特徵；第二個是介紹視障人
士常用的輔助工具或設施，亦提供了和視障人士相處的溫馨提示；第三個是點字的模板。我們亦設點字體
驗，讓同學根據易拉架上的點字模板，用點字間尺刻上心意字句在小卡上，向視障人士表達心意。我們亦設
立了Instagram帳號(@care.for.vip)，定期發佈有關視障人士的資訊，希望增加大眾對視障人士的認識。

9. 增加認識 喚起關注－
視障人士關注組 @care.for.vip

組員：彭穎賢、曾佩然、蔣鍀潼、余依諾� 指導老師：羅楚雲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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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目的在於增加大眾對聽障人士的了解，從而達到互相尊重。我們創建了Instagram帳號，將它命名
為「聆．距離」（Listen	with	my	heart），透過發佈與聽障人士相關的小知識帖文，引發人們對聽障人士
的關心，並增加對聽障人士的了解。

  在校內服務日的攤位遊戲中，教導同學〈你是你本身的傳奇〉手語歌，又教導同學做出日常生活需要用
到的手語，例如：早安、午安、晚安，以宣傳手語；也與同學分享一些聽障人士日常衣食住行的小知識，使
同學了解聽障人士的處境和需要。

10. 以平等、尊重與聽障人士交流－
「聆．距離」組（Listen with my heart）

組員：唐有有、吳曉麗、江一諾、莊子瑩� 指導老師：戴尉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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