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創意行動挑戰賽

每個孩子現在就能擁有「我做得到」的權利

引導手冊



Design For Change (DFC) 是什麼？

DFC 是全球最大的創意挑戰，為兒童及青少年而設， 2009年由印度 Riverside
School 校長 Kiran Sethi 創辦，現時已超過 65 個國家地區參與，2012 年澳門亦開始
每年舉辦一次 DFC 挑戰賽。

DFC 目的是培養兒童及青少年的同理心，關心身邊及社區的人和事，透過 DFC 的設
計思維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發揮創意，付諸行動改善問題，讓這個世界變
得更加美好！

感受

探索身邊潛在的
問題或自己想
達成的願望

想像

思考出有效率，
能解決或改善
問題的創新方法

實行

集合所需資源，
並實踐想法，
展現行動力

分享

分享自己的 DFC 
故事，啟發和
影響更多人

DFC 四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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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個活動，兒童及青少年可從中感受「我做得到」帶來
的極大力量，並開始相信自己！他們不但可以發現原來「改
變是可能的」，同時也因為改變世界的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
中而感到開心。他們不用長大後才能作出改變，現在就可以
行動了。



致熱血的指導員：

您的角色是引導兒童及青少年，讓他們了解到改變
周遭是件充滿意義又有趣的事，而且在活動過程中，
他們改變的不僅是他人的生命，也包含了自己的成
長。當您給兒童及青少年機會檢視他們真正關心的
議題時，其實您同時也跟他們一起展開了改變世界
的冒險旅程。

DFC 可以幫助兒童及青少年學習尊重他人、培養
同理心、團隊合作的精神與毅力，同時也會培養他
們的溝通、反思、觀察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此，
我們由衷地感謝您願意將 DFC 挑戰的精神帶給您
身邊的兒童及青少年。

1. 您可以先跟準備參加 DFC 的兒童及青少年分享 DFC的起源，並讓他們知道澳
門及其他國家的 DFC 故事，您可以瀏覽 DFC 澳門的網站 或 DFC 全球的網站，
幫助他們有更多的想法

2. 挑選其中一個故事，激發他們想出更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3. 鼓勵他們作多方面思考，並將他們所提供的種種想法都記錄在黑板／白板上

4. 提供一些問題或情境，並且重複使用上述的發想方式，讓他們知道自己對於改
變不是無能為力的，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就可以成為改變澳門和世界的推動者

熱身活動

注意事項

當您發現他們已經準備好開始進行屬於自己的 DFC 挑戰之後，就帶著他們開始經歷感
受、想像、實行與分享這四個步驟吧。以下提供在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項：

1. 組成一個不超過五個人的小組（指導員不計算在內）

2. 試著讓他們和社會大眾接觸，去感受並解決一些與自己或是其他人切身相關的
問題，即使這個問題看起來非常容易解決

3. 引導他們跳脫固有的思考模式，並邀請更多的人一起響應

4. 計劃以安全、盡量節省資源及金錢為佳

5. 提醒他們需要記錄進行四個挑戰步驟的整個過程，並整理出所造成的具體影響
（如：響應人數、網站點擊率等等）

6. 作品必須原創，不可包含侵權的內容 （如: 圖片或音樂等），而且未曾以任何
形式發表

DFC MACAU 2

http://www.dfcworld.com/macau
http://www.dfcworld.com/


感受：由心出發，觀察並深入瞭解問題

1. 寫出任何感到困擾的事情／想改變的問題

• 看到什麼？如：空間不足、環境污染、垃圾很多

• 感覺到什麼？如：被欺凌、壓力

• 聽到什麼？如：言語衝突、歧視

給指導員的小提醒

• 找出及辨別困擾他們的事情，這不一定是要聽起來很重要的問題，但一定要
是真正讓他們強烈感到困擾的問題

• 可向他們分享聯合國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啟發及刺激他們的想法
• 參考資料：

•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 漫畫（英文版）
• DFC 被聯合國列為達到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方法之一，詳情可按此

2. 投票前，先各自思考：

• 這些問題各自對自己的影響有多大？

• 哪一個問題最想解決？

3. 分享各自的想法，然後進行投票

4. 最後選了哪個問題？為什麼？

5. 填寫報名表格，遞交給 DFC 澳門主辦單位

6. 這個問題發生的原因是什麼？

7. 這個問題影響了哪些人？那些人關注的是什麼？

8. 訪問與這個問題相關的人，瞭解更多他們的想法，與他們一起設計改善方案

給指導員的小提醒

觀察周遭的人事物，找出問題源頭， 問「五個為什麼」讓他們探究問題發生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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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rgreetdeheer.com/eng/globalgoals.html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


DFC 澳門故事：書香處處飄

將「感受」和「想像」的腦力激盪過程用心記錄下來！

DFC 澳門故事：關懷菲籍同學行動

發揮同理心，確切瞭解菲律賓籍同學的需要，然後由多方面去關心和協助他們。

DFC 臺灣故事：蟑便有用處

生活中充滿可以作為 DFC 挑戰的主題，包括改變人們對事物既
定的印象和用處

簡介：設置流動圖書車充實同學中午的時
間，同學可以立刻共同分享書中有趣的東
西，而不是只能安靜地看書

故事精華 故事詳情

簡介：養殖蟑螂，用牠們的大便作為
種菜的肥料，蔬菜長得肥美且沒有蟲
害，讓大家對蟑螂改觀

故事精華

簡介：透過慶生、考試前鼓勵、
溫習小導師、中菲美食活動、菲
律賓文化推廣等，解決菲律賓籍
學生運用中文的困難，以及增加
中菲學生的互動和認識

故事精華 故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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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ge2HEXNa_BI
http://www.slideshare.net/dfcmacau/mac2014033-book-anywhere
https://youtu.be/fwukrdoo9U0
https://youtu.be/g7HunM8K2b0
https://www.slideshare.net/dfcmacau/mac2016006-take-care-for-philippines-student-action


想像：集思廣益，將想法具體化

1. 一起集思廣益，針對這個問題，寫下各種想到的解決方案

• 先別管想法是否可行，也不要否定其他組員的想法，想到什麼就寫下什麼吧，
任何天馬行空的想法都值得被重視

• 建基於其他組員的想法，可以想像出更多方案，最棒的解決方案總是藏在其
他的想法之中

2. 寫下大量想法後，一次討論一個想法，仔細傾聽每個組員的想法

3. 在投票選出解決方案前，先考慮以下因素：

4. 投票選出最佳方法

• 最後決定的方法是什麼？

• 為什麼選這個方法？

給指導員的小提醒

指導員的首要任務就是幫助他們找出問題的核心

例子：如果兒童及青少年想解決學校滿地垃圾的問題，他們可能覺得只要將垃
圾清理乾淨，就已解決這個問題了，但很不幸地，即使他們將這個清理垃圾的
計劃執行得很徹底，在一星期後，滿地垃圾的狀態又故態復萌，這樣的情況會
讓他們備受打擊，也會讓他們失去要持續執行這個改變計劃的動力與信心

指導員在此時必須引導他們釐清和瞭解這個問題的核心原因，也就是那些亂丟
垃圾的人們的「心態」還有「行為」才是這個問題的核心，一旦他們瞭解真正
的問題點後，他們才能夠思考出更深入且能持續改變的解決方案

考慮因素
這個方法

是否創新？

這個方法可以讓

最多的人受惠嗎？

這個方法能讓問題

在一星期有顯著

改變嗎？ 這個方法能帶來持續

的改變及影響

而不只是一星期嗎？

這個方法不會衍生

其他問題嗎？

環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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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C 澳門故事：舒壓‧我哋有方法

新穎有趣又簡單的解決方案，其他學生知道方法後可自行
繼續使用作為減壓方法，帶來持續的影響力。

DFC 澳洲故事：治療犬前導計劃

跳脫固有框架，發想出與別不同的解決方法，加上學校上下一心
推動計劃，帶來很好的效果。

簡介：透過寵物輔助治療計劃來提高
全校學生身心健康水平，並幫助有學
習障礙的學生。對於害怕跟學校輔導
員講話或壓力很大的學生，治療犬提
供很大的幫助。

故事精華

簡介：透過設計三個活動（氣球、填
色及丟棄壓力儀式），幫助同學減壓。

故事精華 故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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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uk9fwFxAH94
https://youtu.be/T5P_EawU4XM
https://www.slideshare.net/dfcmacau/mac2018019-our-way-of-reducing-stress


實行：讓改變成真，落實執行

1. 準備這個計劃的執行細節

2. 建議首次執行時的對象是少數群眾，從中可以測試計劃的效果，根據這次經驗
和回饋再修改計劃，然後才進行大規模的執行，效果會更佳

給指導員的小提醒

可以考慮與有相關經驗的機構組織合作，相信這些經驗豐富的專家可以提供更多元的
觀點和想法，協助兒童及青少年持續進行他們的計劃

規劃細節

這個計劃需要

什麼資源？

實行這個計劃

需要花錢嗎？

多少錢？

如何獲得？

需要多少人來

協助實行這個

計劃呢？

實行這個計劃

需要多少時間？
時間如何安排呢？

如何分工？

如何記錄過程和

成果？如：影片、

聲音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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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可能讓更多人參與「實行」的過程，這樣將有助於
增加這個計劃的影響力

4. 記錄過程時，同時記錄受到這個計劃影響的人有什麼
回應，也記錄實行時遇到什麼難題及如何克服



DFC 澳門故事：此刻無價

受惠對象不只是學校師生，還有社區的人，而且他們勇於發現和解決中途遇到的難
題（市民誤會需要付費），立刻思考解決方案並修正（貼上「免費FREE」字眼）。

DFC 澳門故事：隱形的關愛座

與本澳機構合作推廣，令到計劃的影響力更大。

DFC 香港故事：我要小食部

如何獲得計劃所需要花的錢？他們想到向師生售賣剩下的新年糖果，
將所得金錢用作購買小食部的食物。

簡介：有些乘客的需要不容易從外觀上辦別
出來，但關愛座有限。透過與巴士公司合作，
在非關愛座椅背貼上宣傳，並自製繪本向市
民宣導為愛讓座的理念。

故事精華

故事詳情

簡介：在學校門前擺放攤位，向市民推廣減少
浪費衣服，市民更可提供不合適衣服讓他人挑
選，亦可自行挑選合適衣服。

故事精華 故事詳情

簡介：在學校籌建小食部，包括佈置場地、
設計價目表、入貨等，解決忘了帶食物而
不能在小息時吃東西的問題，現在可與同
學分享食物。

故事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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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tuDiwDGfgBA
https://www.slideshare.net/dfcmacau/mac2017023-invisible-priority-seats
https://youtu.be/1PM-5_LLgCk
https://www.slideshare.net/dfcmacau/mac2018016-priceless-moment
https://youtu.be/3jtFpzgc1fs


分享：啟發和影響他人

1. 以不同的方式將這個計劃分享給其他人，令他們支持或參與計劃，亦可啟發他
們開始實行改變

2. 記錄分享的情況，包括以怎樣的形式分享、跟誰分享過、跟多少人分享過、他
們有什麼回應等

3. 將以上四個步驟的過程及情況，用影片、投影片或報告的形式呈現，並填寫作
品提交表格，根據相關的交件指引，遞交給 DFC 澳門主辦單位

4. 分享可以一直繼續下去，擴大計劃的影響力，包括：

• 與同學、朋友、親人、老師等分享

• 在互聯網分享

• 與傳媒分享

• 參加一年一度的「 DFC 創意分享大會」

• 參加 DFC 外地交流

• … 等等

1. 重新思考當初設計這個解決方法的動機，檢視看看問題是否被解決或改善，
並檢視預計成效是否達到

2. 反思參加 DFC 挑戰前後自身的改變和成長

3. 現在對於這個問題的成因是否有更多的瞭解？這有助後續設計持續且更深入
的改變行動

4. 思考可以怎樣延續這個計劃，令計劃繼續帶來長遠的影響及改變

反思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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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C 全球伙伴

歡迎預約舉辦 DFC 講座／工作坊／培訓等

聯絡方法：

• 電郵 : dfcmacau@gmail.com

• 電話：6231 9651

DFC 澳門主辦單位

更多改變世界的故事

www.dfcworld.com

更多改變澳門的故事

www.dfcworld.com/macau

www.facebook.com/DesignForChangeMacau

www.slideshare.net/dfcmacau/

www.youtube.com/user/dfcmacau/

DFC MACAU 10

mailto:dfcmacau@gmail.com
http://www.dfcworld.com/
http://www.dfcworld.com/macau
http://www.facebook.com/DesignForChangeMacau
http://www.slideshare.net/dfcmacau/
http://www.youtube.com/user/dfcmac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