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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自信「身」世界：7 - 10歲
世界女童軍協會與多芬個人自信計劃合作設計的「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延伸活動。

歡迎妳！
透過參與一連四站刺激的挑戰，妳們的隊伍將會計
劃並實踐一個獨一無二的項目，希望為兒童及青少
年的生命帶來正面改變。

多芬個人自信計劃最近的研究顯示，當女生不滿意
自己的外觀時，八成女孩子會避免與朋友互動或參
與重要的社交活動；而七成女生更會因此而不敢表
達意見或未能堅持立場。由此可見，當女生對自己
的外貌缺乏自信時，她們會難以發揮潛能並影響表
現。

世界女童軍協會與多芬個人自信計劃由2013年起
便開始合作，截至2016年已跟超過350萬青少年推
行「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計劃的活動。而是次延
伸活動更希望多走一步，除了提高大家對此議題的
意識外，更想透過實際行動令社會上的決策者加入
我們的行動，為社會作出改變。

通過遊戲、討論和富有創意的活動，妳們的隊伍將
會了解到一些人缺乏自信的原因，以及會引致的種
種問題，從而構思一個屬於妳們的行動計劃，創造
自信「身」世界！

完成活動後，請在網上向世界各地的女童軍分享妳
們隊伍的行動，加入全球自信大行動並啟發他人！

完成「創造自信『身』世界」活動的女童軍，可以
獲得「創造自信『身』世界」活動布章一枚。該布
章可在世界女童軍協會的網站 
www.wagggs-shop.org購買或向香港女童軍總會
程序部免費索取。

「創造自信『身』世界」 
活動布章

http://www.wagggs-sh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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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挑戰任務
要獲得「創造自信『身』世界」計劃的活動布章，隊員必須完成以下4項挑戰。我們提供了每個
項目的建議集會次數，但隊員仍可以按照自己的進度去完成整個計劃。

挑戰3
實踐改變

• 將計劃變成行動！

• 建立團隊

• 利用提示和建議令行動計劃成功

挑戰2
計劃改變
(兩次集會）

• 為隊員的行動項目訂立目標，和討
論希望解決的問題

• 找出有助帶來改變的「權力人士」

• 建立確切的行動方案

挑戰4
分享改變

• 慶祝成果

• 於網上分享隊員的行動

• 計劃下一步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延伸活動

創造自信
「身」世界

挑戰1
如何改變

• 了解自信心議題

• 想像自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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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技能
透過這個計劃，參加者
將學習到不同技能如團
隊合作、計劃及研究、
活動籌劃及提升決策能
力等。另外，隊員也會
學到如何推行活動、社
區運動及如何提出倡議
等。

加入我們 
如想尋求協助，或希望分享個人意見，請加入
我們的Facebook的社交群組和追蹤Twitter連結 
#FreeBeingMe 或#LibreDeSerYo 。

網絡安全
活動資源套中部分活動需要大家利用社交媒體去進
行。根據世界女童軍協會建議，13歲以下的兒童需
在家長陪同下使用各社交平台。請在分享任何相片或
短片前，先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領袖可參考「智

NET網民」計劃以了解更多關於網絡安全的
知識。
https://bit.ly/SurfSmartHKGGA

愉快與安心討論
外表自信可能本身已影響隊伍中的成員。為了製造一
個愉快與安心的學習環境，隊伍應共同訂下互相尊
重、互相聆聽和不對外討論等的規則。同時，如隊員
對實行行動計劃感到憂慮或需要暫停，領袖應該給她
適當的「安全空間」休息和暫時抽離。另外，領袖也
可先利用「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的活動去協助自信心
較低落的隊員，然後再進行「創造自信『身』世界」
的活動。

需要更多關於如何討論外表自信議題的指
導？

請參閱「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領袖指南  
https://bit.ly/hkgga-FreeBeingMe-hk或使用
GLOW網上課程http://glow.wagggs.org/ 
（註﹕英文資料）

誰可參加？
本活動資源為7-10歲的會員設計，同時亦設有為年齡
較大的青年會員設計之活動資源套。如有需要，隊伍
可同時參考兩個活動資源套並作出調整。

如何進行？
隊員需要一節為時1.5-2小時的集會以完成挑戰1，完
成挑戰2需要兩次集會的時間；挑戰4需要最少一次集
會中的部分時間；而挑戰3所需的時間則視乎隊員所
選的行動計劃而定。

這個計劃的形式和時間完全由隊伍自行安排，領袖可
透過一連數次集會去完成整個計劃，亦可用較長的
時間去構思和實踐計劃，甚至分佈於數個月的集會也
可。也可於假期、露營或度假營期間籌劃妳們的行動
計劃！

請必須跟著挑戰1至4的順序和內容去進行活動！

領袖可在活動期間向隊伍讀出活動資源套中的 「斜
體字」，以確保活動重點能有效傳遞予隊員。當然，
領袖亦可用自己的方式去傳授活動重點。

活動支援
了解更多活動教材、概念及靈感，可瀏覽
https://bit.ly/hkgga-
ActionOnBodyConfidence-hk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在2013年，世界女童軍協會曾與多芬個人自信計劃合
辦「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活動，而是次「創造自信『
身』世界」是其延伸活動之一。請緊記，隊員無需完
成「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也可以參與今次「創造自信
『身』世界」的活動。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活動計劃在世界各地推行以
來，已接觸數以百萬計的青少年。「創造自信『身』
世界」活動希望能讓更多女童軍計劃和實踐自己的行
動計劃，藉此向普羅大眾傳遞正面的訊息和帶來改
變。同時，是次活動提供機會讓隊員與世界各地的女
童軍們分享她們的意見及體會。

開始之前⋯⋯

https://bit.ly/SurfSmartHKGGA
https://bit.ly/hkgga-FreeBeingMe-hk
http://glow.wagggs.org/
https://bit.ly/hkgga-ActionOnBodyConfidence-hk
https://bit.ly/hkgga-ActionOnBodyConfidence-hk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urf-smart/
http://free-being-me.com/about/action-on-body-confidence/
http://glow.waggg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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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術語
以下的術語不會出現在7-10歲的活動資源套中，
但領袖需要了解這些議題和行動背後的意思。

倡議行動（Advocacy）：
根據世界女童軍協會的定義 -「我們可以藉著影響
決策者的決定以改善個人和他人的生活」。
意思是：

•透過發聲、行動及教育去影響（說服）他人

•從而改變決策者的決定，如政策/制度、行動、
立場、撥款和支援等

•以改善個人及他人的生活，向理想的結果邁進

運動（Campaign）：
透過一連串活動為特定對象達到某個明確的目標。

社區（Community）：
社區意思是一群在同一地方內生活的人，或指一群
有著共同的特質（如喜好或興趣）的人。社區行動
（Community Action）是由社區舉行的活動或預期
為社區帶來改變的活動。

意見領袖（Influencer）：
這是指一個或一群有能力影響決策者的人。例如：
一群學生有能力影響校長所做的決策；一個網誌作
者有能力影響其讀者的行為。

決策者（Decision-maker）：
這是一個或一群有決策力以影響其他人的人。決策
者可以是總統或首相等有國際影響力的人；又可
以是對某社區有影響力的人，如一個本地報紙的編
輯；甚至是家庭中的父母。

•為了讓7-10歲的隊員更容易理解，我們將這個
術語簡化為「權力人士」-即是有決策權去為議
題帶來改變的人。

以下是一些此資源套的關鍵用語及其定義，以便讓
參加者更容易明白活動內容。

外表自信（Body Confidence）：
外表自信是指人們對自己外表的看法。當我們擁有
外表自信，我們也會對自己的外貌和身體感到滿
意。

自尊（Self-esteem）：
自尊是自我尊重的感覺。當一個人擁有高自尊，
她／他會相信自己的能力及肯定其個人價值。

行動計劃（Action Project）：
這份活動資源套希望協助隊伍了解各種概念和學習
不同技巧，再利用行動計劃去改善青少年自信心低
落的問題。隊員的行動計劃可以是提出倡議、推行
社區運動，或者是兩者兼具的活動！要得到活動布
章，每位隊員必須向最少三位身邊的朋友介紹她們
的行動計劃，在活動資源套的後半部分會再詳述這
項要求。

形象神話（Image Myth）：
形象神話指社會對「理想外型」的定義。不同地方
會有不同的「形象神話」，例如：在某些地方對女
性美的定義是纖瘦、黝黑及有線條，而在另一地方
則是嬌小和擁有白皙皮膚才是美。世界各地不論男
女老幼都普遍因媒體、身邊朋友和家人對其外表的
評價而感壓力。正是因為完美的外表遙不可及，我
們才稱之為「形象神話」！事實上，美麗不止一種
方式！

•此概念並不會介紹給7-10歲的隊員，但領袖可
以告訴她們：無人的外表是百分百完美的，透過
「公主清單」等活動，女孩子會了解到我們經常
接收到有關「完美外表」的信息是錯誤的。

術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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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需時 活動 活動簡要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15分鐘

15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5分鐘

我很獨特！

公主清單

生命中的一天

一個不同的故
事！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的世界

讚美每個人的獨特性和才能的遊戲

畫出一個公主人物（王子/英雄人物皆
可），辨認她/他們共同的特徵，以
印證社會上對美麗狹隘的觀念

參與一個有趣的互動故事

創作一個迷你話劇，想想艾美的故事
還可以如何發展

在一個簡短的繞圈遊戲中，想想如果
人們都對自己的外表感到自信，世界
會變得如何不一樣

學習讚美每個人原來的樣子，接受每
個人的差異是很重要的 - 不論是外在
還是內在

參加者明白社會上「美麗」的觀念是
十分狹隘的

認識外表的壓力來源，以及有多常遇
到。嘗試質疑那些叫我們改變外貌的
信息

想想一些微小的改變，能讓人們不再
為自己的外表擔憂，以及能為他們帶
來甚麼不一樣

隊員想想她們能幫忙實現哪些目標，
在啟發下採取行動並帶來改變。思考
她們希望世界作出甚麼改變，並受啟
發採取行動，令這改變逐步實現

挑戰1           如何改變  - 第1節

需時 活動 活動簡要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30分鐘

3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問題是甚麼？

路上的障礙！

誰有權力？

我們的權力
人士

缺乏外表自信會帶來甚麼問題？排練
及表演一個短劇，然後投票選出行動
計劃的目標投票 

一個以跑步和討論形式進行的遊戲，
並投票選出妳想專注的議題

一個讓隊員積極參與的競猜遊戲

圍圈討論

了解為何缺乏外表自信是個問題，並
選擇一個妳能透過行動計劃解決的
問題

了解哪些障礙會阻礙人們達到隊員所
定的，選出其中一個障礙作為她們行
動計劃的重點

了解甚麼是一個「權力人士」，以及
為何請他們作出改變是重要的

找出一個隊員想在行動計劃中專注合
作的權力人士

挑戰2          計劃改變 - 第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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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需時 活動 活動簡要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45 - 60分鐘 行動計劃 小組討論，計劃將作出的行動 設計隊員的行動方案

需時 活動 活動簡要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彈性時間 - 
視乎所選的
行動

執行計劃 根據隊伍的計劃，與隊員合作執行，以
達到她們期望看到的改變
利用建議和主意，包括：

•監察妳的計劃
•如何影響別人
•建立妳的團隊

實現隊伍的計劃，以及可選擇
性發展其他技能的建議

挑戰3           實踐改變 - 第3節

需時 活動 活動簡要

40分鐘 -  
一次集會

跟世界分享

作出檢討

在「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網站上分享妳們隊伍的故事

利用一些活動來檢討隊伍的行動計劃成果

挑戰4          分享改變 - 第3節

挑戰2          計劃改變 - 第3節

立即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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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領袖讀出句子，請每個人盡力在紙上寫上或
畫出答案，每格一個答案。記得在每個答案的
旁邊寫上題號。

向隊員解釋她們將與小組分享答案。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參加者學習讚美每個人原來的樣子，接受每個人的
差異是很重要的，不論是外在還是內在。

活動步驟
解釋  在接下來的幾次集會，隊伍會進行幾個非
常特別的活動。作為女童軍，隊員承諾為自己身處
的世界帶來改變。隊伍接下來的活動會幫助社區裏
的人感到更自信和快樂，從而帶來改變。

許多人因為擔心自己的外表不佳而失去自信，使他
們感覺自己不能做到很多事情，例如探望朋友和在
班上舉手。試想像如果所有人都能自由無慮地做自
己，世界會變得怎樣！

因此，隊伍將學習更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根源及為甚
麼這會使人們的生活變得困難。然後思考妳們的社
區應如何改善以帶來改變。妳們會思考誰能幫忙作
出改變，然後設計一個行動計劃，以作出妳們自己
的改變，並宣揚社會需作出甚麼行動，才能令人們
更自信和愉快。

在今天的集會中，妳們會開始想想自己和思考為何
每個人本來就是這麼獨特！

1) 請每個人在自己的紙上用線條分成6格

第1節  活動1 

我很獨特！

 活動簡要
讚美每個人的獨特性和才能的遊戲

 所需物資
每人一張紙和一支筆

15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3) 剪或撕開紙張，把6個答案分成小紙條。

4) 安排6人一組。請小組攤開所有紙條，看看其
他組員的答案，以便記得自己組員的特點。

1

2

3

4

5

6

我擅長甚麼？ 
（例如：畫畫）

我喜歡吃甚麼？  
（例如：香蕉）

我享受甚麼戶外活動？  
（例如：跑步）

我長得怎麼樣？  
（例如：短黑髮和棕色眼睛）

我喜歡跟誰玩？ 
（例如：玲玲）

我最喜歡的遊戲是？ 
（例如：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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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我很獨特！ 15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6) 進行餘下問題時，重複上述步驟。如有時間的
話，可以每條問題進行兩次！

7) 遊戲完結後，一起恭喜最高分的組別。請每個
人把自己的紙條攤在地上，讓所有人能閱讀全
部內容。

討論
•有誰的答案跟其他人一樣嗎？

•大家的答案會很不一樣嗎？

•妳覺得有差異好嗎？例如，每個人都跟別人看來
不一樣，有不同的技能和興趣。

•假如全部人都變得一樣，妳覺得世界會變得怎
樣？（沉悶、單調？沒這麼多新想法？）

 妳是獨一無二的！一起大聲說出來吧！

5) 請其中一組開始遊戲。以問題1開始，小組講
出其中一名組員的答案。例如：我們擅長甚
麼？畫畫！ 

此遊戲的挑戰是要讓其他小組看看自己組員
就問題1的答案，有沒有跟第一組所講的不一
樣，如果有不同的話就跑到站於遠方的領袖
處並將紙條交給她。首先到達的小組會得到一
分。

我很獨特﹗

小貼士
領袖可以增加一些挑戰， 

例如障礙賽或在沿路進行其他小任

務。

寫作

畫畫

攝影
唱歌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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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參加者分成混合年齡的小組，給予每組一張大畫
紙和繪畫工具。

2) 請每組選擇一個她們都認識的公主人物，利用5分
鐘畫出該人物。鼓勵組員在繪畫的同時，討論人物
的外貌特徵（例如：長髮、藍眼睛）。專注在人物
的外貌，而非她的衣著。

3) 帶領所有小組圍成一個大圈，把所有畫作放在中
間。

4) 在另一張大畫紙上的頂端寫上標題：「『完美外
貌』的公主？」

  看看這些出色的畫作！組員覺得這些公主都有著
相似的外貌嗎？一起來看看我們能找出多少相似
之處。

如果組員有疑惑或需要協助，可用問題引導她們，
例如：「她們高還是矮？」「她的身材怎樣？」

當組員完成清單後，讀出她們所寫的特徵。

「完美外貌」的公主有...

（讀出清單上所有的特徵）。

討論所有的問題，鼓勵參加者大聲說出她們的答
案。

 活動簡要
參加者分成小組，畫出一個受歡迎的公主人

物（王子/英雄人物皆可），辨認她/他們共

同的特徵，以印證社會上對美麗狹隘的觀念

 所需物資
•繪畫工具
•每組一張大畫紙

•另備一張大畫紙

•活動材料 1（第36頁）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參加者明白社會上「美麗」的觀念是十分狹隘的。

活動步驟
 提提妳：

•這活動取自「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的活動資
源套，期望參加者藉活動分辨社會上對美麗狹
隘的觀念。如果參加者已完成「自信自在  活
出真我」，領袖可以選擇跳過這部分，但我們
仍然建議妳可以與參加者討論本活動最後的問
題，提醒參加者這個議題。

•這個活動會使用童話故事裏的公主形象，期望
參加者能夠分辨社會上對美麗狹隘的觀念。年
紀小的參加者或會受較少媒體影響，這個活動
主要著眼於這個普遍但不正確的觀念：就是女
生常會被提點她們樣子必須如何、該怎樣打扮
才漂亮。但這個活動不會深入探討上述概念，
或花太多時間研究「完美外貌」女生的特徵。

第1節  活動2 

公主清單 15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男女混合建議
如果小組裏也有男孩子，領袖可以跟隨
活動指引，但額外設計一個關於「完美
外貌」的王子或英雄人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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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頭髮
藍眼睛

...

「完美外貌」的
公主？ 

5) 再問問題
•這些公主都長得這麼相似，大家覺得奇怪嗎？ 

（對！）

•我們還能在甚麼地方看到這種模樣的公主？ 
（媒體、電視、玩具、名人等）

•現實生活中會有很多女生長成這樣嗎？ 
（不會）

  有時候，我們周圍的事物都在告訴我們，漂亮
只有一種方式，而我們應該嘗試配合那個樣
貌。其中一個向我們灌輸女性應長得怎麼樣的
渠道，就是電影和電視裏的公主所呈現的樣
貌。

•所以妳覺得美麗只有一個方式嗎？（不）

  沒錯。其實我們經常被告知美麗只有一種方式。
妳寫的清單就是我們平常在社會上被告知的。但
這並不正確，美麗有很多方式。根本沒有甚麼完
美的外貌！

刪去妳寫在清單頂端有關「完美外貌」公主的標
題。

  我們都知道美麗不只一種方式，即使身處這個
小組裏，我們看起來都不一樣，假如妳到世界
各地感受定會更深。

完成活動後，請拿走公主的畫。它們代表社會要求
的不現實外貌，因此在這活動以外不應展示。

小貼士
•如果有小組對繪畫部分有困難， 

領袖可利用幫助她們。  活動材料1的圖
案幫助她們。

•當小組繪畫人物時，領袖可以用問題引
導她們，讓她們能想出期望表達的特徵，
例如，「她有多高？」、「她的眼睛有多
大？」或「她的身形如何？」領袖更可以
鼓勵她們標籤這些特徵。

•當小組設計清單時，鼓勵她們專注在外表
上，用問題引導她們更明確、具體地表達
出她們所注意到的特徵，例如，「她們的
眼睛好相似...」「如何相似？她們的眼睛都
很大？還是小？」

（續）

公主清單 15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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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她們思考自己是從哪裏獲得這些想法，例
如：朋友、電視、雜誌、網絡等等。

2) 現在參與一個有趣的故事，關於貓頭鷹艾美生
命中的一天！

這個故事將展現給隊員知道這些負面的外表信
息經常圍繞我們日常生活，並引導她們明白事
實不應如此。

參與故事其中
每當艾美聽到人們說貓頭鷹應改變她們的外貌時，
請隊員站起來，拍動雙翼，發出貓頭鷹生氣的叫
聲。開始前先練習一下叫聲吧！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認識外表的壓力來源，以及有多常遇到。嘗試質疑
那些叫我們改變外貌的信息。

活動步驟
1) 先向隊員解釋：

  剛剛提到，我們看到的圖畫和故事可能使我們
覺得美麗只有一種方式，但我們知道那是不
對的！為自己感到自豪和接納他人是多麼的重
要，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獨有的美。有沒有人
聽別人說過希望自己能變得跟原來的樣子不一
樣？

（估計會有很多隊員舉手，領袖可指出的確有
很多人舉手，但暫時不要繼續問她們想改變甚
麼，讓活動繼續進行。）

  我們剛剛講到那些長得很相似的公主 / 王子 / 
英雄人物，而且提及到這會使我們認為美麗只
有一種方式。妳們認為人們每天會遇到甚麼事
情使我們認為自己要改變外貌，才是美麗？

 活動簡要
參與一個有趣的互動故事

 所需物資
活動材料2的故事（第37-38頁）

第1節  活動3

生命中的一天 20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小貼士
故事的主角可以改用任何一種隊員 
喜歡的動物，或可使用自己國家的國寶。領
袖只需把故事稍作改動，及使用另一把動物
的聲音及動作。

艾美



創造自信「身」世界  | 7 – 10歲女童軍活動資源套 P. 13

2) 討論

（在故事後討論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 

  問題：妳扮貓頭鷹叫了多少次?

答案：4次

  問題：艾美僅在一天裏便聽到了這些事情。我
們很多時每天都聽到或看到這樣的事。妳覺得
這會令人有何感想呢？

答案：擔憂、不開心、想改變自己的外貌、沒
那麼自信、不覺得自己本來就很棒、不再想出
外遊玩

小貼士
如果領袖希望在故事裏加入更多戲 
劇元素和動作，可以製作一些布偶，或請各
組員演出故事不同的部分。

（續）

生命中的一天 20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問題：艾美的一天裏，她從甚麼地方聽到或看
到那些關於外表和美麗的信息？

答案：從電台、不真實的相片、廣告標語、朋
友、社交媒體

  問題：妳覺得艾美還能從哪裏聽到這些信息
呢？

答案：電視、電影、家人、雜誌、時裝店裏、
社交媒體 / 網絡

  問題：妳是否同意艾美所說，如果每個人都能
做回自己，不再擔憂自己的外表，世界會變得
更美好嗎？

鼓勵所有人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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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簡要
利用創意和演技，想想艾美的故事還能如何

發展，並思考這會為故事人物帶來甚麼改變 

 所需物資
不需任何物資，可自由決定是否需要為短劇

準備服裝和道具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想像人們不再擔憂自己外貌的世界，以及這能為她
們帶來甚麼改變。

活動步驟
  在上一個活動「生命中的一天」中，隊員共發

出動物叫聲四次，代表著艾美總共看到或聽到四種
不同的事情，使她覺得美麗只有一種方式。

1) 把參加者分成最少四個小組，指定每組一個艾
美曾遇到的情景。如果妳們隊伍人數眾多，可
以指定多於一組採用同一個情景。

2) 讓小組想一下每個情景的另一個發展，然後創
作一個短劇，並演出新的情景。以下的想法可
以幫到她們！每組需要一名領袖或年紀較大的
隊員協助想出主意，但鼓勵小組盡可能自己發
揮創意。

請每組表演她們的短
劇，並簡單解釋她們演
出的跟艾美看到或聽到
的有甚麼分別。

第1節  活動4

一個不同的故事 30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電台主持人評論總統的外表

這是個問題，因為：總統被評論的是她的外表，而
非她為統治國家所作出的決策。

這個情景可以如何不一樣？ 
短劇的主意：

•電台節目可加設電話來電環節，有聽眾告訴主持
人他們這樣討論總統的外表是不對的——他們甚
至可以在節目上辯論！

1

一個不同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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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上的派對照片

這是個問題，因為：兩個朋友只在意自己在照片裏
的樣子，而非珍惜跟朋友一起玩的快樂時光。她們
可能對出席下次派對感到擔憂，因她們覺得要讓自
己看起來不一樣。

這個情景可以如何不一樣？ 
短劇的主意：

• 首先展現兩個朋友在派對上拍合照，隔天在學校
裏把合照給其他朋友看，指出派對有甚麼好玩、
跟誰跳舞、吃了甚麼、誰也有出席派對等等。

• 短劇也可以加入一位擔憂自己照片的朋友，而其
他人則提醒她，她看起來有多高興，以及她們玩
得有多開心，而且她看起來很美麗。

（續）

一個不同的故事 30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3) 簡單討論
• 妳覺得新情景裏的人物對自己感覺更自信嗎？

• 妳覺得這令人感覺如何？（更開心、想參加各
種活動如旅行和派對、想當領袖、減少擔憂、
更善待他人和朋友）

• 我們真的需要長得像公主王子或英雄人物才美
麗嗎？（不！）

• 妳覺得世界上大部分人知道這並不是事實嗎？
（不！）妳覺得我們應該告訴他們嗎？（應
該！）

 
廣告牌

這是個問題，因為：這讓人在假期時，不能盡情跟
朋友和家人享樂，反而花精力憂慮自己的外表。

這個情景可以如何不一樣？ 
短劇的主意：

• 該廣告可以是一樣令假期更愉快的產品，例如是
一個正面的相機廣告，每個人在相片裏看起來都
很真實而且在享受自己；或者是游泳用品廣告，
展現人們在游泳時使用產品，而非僅僅在擺姿
勢！

2

 
因為奧利的新外型，突然所有
人都覺得奧利很酷和想跟他做
朋友。 

這是個問題，因為：現實中，我們結識朋友更重要
的是看他們的性格，而非外表——不應該有人因為
其外表而被忽略或排擠。

這個情景可以如何不一樣？ 
短劇的主意：

• 奧利的朋友可以一直都對他友善和尊重，使他不
覺得有需要改變外表來迎合其他人。短劇可以展
現奧利「生命的一天」，包括：他因為出色的表
現被讚揚，被邀請參與遊戲及一起午餐。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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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玩一個名為「雜果沙律」的遊戲，請一位參加者
先讀出自己獲派的字句。如果有其他人持有相同的字
句，她們要繞著圈的外圍跑，直至返回自己的原位，
要嘗試不做最慢的一位！接著下一個隊員讀出她的字
句，如此類推。 

如果領袖希望所有人同時跑，領袖可以說出：「在我
的世界裏，每個人都可以自信自在，活出真我！」，
然後所有人一起說出：「活出真我！」，並繞著圈的
外圍跑，然後回到原位。

結束活動時，領袖可以說：

  在下一次集會，我們將開始計劃自己的行動計
劃，建立一個「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的世界，使
人們不再擔憂自己的外表，感到更自信，活出真
我。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隊員可思考她們希望世界作出甚麼改變，並受啟
發採取行動，令這改變逐步實現。

活動步驟
  妳想做一些帶來改變的事情，幫助他人自在地

做自己，不再擔憂自己的外表嗎？答案：想！

列印或抄寫  活動材料3並把當中的字句剪出
來，應有足夠的數量供每人一張。確保有多於
一名隊員得到同一句字句。如果隊員人數較少的
話，領袖可以抽走部分聲明。

站起來圍圈，把字句混和並派給各隊員。

 活動簡要
想像如果人們都能自在地做自己，世界

會變得如何不一樣

 所需物資
把活動材料3剪出來，足夠每人一句字句

（第39頁）

第1節  活動5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的世界 05
分鐘

如何
改變
挑戰1

男女混合建議
把字句裏的「女孩子」改成「男孩子」、
「孩子」或「人們」。

… 女孩子不再覺得自己要跟別人比較。

… 女孩子不再覺得自己要跟別人比較。

… 人們會尊重女孩子的才

能，而非她們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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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了解為何缺乏外表自信是個問題，並選擇一個隊伍
能透過行動計劃解決的問題。

活動步驟
開始前，請參加者告訴領袖在上一節活動做了甚麼
和學到了甚麼。領袖可以參考以下的提示：

•我很獨特！：我們玩了一個遊戲，讚美每個人獨
特品質和技能，包括內在和外在。

•公主清單：我們畫了一個公主/王子/英雄人物，
認識到他們共同的特徵，但我們知道美麗不止一
種方式。

•生命中的一天：我們聽過貓頭鷹艾美的故事，見
到她在一天裏經常從朋友、家人、媒體、廣告接
收到信息，告訴她只有看起來是某個樣子才算美
麗和可以融入社會。我們討論過這些使人擔憂和
沒自信的信息，都不是對的！

•一個不同的故事：對於艾美的故事，我們演出
了不同的版本，故事人物不再擔心自己的外表，
真正的自己已受到支持和尊重，她們感到更有自
信，準備好參加活動，並嘗試新事物。

•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的世界：我們想得更遠！如
果人們不再擔心自己的外表，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怎
樣？

第2節  活動1

問題是甚麼  

計劃
改變
挑戰2

 活動簡要
排練及表演短劇，展示缺乏外表自信所帶

來的問題，並投票選出行動計劃的目標

 所需物資
活動材料4和5各一份（第40-41頁）

向隊員解釋：  接下來兩個關於「計劃改變」的
活動，我們會了解以下的問題：為甚麼人們覺得外
表要像我們畫的公主王子才是美麗？我們會開始思
考我們的行動計劃，以及我們期望解決甚麼問題。
最後，我們會想想誰可以幫助我們！

玩競猜遊戲：
1) 分成7個小組。（如果參加者不足，領袖可以

選擇要演出哪幾個問題）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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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問題是什麼？   

提示：
 因為這些信息常常叫人要長得像公主、
王子、模特兒或明星 

 這些信息使人們覺得自己本來的樣子不
美

 這些信息甚至會讓人覺得其他人不會很
喜歡自己，因為自己長得不像公主或王
子

 這會阻礙人們明白每個人都很獨特和美
麗。人們不知道自己不需要改變自己原
來的樣子。

計劃
改變
挑戰2

30
分鐘

小貼士
領袖應協助每組計劃表演或繪畫的內 

容。亦可選擇由領袖把所有問題表演出來，

讓隊員猜。請確保表演不包括任何真實人

物。如果有參加者不想演出，那是可以

的——她們可以當導演！

4)   重要！向隊員解釋﹕  我們必需明白有很
多原因使人們表現如故事中的人物般。我們所
有人也會偶爾感到害羞或擔憂。如果妳因為任
何原因覺得不開心或擔憂，或者妳擔心其他
人，不要藏在心內-確保妳告訴能信任的人，可
以是父母、老師或我們其中一位領袖。

這個活動幫助我們明白，如果有些人擔心自己
的外表，不知道自己原來的樣子就很獨特美
麗，這會為他們帶來問題，使他們錯失享樂的
機會。

所以如果我們能阻止那些如艾美曾聽過的信
息，我們可以令更多人更有自信去面對新事物
和感覺更開心。如果我們能做到，世界將變得
更有趣、刺激和有創意！

3) 集合所有小組，每次邀請一組向其他參加者表
演，觀眾需要猜出她們所表演的是甚麼問題。
盡力控制每個表演在1-2分鐘以內完成。

所有問題都猜完後，問參加者：

•為甚麼妳覺得像在艾美的故事裏，從廣告、朋
友、家人、電視、網上聽到這麼多關於外表的
信息，會讓人有這樣的感受或行為呢？

2) 分配每組一個來自  活動材料4的問題，領袖
不要讓其他小組看到妳持有的問題。給小組幾
分鐘練習把問題表演出來，她們也可以繪畫出
來或作默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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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問題是什麼？   

計劃
改變
挑戰2

30 
分鐘

5) 選擇妳們的問題：
•妳們已聽過和討論過7個不同的問題，這些問

題可以來自一些信息，使人們認為自己要長得
像妳們早前繪畫過的公主或王子一樣，這些信
息來自多種渠道，包括：電視節目、雜誌、朋
友、家人、網上、電影等等。

有人...

•現在是時候決定一個妳們隊伍想透過行動計
劃改變的問題。妳們可以用這個活動提及的問
題，或是跟隊員想出別的問題。

•進行投票！領袖可以鼓勵參加者在投票前先為
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發言，或是先篩選選項。

•現在可以將投票結果定為行動計劃的目標了！
領袖可以把目標寫在  活動材料5上，讓所
有參加者看到，例如： 

「我們的目標是 ... 提升女孩子參與運動和遊戲
的自信。」

「我們的目標是 ... 阻止其他人取笑或欺淩女孩
子的外表。」

  記得：目標能啟發隊伍的願景。隊伍未必能實
現整個目標，但妳的行動可以幫助我們向目標
邁進一大步！

...將自己跟別人
比較

...沒自信參與 
運動和遊戲

...比起欣賞 
朋友的性格，
更常讚美他們
的外表

...擔心在其他人
面前站起來和
發言

...覺得比起自己的
才能，其他人對
自己的外表更感
興趣

...不想跟她的 
朋友相處

...因為自己的 
外表被人取笑和
欺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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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活動2

路上的障礙！ 

計劃
改變
挑戰2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了解有哪些障礙會阻礙人們達到妳們隊伍所定的目
標，選出其中一個障礙作為妳們行動計劃的重點。

活動步驟
  我們想更多人明白他們本來就很美麗獨特。我

們想實現目標！

記得艾美的故事嗎？我們知道她聽到了很多信息，
使人們擔憂自己的外表。

現在我們會玩一個遊戲，讓我們了解為甚麼這些信
息會阻止人們實現我們的目標，此遊戲更會幫助我
們向行動計劃進發！

1) 請所有人站到活動室的一邊，把隊員剛剛同
意並寫下的目標貼在房間另一邊，例如：「我
們的目標是... 提升女孩子參與運動和遊戲的自
信」。

參與遊戲的隊員會扮演普通的女孩/男孩。遊戲
的目的是要讓所有人走到房間貼上目標的那一
端。

問參加者：  妳覺得現在容易到達我們的目標
嗎？容易！請所有人跑到對面看，然後請她們
回來。

2) 解釋：  下次我們會要跨過一些屏障（障礙
物）！

 活動簡要
一個以跑步和討論形式進行的遊戲，並投
票選出隊伍想專注的議題

 所需物資
活動材料6一份（第42頁）

30
分鐘

小貼士
領袖可把屏障稱為「障礙物」。我們 

稱那些在路中使我們難以向前的東西為屏

障。

•從下面的「屏障清單」中選擇一項，請一位自
薦的隊員站在房間的中間扮演那個屏障。領袖
可以製作一個標示牌讓那隊員拿著，以提醒所
有人這屏障代表甚麼，例如「廣告」。

•當扮演屏障的隊員站好在中間後，跟其他參加
者簡單討論一下屏障代表甚麼，以及為何屏障
會阻礙女孩或男孩實現隊伍所選的目標。思考
這屏障為甚麼讓人們擔憂自己的外表（下方有
每個屏障的主意）。

•現在，請其他人跑到房間對面，嘗試觸碰目
標。扮演「屏障」的參加者應嘗試捉住經過的
人！被捉到的參加者會「出局」和不能再跑，
但她們仍可以參與討論。

3) 問參加者：  這次到達對面會比較難嗎？

請第一位扮演屏障的隊員留在原位，然後多選
一位自薦者，代表另一種屏障（同樣從「屏障
清單」中選取）。重複上述的活動，請參加者
再次跑到對面。扮演屏障的志願者應嘗試捉住
經過的人，而被捉到的參加者也會「出局」。

逐步加入新的屏障並繼續遊戲，並簡單討論每
個屏障。

每次跑完後，問  參加者：這次到達對面會
比較難嗎？



P. 21

（續）

路上的障礙！    

計劃
改變
挑戰2

30 
分鐘

4) 當加入了所有屏障並完成最後一局遊戲後，請
看看還有多少參加者仍未出局。 
問參加者：  是不是所有人都到達目標？有人
被屏障阻攔嗎？其實現實生活也是一樣！我們
想幫更多人到達目標。

討論：為甚麼這些屏障會阻礙人們達到目標？

以下的例子可以幫到隊伍——如果隊伍的目標
是「提升女孩子參與運動和遊戲的自信」，屏
障會使女孩子：

•擔憂別人看著她們做運動

•不夠自信和沒準備好參與

•認為她們的朋友不會想跟自己玩或不會跟自己
一組

•覺得運動和遊戲會令自己大汗淋漓和亂糟糟！
如果女孩子覺得自己時刻要像個公主，她們不
會想参加。

5) 選擇屏障
•又到投票的時間了！這次隊伍應投票選出自己

希望透過行動計劃解決的屏障。如果有時間的
話，領袖可以請隊員大聲說出她們最感興趣的
屏障。想一下妳們的目標最大的屏障，以及能
為社區帶來問題的事物。

• 在  活動材料6上寫下妳們的屏障，貼在目標
下方。

我們想拿走的屏障是 
「廣告能使女孩子擔憂自己的外表」

我們的目標是 
「提升女孩子參與運動和遊戲的自信」

小貼士
有些屏障會比其他屏障跟妳們的目標更有關
聯，所以領袖可以刪去那些不太相關的選
擇。妳們也可以把屏障講的更明確，例如：
假如妳們想說女孩子做運動的自信，可以把
「廣告」收窄成「運動用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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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路上的障礙！        

計劃
改變
挑戰2

屏障清單
以下建議的屏障是從艾美的故事摘錄再加上其他的想法，這些屏障是使人們缺乏外表自信的信息來
源。請盡用跟妳們的社區和妳們所選的目標有關的屏障。妳們也可以提出新的想法！

30 
分鐘

網上社交媒體

人們可能在其他人
的相片下留言，或
只上載那些看起來
像公主或王子的相
片，令所有人覺得
自己也要長成那樣
子。

青年女性/男性
雜誌

只展示那些長得像
公主/王子的人的相
片，以及建議如何改
變自己的外表。

店鋪售賣的衣服

有時候只為了某種尺
碼或身材而設，或者
不是每個人都想追隨
的潮流。

電影

電影中的主角或英
雄人物都是貌似公
主或王子的角色。

主持人只談論別人
的外貌，而不是表
揚他們的工作表現
或良好品格。

電台或電視節目

宣傳一些聲稱能使
人們看來更像公主/
王子的商品，或者
在廣告中只使用像
公主或王子的模特
兒或演員。

廣告 學校的朋友

他們會討論別人的
外表，或者因別人
的外表不同而對待
他們的態度有所不
同。

屏障

它們如何影響我們
的自信和對「美」
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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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改變
挑戰2

10
分鐘

第2節  活動3

誰有權力？   

 活動簡要
一個讓隊員積極參與的競猜遊戲

 所需物資
沒有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了解甚麼是「權力人士」，以及為何請他們作出
改變是重要的。

活動步驟
向參加者解釋：  我們的行動計劃會作兩件事：

•我們會提倡我們想看到的改變

•我們會告訴別人我們想看到的改變，並請他們
幫忙宣揚開去

我們現在知道自己想實現的目標和想拿走的屏障
（指向妳們製作的標示）。現在我們要決定可
以找誰作出有影響力的改變，以及我們能請他們
做些甚麼。我們稱那些能做決定的人為「權力人
士」，因為他們有權力作出改變。這個活動能幫
我們探索甚麼是權力人士。

1) 請所有人決定一個有力量和氣勢的姿勢，代
表「權力人士」 – 例如雙手叉腰站起來！

2) 解釋領袖會讀出不同的情景及三種不同的
人。參加者須猜出誰是「權力人士」（能做
出決定，改變情況的人）。當聽到那個名
字，便要做出代表「權力人士」的姿勢！

我們需要制止學校裏一個欺凌者。
誰是權力人士？

• 學生
• 校長
• 家長

答案：校長是權力人士 – 因為他們可以做出決定
改變學校如何處理欺凌者。學生和家長可以告訴校
長這個問題，請他作出改變。

情景 

1

有雜誌開始撰寫更多專題故事介紹
不同類型的有趣人物，並減少發布

告訴讀者應如何改變外貌的文章。誰是有權力帶動
這改變的人？

• 雜誌編輯
• 讀者
• 在雜誌刊登廣告的人

答案：雜誌編輯決定雜誌內容，而讀者和廣告商可
以請雜誌編輯作出改變。

情景 

2



創造自信「身」世界  | 7 – 10歲女童軍活動資源套 P. 24

（續）

誰有權力？      

計劃
改變
挑戰2

10 
分鐘

有廣告公司決定只用正面、令人愉
快和更懂得欣賞自己外表的方式去

宣傳商品。誰是有權力作出這個決定的人？

•看到廣告的人
•廣告製作人
•廣告公司老闆

答案：廣告公司老闆！她／他能作出公司營運的重
大決定。看廣告的人和廣告製作人可以請廣告公司
老闆作出改變。

一個著名的時裝品牌決定推出適合
所有尺碼和身材的衣服。誰是可以

作出這個決定的權力人士？

•品牌的時裝設計師
•製造衣服的人
•購買衣服的人

答案：時裝設計師 – 她／他能作出這樣的重大決
定。而製造衣服和購買衣服的人可以請時裝設計師
作出改變。

政府希望學校能提供更多節課堂，
讓學生對自己和外表更有自信。誰

是有權力作出這個決定的人？

•學校老師
•學生
•教育局局長／立法會議員

答案：教育局局長／立法會議員。他們負責制訂教
育政策，能控制學校的施教內容。老師和學生則可
以告訴政府他們需要的改變。

領袖可以加添更多和妳們社區和社會相關
的情境。

3) 問隊員：
  現在誰可以解釋甚麼是「權力人士」？ 

負責的人！能作出決定以改變現況的人。

妳們有留意到有其他人士能請負責人作出改變
嗎？不管我們是誰，我們都可以請求作出改
變。我們提出的改變訴求，可能是唯一能說服
權力人士作出改變的事 – 所以我們真的很重
要！

情景 

5
情景 

3

情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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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假如妳們的屏障是「有些廣告使女孩子擔
憂自己的外表」，而妳們的目標是「提升
女孩子參與運動和遊戲的自信」，妳們的
權力人士可以是：

•廣告製作公司老闆 - 他們製作廣告

•體育用品公司老闆 - 他們要求製作廣
告，去推廣一些使人覺得做運動需有特定
外表的產品

•政府人員 - 他們負責規管廣告播放

又假如妳的屏障是「孩子在學校裏因別人
的外表而互相取笑和欺凌對方」，妳們的
權力人士可以是：

•學校校長

•教育局人員

計劃
改變
挑戰2

20
分鐘

第2節  活動4

我們的權力人士    

 活動簡要
圍圈討論

 所需物資
活動材料7一份（第43頁）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找出一個妳們隊伍想在行動計劃中專注合作的權力
人士。

活動步驟
來到這次集會的最後一個活動，妳們需要找出一位
權力人士，請她/他作出改變。

1) 參加者圍圈坐好，把妳們早前製作的標示 
（來自  活動材料5和6）放到中間讓所有人
看見。

2) 領袖問參加者： 「誰是可以協助我們跨過屏
障的權力人士？」

若果有多於一個可以協助妳
們跨過屏障的權力人士，請
選擇一個妳們想專注合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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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我們的權力人士      20 
分鐘

如有需要，妳們可以參考下方的建議，把這些
權力人士抄寫下來，於討論時展示出來，看看
誰適合協助妳們跨過屏障。

•電視節目製作人（決定製作甚麼節目）

•時裝設計師（決定品牌製作甚麼衣服）

•廣告公司老闆（決定公司製作甚麼廣告）

•政府人員（決定法例或政府開支）

•連鎖時裝店老闆（決定售賣甚麼時裝）

•電影導演（決定電影的演員）

•網站或社交媒體的老闆（決定網站上的內容或
社交媒體的運作）

•學校校長（決定學校事務）

3) 在  活動材料7上寫上妳們所選擇的權力人
士，並貼在「目標」和「屏障」的下方。然後
請其中一位組員依次讀出目標、屏障和妳們決
定接觸的權力人士。

小貼士：
對於年紀較小的隊員來說，這個活動 
有一定程度的挑戰性，領袖可提出建議來幫
助她們。如領袖發現隊員與自己的意見不
同，亦應鼓勵隊員發表自己的看法，效果可
能更好！

計劃
改變
挑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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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我們的行動計劃 

計劃
改變
挑戰2

-1 
  小時

45 
分鐘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設計妳們的行動方案

活動步驟
為妳的行動計劃編寫一個大綱！

1) 分享妳們目前的進度
  我們討論了令我們獨特的原因，以及為甚麼要尊重

每個人原來的樣子。

我們從艾美的故事中得知人們經常聽到自己外
表不夠好看的信息，並明白這是一個值得關注
的問題，因為這些信息會阻止人們做真正的自
己，更會使人擔憂和傷心。

我們決定在行動計劃裏實現的目標是... 

我們決定在行動計劃裏跨過的屏障（障礙）
是... 

我們認為...是一個能協助我們跨過屏障改變情
況的權力人士， 因此我們決定接觸她/他，希
望她/他幫助我們帶來這個改變：

把已完成的  活動材料5、6和7展示出來讓所
有人看見。

2) 設計妳們的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包括兩個部分：

•接觸權力人士，請她/他作出妳們想看到的改
變

•邀請社區裏的人參與 – 要取得布章，每人需
要接觸最少3人（以一組有10人為例，妳們將
接觸最少30人）

 妳們可以開始填寫  活動材料8的行動方案範
本。在填寫的過程中，妳們會更加清楚妳們將
會在行動計劃裏做些甚麼。

 活動簡要
小組討論，計劃將作出的行動

 所需物資
活動材料8和9（第44-47頁）

小貼士：
•開始活動前，領袖及參加者可以做 

些資料搜集，了解妳們所選的屏障和想接
觸的權力人士。

•參加者編寫行動方案大綱時可能需要領袖
的指引，但她們亦可以在每個步驟分享妳
們的想法。

•參加者討論的時候會一直坐著和說話！不
妨試試下一個部分的團隊建立活動（第31
頁）或在開始討論前玩一個小組最喜歡的
遊戲，讓大家先動一動身！

權力人士
屏障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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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我們的行動計劃    

計劃
改變
挑戰2

-1 
  小時

45 
分鐘

妳們需要決定接觸哪個
權力人士。領袖可以協
助提供一個名單。例如
一些不鼓勵外表自信的

廣告製作公司負責人，或
負責青年和兒童教育的政府人員。

決定好妳們將要接觸的
人後，妳們需要決定妳

們希望她/他改變甚麼。
妳們可以先搜集有關她/他

的資料。以下是一些建議：

•她/他做甚麼工作？她／他能作出甚麼決定？

•她/他有興趣幫助人們提升自信嗎？她/他曾參與
類似的計劃嗎？

•她/他有可能作出改變嗎？（無論機會有多大，
妳們都可以提出妳們想見到的大改變 – 說出妳
們的想法已經是改變的重要一步！）

•她/他是容易接觸（如校長）還是難以接觸（如
知名雜誌編輯）的人？

•妳們可以找出更多關於她/他的資料嗎？她/他可
能有社交媒體帳戶或曾受本地或國際媒體訪問。
她/他對甚麼有興趣？

•現在參加者可以圍成一圈，討論並填寫行動
方案的每個部分。討論的時候，妳們可以使
用「發言棒」，以保持討論流暢及讓每位組
員都有機會發言。妳可以用任何一件物品作
為「發言棒」，如有組員想分享她的想法，
她需要先舉手，接到「發言棒」後才開始發
言。

行動方案範本需要參加者利用較早前決定好
的目標、屏障和權力人士為基礎，再加以說
明。以下是一些幫助妳們說明每個部分的建
議：

我們將會接觸的人：

我們希望作出的
改變：

The power 
person/people we 
will reach out to

Our goal and the 
barrier we want 
to take down

Our
community



創造自信「身」世界  | 7 – 10歲女童軍活動資源套 P. 29

以下是一些接觸決策
者的方法：

•寫信（或由每位組員發同一封信）

•發電郵

•發一個Facebook/Intagram帖文（可由領袖代表
隊員發出）

•製作一個短片並於社交網站上發布

•提出與她／他會面或邀請她／他出席活動

•打電話

•舉辦請願活動，收集簽名後郵寄給她／他

•經由別人傳話 – 例如經區議員傳話予立法會議
員

（續）

我們的行動計劃    -1 
  小時

45 
分鐘

計劃
改變
挑戰2

我們將如何接觸她／
他及提出改變

要得到「創造自信『
身』世界」布章，每位

隊員需要接觸最少3人，
告訴他們妳們想作出的改

變並請他們幫助。朋友、家人和社區成員的參與可
以令妳們的信息傳播得更廣，妳們的權力人士亦有
機會因此而聆聽妳們的要求。以下是一些幫助妳們
接觸社區的建議：

活動：邀請朋友、家人和社區成員參與活動，準備
食物、飲品或娛樂。透過演講、展覽、表演或邀請
講者，分享妳們的信息和請他們加入妳們倡議的
改變行動。一個展示適合任何年齡、身材和體能
的「真·女人 真·女孩」時裝表演也是個不錯的
活動！

集會/遊行：選擇一個地方和時間，集合朋友、家
人和社區成員遊行或示威，提出妳們想要的改變。
選址可在決策者工作附近的地方。  

寫信/接觸決策者：妳們打算寫信給決策者嗎？妳
們可以邀請朋友、家人一起寫信。越多人寫信，影
響便越大。妳們亦可在互聯網上邀請妳們認識的人
同時發Facebook/Intagram訊息給決策者，或製作
一條妳們在朗讀信件的影片讓所有人轉發。

請願：邀請朋友、家人和社區成員簽署請願信，以
展示他們認同妳們的行動。然後親身提交請願信或
寫信給決策者。 

我們的社區

要很明確！
當妳們闡述妳們希望作出的改變時， 
應盡量把內容說得精簡一點，讓權力人士
能準確明白妳們想要甚麼。例如，請雜誌
編輯把固定專題換成鼓舞人心的人物故事
（可由妳們提供第一篇專題故事！），或
請校長每月預留一小時舉辦建立自信或反
欺凌的活動。

提提妳
若妳的隊伍計劃舉行遊行示威，必須 
向香港特區政府遞交通知書作出申請。請先
與贊助機構溝通，並通知香港女童軍總會程
序部（tpg@hkg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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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我們的行動計劃    

計劃
改變
挑戰2

開始一個運動：選出一項妳們早前討論過的「屏
障」，例如電視節目、雜誌或廣告，然後與隊員合
作製作妳們的正面版本，鼓勵所有人感受自己的美
麗和獨特之處。以網上影片、雜誌或時裝表演的方
式分享妳們的作品，或開始一個「無身體對話日」
的運動，要求參加者於當天不能使用任何鼓勵形象
神話的言語。

提升外表自信：舉辦「創造自信『身』世界」或「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中的體驗活動。

提出挑戰：邀請朋友、家人和社區成員承諾做一件
能提升他人自信和減少擔憂自己外表的事，例如讚
美一些對自己外表欠缺自信的人。

製作微電影：妳們亦可跟全世界分享妳們想要的改
變！妳們可以互相訪問或訪問社區裏的成員，又或
製作幽默短劇、詩詞或舞蹈。

網上參與（由領袖或13歲以上的隊員帶領）：利
用社交媒體邀請大眾參與討論妳們的議題。請朋
友轉發妳們的行動計劃，讓她們加入自己的想法
和留言，並參與妳們的活動，或幫忙發布有關活
動或遊行的消息。妳們亦可設計一個專屬的標籤 
（hashtag），或使用#FreeBeingMe 連繫到我們全
球的活動。

-1 
  小時

45 
分鐘

 重要：要得到「創造自信『身』世界」布章，
每位隊員需要接觸最少3人。（即一個10人小
組將會接觸30人）

妳們接觸的人亦應積極參與妳們的行動。例
如，簽署妳們的請願，轉發給他們在社交網站
上的追蹤者及留言分享他們簽署的原因；或出
席並參與妳們舉辦的活動。

3) 分配工作
•編寫好妳們的行動方案後，妳們可分成小組和

擬定不同的任務，並邀請義工協助。

•每組指派一名組員為組長，以及邀請一名成人
或年輕領袖協助。

•妳們可以利用  活動材料9的範本去協助每
個小組擬定自己的任務。妳們可以參考  活
動材料9.1中的例子。

小貼士
如果隊伍有不同的意見，不妨把它

們一一寫下，再投票決定。

小貼士：
這是一個讓妳們檢查自己是否有 
足夠時間、資源和支援去實踐計劃的
機會。不要害怕調整或改變妳們的計
劃！

A ‘FREE BEING ME’ 
PROGRAMME

ACTION 
ON BODY 

CONFIDENCE
A ‘FREE BEING ME’ 

PROGRAMME

ACTION 
ON BODY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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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執行計劃

實踐
改變
挑戰3 彈性 

時間

1) 我們做得如何？ 
監察妳們的計劃
定期審視行動計劃的進展。在實踐計劃時，妳
們可以問自己：

•我們有說到做到嗎？（有需要的話妳們可以調
節計劃，但請確保妳們專注於妳們想實現的目
標）

•我們的進度在預算之內嗎？

•我們有足夠的幫助和支援去執行我們的計劃
嗎？（不用獨力承擔太大的工作量！）

•我們能實現我們當初計劃的目標嗎？

•我們的計劃設計得宜嗎？還有可改進的地方
嗎？

•我們的行動計劃能為社會帶來我們預期的改變
嗎？

2) 如何影響他人？
不論妳們想讓邀請甚麼人參與計劃，首先要令
他們明白妳們的想法和活動的概念。試試參考
以下建議！

•友善待人 - 問問題，微笑，讓對方覺得自己是
行動計劃中的重要一員

•對對方和她／他做的事情表示有興趣

•解釋妳們想要甚麼

•展示妳們對外表自信的了解，以及為何女孩／
男孩需要欣賞自己的獨特之處 – 妳們現在已
是這個議題的專家

•讚揚對方做得好的部分

•尊重對方的想法和意見

•清晰表達妳們的要求

3) 如何建立妳們的團隊？
建立妳們的團隊！特別是當妳們的計劃需要較
多努力和時間，或妳們正在挑戰之間休息，都
可以藉此機會召集和建立更強的團隊。

試玩這些選取自世界女童軍協會國際女童
日#TeamGirl 活動資源套的遊戲吧！

妳們需要一起... 全隊安全橫過河
流！

告訴小隊成員，妳們需要橫過一
條佈滿鱷魚的河流，放置兩支白

板筆在地上，代表河堤的兩旁。向成員解釋唯一可
以過河的方法就是走在河流上的漂流木或石頭上。
向每個小隊提供一些方形紙張，大小需剛好可以站
上一個人，紙張的數量需為小隊人數減二（最少三
張）。小隊成員可以在渡河的過程中撿起及移動紙
張，但每張紙同一時間只可站一名成員。

這個步驟全由妳們決
定！  
妳們已經草擬好妳們的行動計劃， 

現在是時候實踐改變！

不論行動計劃的規模有多大、需時有多長，
妳們也可以跟著以下的建議達到最好的成
果。

鱷魚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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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們需要一起... 確保小隊成員在
快要陸沉小島上的安全！

每個小隊站在一張大報紙上或一
條圍成圓形的繩內，空間需足夠

小隊所有成員在內。領袖跟著將報紙其中一部分
撕走，或將圓繩縮短，小隊因此需要利用自己的
創意構思方法，使成員在小島「陸沉」時仍能
站在島上！領袖需繼續減少「小島」的大小，

直至有小隊成員跌出範圍以外。

妳們需要一起... 在妳的
圓圈內站直！ 

領袖請隊員圍成圓圈，
面向圈內並與兩旁隊員

手牽手。請隊員往後移，直至雙手被
拉直，但仍與旁邊隊員保持牽手的動
作。領袖數三聲，全部隊員雙腳保持
在原地，身體盡量往後傾，利用大家

手牽手的圓形保持平衡。如成功完
成，領袖以數字1及2順序
為隊員命名，然後請數字1
的隊員往前傾，而數字2的
隊員則往後傾，然後倒轉

次序。大家的目標是要保持
圓圈的平衡。

妳們需要一起... 重建一個圖案或
模型！

分為小隊，每個小隊需一同創作
一個圖案或模型，形式可以包

括在紙上繪畫圖案，或利用竹筷子或鉛筆築起一
模型（注意：領袖可能需要確保圖案或模型不
會太過複雜） 。創作完成後，領袖隨機分派圖
案或模型給另一個小隊。

每個小隊的任務就是重建她們獲分派的圖案
或模型。將各圖案或模型放在集會地點的一
邊（A點），小隊需在場地的另一邊（B
點）進行重建，而每次只可安排一名小
隊成員前往A點查看設計圖或模型，然
後回到B點向其他隊員形容。

建立起來吧

陸沉的小島

高塔大比試

平衡力 
大測試

妳們需要一起... 
盡妳所能築起
一座最高的
塔！ 

以全隊或小隊形式，利用領袖提
供的材料，例如紙張、咭紙、撲
克牌、竹籤或筷子、火柴或其
他環保物料，築起一座最高的
塔。隊員可以一起決定維持
高塔穩固的方法，例如可以
使用膠紙或繩。領袖也可以
訂立時限來加快活動完成的
時間，或以不同方法測試其
穩固性。

（續）

執行計劃 彈性 
時間

實踐
改變
挑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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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第5節

與世界分享   

分享
改變
挑戰4

如何向行動走近一步
表揚計劃做得好的部分、檢討可改善的地方及討論
將來如何能做得更好，一起慶祝大家的成果。

活動步驟
做得好！妳們已經完成了行動計劃，希望妳們都享
受過程。當妳們實踐這一類計劃時，應跟其他人分
享妳們的經驗，並檢討計劃的流程，留意做得好的
部分，以及下次需要改善的部分。

1) 與世界分享
世界女童軍協會和多芬希望每個參與「創造自
信『身』世界」的人跟我們分享自己的經歷。
我們想請領袖做以下兩件事情！

分享團隊的故事
在「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的網站投稿，妳們
的故事將刊登於我們的網站！

我們希望妳們分享妳的故事，因為：

•妳可以透過妳的行動故事和成果，啟發世界各
地的女童軍會員及女孩子

•集合妳們的聲音和經驗，可以使全球的領袖注
意和明白推廣外表自信行動的重要性

到http://free-being-me.com/your-stories填寫一些
簡單問題，並分享隊伍的照片和影片吧！

妳們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成果，記得加上 
#FreeBeingMe 標籤！

 活動簡要
以小組討論和遊戲檢討隊伍的行動計劃

 所需物資
紙和筆

40 
分鐘

http://free-being-me.com/your-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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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與世界分享

分享
改變
挑戰4

40
分鐘

2) 作出檢討！

1) 整體而言
參加者在她們的行動計劃裏最享受哪個部分？
最不享受甚麼？試試以下的方法：

心情蹺蹺板：在房間一端貼上「十分享受」的
字眼，另一端貼上「完全不享受」。領袖逐一
說出妳們在行動計劃中完成了的活動，例如：
「寫信給校長」、「在朋友及父母前演講」、
「製作我們自己的影片」。 
請參加者按她們的感受，跑到其中一端或兩者
之間的位置站著。

擺姿勢：給參加者1分鐘，讓她們想出一個姿
勢，代表她們最享受的活動，然後請所有人「
不許動！」領袖可以在隊員之間穿梭，猜猜她
們展示的是甚麼活動並討論原因。

2) 我們的成果？
•看看妳們在行動方案裏承諾做的主要事項。

•請所有人站起來。領袖將行動方案各部分逐一
朗讀出來，假如隊員覺得自己已經成功達成的
話，請她們向天伸展雙手；如果未能實現該部
分，請她們雙手伸向地下，或者停在中間。

•問為甚麼／為甚麼不，一起討論做得好的部
分，檢討有甚麼部分能做得更好或考慮使用其
他方法。

記得，妳們可能未能實現所提出的改變，但妳們可
能已經引起更多人討論議題，或喚起權力人士對問
題的興趣。這很重要，而且已經是成功了！

3) 下一步？
即使今次的計劃已完成，妳們也可以一起討論
如何繼續鼓勵人們感到美麗和獨特。以下是一
些建議：

•跟進妳的權力人士，了解他們有否履行自己承
諾會做的事

•跟其他年紀較小的女孩子（如相熟的小女童軍
隊伍、社區中心的活動參加者等）進行「自信
自在  活出真我」活動，或支持她們的行動計
劃

•承諾每個學期進行一個「自信自在  活出真
我」的活動

•每位隊員承諾向一個人介紹妳們的行動計劃和
妳們想促成的改變

4) 一起慶祝！
妳們做得很好！妳們的行動使世界變得更美
好，讓女孩和男孩更有自信，勇於做自己和追
尋自己的夢想。不如舉辦一個派對慶祝妳們的
成就吧！妳們可以邀請所有在計劃裏曾經幫助
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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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
做得好，妳們幫忙創造了一個使人們感覺「自信自
在  活出真我」的世界！

向香港女童軍總會申請索取
「創造自信『身』世界」布
章。 
https://bit.ly/hkgga-
ActionOnBodyConfidence-hk

進一步發展妳的倡議能力
•妳的行動計劃為女性爭取權利，正好符合

聯合國訂立的17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中
的第5個目標：「性別平等」所提及的內容。了
解更多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其他項目，參與幫
助世界擺脫貧窮和不公義：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
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nd-
global-action-theme/（註﹕英文資料）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

•了解世界女童軍協會的停止暴力行動（Stop the 
Violence），看看妳能如何參與：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
do/stop-the-violence/（註﹕英文資料）

（續）

與世界分享

分享
改變
挑戰4

40
分鐘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https://bit.ly/hkgga-ActionOnBodyConfidence-hk
https://bit.ly/hkgga-ActionOnBodyConfidence-hk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nd-global-action-theme/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nd-global-action-theme/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nd-global-action-theme/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top-the-violence/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top-the-violence/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and-global-action-theme/
https://www.wagggs.org/en/what-we-do/stop-the-violence/
http://www.wagggs-sho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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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材料1

公主和超級英雄清單 

如何
改變
挑戰1



創造自信「身」世界  | 7 – 10歲女童軍活動資源套 P. 37

活動材料2

生命中的一天 

如何
改變
挑戰1

她跟家人一起住在城市周邊的一棵樹上。她喜歡看書和跟朋友探索樹林。她有一雙
橙色的大眼睛及棕色斑點的羽毛。

艾美正想回答，但她發現她快要遲到上學了，所以
沒時間回應媽媽！她跟媽媽擁抱道別後，拿了書
包，就飛了出去。

在空中飛翔的時候，艾美俯瞰底下的城鎮、樹木和
河流。她十分喜歡這景色，差一點就撞到一個巨型
的廣告牌了！「啊！！」她發現自己失去平衡，尖
叫起來。

她看著那新的廣告牌，「這是甚麼？」巨型的相片
上，有一隻貓頭鷹在沙灘上擺好姿勢拍照。那隻貓
頭鷹看起來非常纖瘦，雙眼有神，羽毛很光滑，簡
直不像真的一樣。

有一天，艾美如常在自己的鳥巢醒來，蹦跳著想找
點早餐吃。她決定扭開收音機收聽世界新聞。兩個
節目主持在聊天，其中一個位：「......在昨天的國
會上，我覺得貓頭鷹總統的羽毛看起來很髒，她看
起來完全不美......」 （貓頭鷹叫！）

艾美沒有再聽下去，因為她媽媽飛了進來，關掉了
收音機。艾美媽媽說：「總統的外表又有甚麼重要
呢？我們不是應該留意別人的說話和行動，而非他
們的外表嗎？」

艾美是
一隻貓
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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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生命中的一天

如何
改變
挑戰1

要上課了，大家都飛進課室裏。艾美經過時聽到
兩隻比較年長的貓頭鷹談話，他們看著自己的電
話，看似很憂慮。其中一隻說：「不是吧！妳看
這張相片，我不敢相信他們放了上網！妳看我雙
翼多醜！我的天啊......」 （貓頭鷹叫！）艾美飛
過時，她看了相片一眼，相中所有人看起來都很
高興啊！她歎氣：「為甚麼他們不能看見自己開
心和美麗的樣子？」

在課室裏思考著，艾美
在想像一個世界，每隻
貓頭鷹都對自己的外表
感到自信和滿意，而且
不覺得自己要為任何人
改變。那會是個多麼美
妙的世界......

相片下面的標語寫道：「減肥吧，在度假時展
現最完美的體態！今天就試試我們新的減肥餐
單！」 （貓頭鷹叫！）艾美想起她之前的
假期，跟家人一起享受，探索新地方。她問自
己：「為甚麼有人要改變自己的外貌來得到快
樂呢？」

她差不多到達學校了，往操場降落跟朋友打招
呼，她問：「大家好！有甚麼事嗎？」所有人
聚在一起，竊竊私語。艾美其中一個朋友說：
「看看那裏，是奧利啊！我們沒見他一段時
間，妳看他現在像個模特兒一樣！沒想到他改
變了這麼多——他以前平平無奇又沒趣，不過
現在長得真酷......」 （貓頭鷹叫！）

艾美很困惑，奧利以前是隻友善卻被人忽略的
貓頭鷹，但現在他改變了外表，突然間全部人
都想認識他。她問自己：「為甚麼我們的外貌
會改變別人對我們的態度？」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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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有自信在人前站起來
和講話

女孩子會跟朋友一起玩樂和
共度更多美好時光

女孩子會因自己的才能受到
尊重，而非她們的外表

女孩子不再覺得自己要跟
其他人比較

女孩子會受到平等對待，
不再被嘲笑和欺淩

女孩子會稱讚朋友的本身，
而非他們的外表

女孩子更有自信參與運動和
遊戲

活動材料3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的世界

如何
改變
挑戰1

在我們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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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材料4

問題是甚麼？

計劃
改變
挑戰2

在人前站起來和講話時會感到憂慮

這個人

不想花時間跟朋友相處

這個人

常將自己跟其他人比較

這個人

經常讚美朋友的外表，而非他們本身
的為人和品格

這個人

覺得人們對她的外表比才能和技能更感
興趣

這個人

因為自己的外表被其他人調戲和欺淩

這個人

不夠自信參與運動和遊戲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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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材料5

我們的目標

計劃
改變
挑戰2

我們的 
目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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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材料6

路上的屏障

計劃
改變
挑戰2

我們想拿走的
屏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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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材料7

我們的權力人士

計劃
改變
挑戰2

我們想請哪位權力
人士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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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改變
挑戰2

活動材料8

行動方案

我們將會接觸的權力
人士：

我們的目標及想拿走的
屏障：

我們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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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改變
挑戰2

活動材料8.1

行動方案

為每個小組列印一份。她們可以參考下面的例子：

來自活動材料5和6

我們會做甚麼去動員我們的朋友、家人和社區： 

（例如：邀請他們出席會議以了解議題，並請他們分享妳的網上影片和簽
請願信）

人物的類型（來自活動材料7）（例如：雜誌編輯）；

我們決定接觸的權力人士姓名（例如：女生雜誌編輯ｘｘ女士）；

我們如何接觸及要求她／他作出改變（例如：以小組名義寫信給她／他－以電郵和郵寄形式發
送，朗讀信件及在網上社交媒體分享）

我們希望作出的改變（例如：希望編輯把常規的化妝分享換成鼓舞人心的女孩專題故事）

我們將會接觸的權力
人士：

我們的目標及想拿走的
屏障：

我們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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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改變
挑戰2

活動材料9

我們的任務

我們的小組打算：

我們需要
做甚麼 
工作？

我們甚麼
時候要
做？

誰會領導
這項 

工作？

我們需要
甚麼？

誰會幫助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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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
做甚麼 
工作？

我們甚麼
時候要
做？

誰會領導
這項 

工作？

我們需要
甚麼？

誰會幫助
我們？

計劃
改變
挑戰2

活動材料9.1

我們的任務

我們的小組打算：

討論信件的細節 晶晶下次集會時 紙和筆 嘉寶（我們的領
袖）

全組檢查信件內
容

海倫（讀出來）、
珍妮（紀錄全組的
意見）

下次會議結束時 信件 嘉寶（我們的領
袖）

寫信 玲玲下次集會時 紙和筆 嘉寶（我們的領
袖）

如有需要作出修
改及打印信件

嘉寶（我們的領
袖）

下次集會之後 電腦和印表機

寫信給權力人士

為每個小組列印一份。她們可以參考下面的例子：



「自信自在  活出真我」
延伸活動

創造自信
「身」世界

香港女童軍總會

多芬及世界女童軍協會

www.free-being-me.com

鳴謝多芬香港贊助翻譯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