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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服務一直是女童軍運動至今100多年來的核心價值。女童軍訓練一
向重視「樂於助人」、「日行一善」。但今時今日這種對社會服務的理解已
經改變了。今日，我們鼓勵世界女童軍協會會員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主動
實踐，在本地層面以至更廣大的層面作出改變。這種轉變意味著女童軍不單
單是「樂於助人」，而是能運用領導才能和團體合作精神，帶來更多改變。

世界女童軍協會多年來一向鼓勵世界各地女孩子參與解決重要國際議題，自
1993年部分議題更成為「全球行動主題」。世界女童軍協會鼓勵會員在指
定時段內集中於某個主題。過往的主題如下：

 創造世界和平
 建立世界公民
 我們的權利 我們的義務

今次的主題為「我們可以一起改變世界」，透過響應《千禧發展目標》，下
稱《目標》，解決全球貧窮問題。

《目標》在不同方面都與每個群體、每個國家，甚至全世界息息相關。解決
貧窮問題是個遠大而且必要的目標，是女童軍運動一直十分關注的議題。為
了達到《目標》，世界女童軍協會會員正在本地、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策劃及
實踐各個項目，取得重大的成功。他們的工作影響深遠，然而，我們亦可做
得更多。

在本地群體採取實際行動可算是世界女童軍協會會員的挑戰。「改變 ·由
我做起」課程能指導會員該如何面對這個挑戰。我們相信每個14歲或以上的
女童軍在明白課程內容後，都能夠透過規劃並實行社區行動，在各自的群體
裏作出改變。

只要是對群體充滿熱誠，希望作出改變，任何人毋需特別的資歷和專業都能
實踐社會行動，給他們關心的地方和人帶來實質的貢獻。女童軍擁有領導才
能，加上遍及全球的同伴和導師的大力支持，就能在群體裏帶頭作出他們想
要的改變。

世界女童軍協會
世界事務委員會主席
Nadine El Achy

前言
「你必須變成改革的動力，成就你希望看到的世界。」
                                                        (Mahatma Gandhi)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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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全球189個國家通過並簽署「聯合國千禧宣言」，承諾「把所有
的男人、婦女、以及兒童從絕望無助及極不人道的極端貧窮狀況中拯救出
來」。「千禧宣言」包含八大項《千禧發展目標》，下稱《目標》，針對
這八個目標在全球層面上作出改變，對解決貧窮問題十分重要。

《目標》一：消除極端貧窮及饑餓
《目標》二：實踐普世教育
《目標》三：鼓吹男女平等及建立婦女地位
《目標》四：減低兒童死亡率
《目標》五：改善產婦健康狀況
《目標》六：對抗愛滋病、瘧疾及其他疾病
《目標》七：延續地球生命
《目標》八：全球攜手共同發展

189個國家承諾於2000年至2015年間致力達到《目標》。消滅貧窮不只是
政府的工作，慈善機構、不同團體以及世界各地的人都就《目標》採取行
動。

世界女童軍協會於2009年推出「全球行動主題」獎章計劃。「我們可以一
起改變世界」這個主題鼓勵世界各地女童軍認識《目標》。世界女童軍協
會的145個會員機構已經採用了「全球行動主題」計劃，而計劃內容更被
翻譯成16種語言。同時，超過7萬個「我們可以一起改變世界」布章亦經
已派發。

不少世界各地女童軍都透過課程對《目標》有更深的認識，並且開始在各
自的團體作出實際行動，向年輕人宣揚《目標》的重要性。其中有22個會
員機構更在它們所屬的國家中脫穎而出，推行多樣化的項目，例如：在贊
比亞與邊緣社區共同解決高中輟學問題、在澳洲提高對乳癌的認識、在埃
及為女性提供教育課程。

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改變 ． 由我做起」為女童軍提供所需要的工具，
開展富創意和有效的項目，直接改善社區。世界女童軍協會擁有超過1千萬
名會員，有能力為世界各地社區作出莫大的改變。

《千禧發展目標》

世界女童軍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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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適用於14歲或以上的女童軍會員，鼓勵他們肩負起籌備和實踐社區
項目的責任；同時，在領袖的適當指導下，本教材亦適用於年紀較小的女童
軍。

任何項目都需要資源，但一個團隊首要具備的是推動力、想像力和一本筆記
本！每個參與者都需要有一本筆記本，作為「改變．由我做起」的記錄簿，
把所有活動、想法和結論記下來。

你可以靈活安排「改變．由我做起」的活動，無需依序完成活動，亦無需完
成所有活動。某些活動為重點活動，表示完成該活動能有助推動項目向前發
展。

給領袖的建議

本教材的活動內容可視乎個別的文化、社區和群體作調整，以符合不
同的需求。如需任何協助，可電郵至 tpg@hkgga.org.hk。

留意以下圖示:

活動圖示 
整個課程有不同活
動，能啟發和推動
隊員籌備社區項
目。

重點活動圖示 
這些活動對開展社區項
目很有幫助，建議不要
略去這些活動。

討論圖示
完成一個活動後，都要討論和
反思。你可以在標有討論圖示
的部分，找到啟動討論的靈
感。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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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你的隊伍

籌備社區項目的難度高低視乎以下因素：

. 隊伍的年齡和經驗

. 隊伍的人數

. 本地社區的實際情況

. 隊伍所選擇的議題

女童軍需決定領袖的參與程度多少，讓項目得以成功實踐。女童軍在發
展和落實項目的過程中主導權愈多，就愈能訓練她們的領導才能、團隊
合作精神和決策技巧。任何隊伍都需要領袖的支援。領袖可以在項目初
期，花點時間跟隊伍探討一下「改變．由我做起」教材，並討論該如何
合作。

隊伍在落實項目前，領袖需負責評估項目的風險。風險管理是整個學習
過程中重要的一環。然而，領袖需確保一切風險都是可接受且在項目之
內。風險包括但不限於：

. 危害隊員

. 危害公眾

. 觸犯法律

. 損害女童軍運動的聲譽

若隊伍在籌備項目時遇到困難，領袖可以多加鼓勵。領袖亦可擔當項目
的宣傳大使，善用一切機會推廣項目，提升隊伍的士氣及宣傳女童軍運
動的價值觀念。

第41頁裏提到，隊伍可以挑選一位輔導員，指導和支持隊伍開展項目。
假如輔導員不是女童軍，他必需了解女童軍運動的價值觀念和做事方
式，而他亦需遵守女童軍組織的政策，尤其是在保護兒童方面的守則。

世界女童軍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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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該如何實現未來呢？
每個人都夢想有更好的未來、更好的世界。明白了怎樣改變世界，然後袖手
旁觀，等待奇蹟出現──這很容易。那麼，如果你能夠自己創造改變，你想
要怎樣的未來呢？如果能實現美好的將來，你希望二十年後的社會是怎樣的
呢？

「改變．由我做起」鼓勵你作出改變，改善社會。
本教材能讓你了解自己的長處和所擁有的資源，找出想要改變的事情並付諸
實踐。透過改變社區，就能實現未來。

你可以獨立使用這套教材，亦可以與他人一起使用。即使你獨自開展社區項
目，一個成功的項目背後往往有一群熱心人願意付出時間和技能。別人的支
持是成功的關鍵，因此要善用這些資源。

最令人興奮的部分並不是教材裏的活動，而是你將要開展的項目，及因此而
改變的人。我們衷心希望你能享受這個旅程！

做好準備

你會發現本教材內不少

活動要求你在記錄簿裏

寫寫畫畫。記錄簿無需

花巧，一本普通的記事

簿就足夠，重要的是裏

面所記錄的內容。 

記錄簿所記錄的反思、意

念和構思對開展項目十分

有用；項目完成後，它是

努力的見證。拿起一本記

事簿，封面的設計以「改

變．由我做起」為主題，

亦可加入自己喜愛、具啟

發作用的圖片和語錄。

z

l k

記錄簿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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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完成項目，但這不代表一切已經結束！完成項目
後，你如何確保它能持續發展，繼續影響社區呢？學會如
何匯報成果，與人分享經驗。

找出社區需要的改變，邀請社區人士參與你的項目及策劃所需要的
步驟。建立團隊並挑選一位輔導員去協助你訂出項目的願景、目標
和具體行動計劃。

將計劃化為行動！在實踐的過程中學習檢視進度、保持動力、靈活
應變。

了解社區行動的理念，懂得如何辨別自己所屬的社區，及如何探
討別人對社區的看法。製作自己的社區地圖，了解現有問題並認
識社區的人脈網絡。開始建立改變未來的願景。

「成功四部曲」
本教材分成四部分，每個部分都有不同建議和活動，助你開展和落實成功的社區行動
項目。多留意「重點活動」，完成它們後能助你繼續前進。

了解社區

草擬計劃

實踐計劃

分享成果



 A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me for WAGGGS members aged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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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找出想要改變的社區問題，尋找機會付諸行動。

. 認清社區的優勢，找出需要解決的問題

. 了解引起社區問題的根源

. 找出社區的問題與全球情況的關係

. 選擇可在本地層面解決的問題

. 建立改變社區的願景和目標

甚麼是社區行動項目？

社區 行動 項目
你需要選出一個社區，作為行動
項目的焦點。社區是一群你認同
和關心的人，願意花時間和他們
相處，他們可以來自你居住的地
方、學校、工作的地方、女童軍
隊伍、宗教團體或其他團體。你
也可以選擇不是你所屬的團體，
例如少數族裔的兒童，最重要是
你關心他們。

要改變世界，除了認
識社區議題外，還要
草擬計劃，跟人分享
意念，採取實際行動
影響社區。

項目可以是一個或多個
活動，透過活動在固定
時間內達到特定目標。
這意味著你必須設定項
目的開始日期和完成日
期，訂下目標（即你想
改變甚麼東西），籌劃
實踐的方法。你亦需要
考慮項目的預算，建立
一個分工合作的團隊。

本教材旨在協助你籌劃出自己的「社
區行動項目」──一個在教材中常常
出現的詞彙。那麼，甚麼是社區行動
項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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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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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由你開始
社區行動並不是從社區問題開始的，而是由你帶起。早上起床時，有甚麼事能
讓你感到興奮不已？你會與朋友分享甚麼意念？街上有甚麼事，能讓你快樂、
傷心或憤怒？認識自己的情感，你就會找到社區行動項目的基礎。改變社會是
一件大事，假如你有志作出改變，就要全心全意投入時間和精力。

你關心的是甚麼？
對於所選擇的議題有共鳴是很重要的，否則就難以全情投入到項目中。也許
你留意到社區裏正在發生一些令你憤怒、悲傷的事，也許你在社區裏有過美
好的經歷，希望與更多人分享。只要成為社區的一份子，就能增加對社區的
認識。

你能從中學到甚麼？
籌備社區項目時，你能得到甚麼收穫呢？了解你的社區項目對自己的影響很
重要 - 當遇到挫折時，明白到自己可以從中學習和成長，就能夠堅持下去，
不會中途放棄。圍繞自己關心的議題開展項目，了解參與項目後能得到的收
穫，就能保持積極的態度。

全球有大約7500萬小學適
齡兒童不在學。貧窮兒童
往往需要工作以幫補家計
而不能上學。當中，女孩
子佔所有不在學兒童的百
分之五十五。

「雖然我心中的火光很微弱，但我可以
用它來做許多事。小小的幼苗也可以長
成高大的樹木。」
Sayali -「三岩」世界中心

你知道嗎﹖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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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大家……
                   舉行一次營火會或在一個舒適的環境集會。邀請領袖或你信任的    
               人去鼓勵隊員暢所欲言，分享個人經歷。

以「告訴大家……」為句子的開頭，續寫句子。例如，告訴大家……「你非
常高興的時候」、「甚麼事令你憤怒」、「你想要改變的東西」、「你的好
主意」、「你和父母意見分歧的時候」、「有甚麼讓你感到悲傷」、「一件
讓你興奮不已的事」、「一個啟發你的人」、「一個改變了你生命的時刻」
、「你想幫助的人」等。把這些句子都寫下來。

輪流提出自己的句子，然後跟大家分享有關的經歷。所分享的內容不限長
短，假如有人不願意分享也不要緊。每分享一段經歷，就燃點一枝蠟燭作
記，或者在一幅屬於大家的圖畫上畫一個圖案，又或者用其他方式做個標
記。

你有沒有了解到自己對世界的
一些看法，或者是身邊的朋友
們所關注的事情？

你會如何透過這個活動，了解能帶給自己推動力的東西？
有甚麼事能啟發你在社區採取行動？

帶同你的「改
變．由我做起」記錄簿，活動進行時可隨時記下自己的想法。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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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現在、未來
選擇三件對你非常重要的物件，一件代表你的過去，一件
代表你的現在，一件代表你的將來。然後與隊員分享，並
互相發問。每個人都分享完畢後，就在自己的記錄簿上畫
出那三件物件的圖案，並在旁邊寫下自己對人生這三個階
段的感受。

完成活動後，你有
何感受？你對開展
項目有沒有更感興
奮？

全球有超過10
億人，每天只
靠少於1美元過
活。

「起初我非常大膽地設想計劃，希望盡量在我的社區裏影響更多人，但實
踐起來卻是很困難的。直至我明白要改變社區，受惠的人數多少不是最重
要的。於是我決定專注於一小撮人身上。我的對象是我的大學同學。透過
與他們深入溝通，鼓勵他們跟家人和朋友分享所學。」
Vanessa - 英國

你知道嗎﹖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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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與你
你屬於多少個社區呢？
社區指一群有共同點的人。他們或有共同的特徵或價值觀（例如：年齡、文
化、信念），又或者是有共同的目標。他們或是住在同一個市鎮、鄉村、地
區，或是在同一個地方上班、上學。他們亦可以是在俱樂部、宗教場所裏見
到的人，或者是女童軍隊伍的隊員。假如你是女童軍，就代表你已是全球1
千萬名女童軍的一分子。

全球化﹖本地化﹖
現今全球人口已超過70億，每日有大約20萬嬰兒誕
生。到了203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80億。

隨著人口增長及科技進步，世界將更緊密連接。貿易和政治讓國
家互相聯繫，媒體和互聯網讓世界各地的人能分享彼此的故事。
同樣的事能夠影響兩個素未謀面的人。全球化已是大趨勢。

全球化增加了接收知識和新技術的機會，讓人能學習其他地方的
文化，到處旅遊，互相交流意見，一起採取行動解決共同社會問
題。全球化亦擴大了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地區之間的差距。發展中
地區的疾病傳播狀況加劇，人們被迫移民。販賣人口問題使人權
遭到侵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多了接觸，有時會產生種族歧視問
題，引起爭執。

但每個群體獨有的特色不會因全球化而改變。社區的發展是以人
為基礎，而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試想像地球上每個社區都下
定決心採取主動，每個人都願意為解決貧窮問題付出，那麼每個
社區的力量就能積少成多，改變整個世界。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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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地圖

了解到甚麼是社區，就要開始實踐。這個活動能幫你找出與你有互動的
社區。

.     在一張大畫紙的正中央畫出自畫像。.     在畫紙上畫出或寫下所有你認識的人和地方，先從每天都能接觸到的入 
     手，然後是那些有一面之緣但從未深入認識的人，和你知道但未曾到過 
     的地方。特別的場合和社區的慶祝活動亦可包括在內。熟悉的人和地方 
     可放在自畫像附近的位置，而不太熟悉的就放在離自畫像較遠的位置。 
     就這樣，以自畫像為中心向外擴展，直至你不能夠再想出其他人和地方 
     為止。

   花幾分鐘時間思考以下問題，用另一種顏色筆寫下答案，並在地圖上畫出相 
   關記號：

.   地圖上的人和地方之間的關係如何？用線條和圖形，標示他們的關係。.   你對社區哪一部分最感到有歸屬感？用心型符號標示。.   社區哪一部分最會影響你的生活？用星形符號標示。 .   你對社區上哪些人或地方感到抗拒？也許你不喜歡到某個地方，或是與某 
    些人相處時會感到不安。你認為社區上有甚麼問題妨礙了社區發展？你為 
    何會這樣認為呢？用感歎號符號表示。. 你對地圖上的甚麼人或地方不太熟悉？用問號符號表示。

你可以隨意在地圖上加入任何資料。例如：你喜歡出席那一個社區活動？朋
友參與了那個蔬菜種植計劃？將對社區的看法和感受都寫下，寫得越多越
好。

這份地圖能充分代表你的社區。比較你和朋友的社區地圖，找出相同和相異
之處。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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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區」展覽

利用「社區地圖」，舉辦一個關於你的社區的展覽。你可以

透過攝影、引用別人的說話，或以藝術作品來表達「社區地

圖」的不同方面，思考喜歡社區的原因。在公眾空間展示你

的作品，並邀請其他人加入他們自己的想法，分享他們對你

的社區的感受。

社區一日遊

假設有一個知名人士，將要探訪你的社區一日。
你會如何向他介紹你的社區？先設計一個行程，
然後兩個人為一組，輪流扮演該名訪客，另外一

人就介紹行程。你們亦可以親身體驗所計劃的行程。

社區的定義
你會怎樣理解「社區」一詞？有沒有其他詞語也有著相似的
意思？寫出你對社區的定義，並跟隊員分享。你們能想出一
個大家都一致認同的定義嗎？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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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社區
假設你從來沒有來過你的社區，對社區的一切完全陌生。
現在你來到這個社區，想看看這裏是否適合居住。準備一
本筆記本、一枝筆、攝影機或攝錄機。用集會時間盡情探

索社區，到訪不同地方，跟別人聊聊天，並將你所觀察到的事記下
來，與隊員分享經歷。你了解到甚麼關於社區的事？

你的社區有甚麼優勝之處？

你清楚了解「社區地圖」嗎？「地圖」上有
甚麼東西是你不認識的？

有沒有一些人會覺得被社區排除在外？

從哪裏開始改變？
人們互相合作，採取行動改變社會，就代表社區行動已經開始了。他們可能在嘗試解
決問題；或者在改善社區，讓它成為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來自全球四方八面的意念
能啟發社區行動，但改變始終由本地社區開始。社區裏的人需要知道他們想要改變甚
麼、採取甚麼行動及如何將理想變成現實。社區行動需要社區裏的人共同參與，運用
社區的資源達到目的。因為只有關心社區發展的人，才能真正改變社區。

「我明白到即使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也能帶來莫大的改變；
即使你認為自己改變不了別人，但其實不然。」
「三岩」活動參加者．20歲（丹麥）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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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社區問題
現在你對你的社區有了基本認識，就要決定好你的行動項目想要改變的事。你
可以用以下三個步驟找出項目的目的。

反應.                            回應 
  React . Research . Respond

React 反應 
你擁有的知識和每天生活在社區裏所體驗到的事都能夠讓你更深入了解社區。跟別
人談論社區時，你會發掘到關於社區的一切，從而找到想要改變的事。這些都是你
對社區的本能反應。雖然這並非甚麼數據或研究結果，但你對社區的印象和本能反
應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你和你的團隊也有著相同的想法。問問自己：我關心甚麼
議題呢？有甚麼需要改變？

夢想家
每個隊員的背上都貼上一張紙，每張紙上

分別寫有不同句子的開頭，例如：

「為何不能……」
「如果……」
「如果能……，就好了。」

「誰說我們不能……」

「如果我能夠改變一件事情，我會……」

每個隊員都輪流在所有人的背上，續寫這些句

子。

全球有接近四分
之一的哺乳類動
物及三分之一的
兩棲類動物瀕臨
絕種。

你知道嗎﹖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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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好與壞
和隊員圍圈而坐，圈內放置三張紙，分別標示為「
金色星星」、「紅色圓點」和「灰色地帶」。參考
「社區地圖」，跟隊員討論以下問題：你喜歡和不
喜歡社區的甚麼事？你最熟悉和不熟悉的是社區

哪部分？一邊討論，一邊將社區好的地方寫在「金色星
星」的紙上，將對社區不滿意或有待改善的地方寫在「
紅色圓點」的紙上，將對社區不熟悉的地方寫在「灰色
地帶」的紙上。

正能量傳球
用兩分鐘想一想社區可能要面對的問題。它們可以是社區裏已
經存在的問題，或者是你曾經聽聞過的問題。選出其中一個問
題，然後與隊員圍圈而坐。 

將皮球拋給其中一人，請他讀出那個問題。 

其他人能夠想出對那個問題的正面行動或評價時，就要舉手，然後把
皮球接著，說出自己的意見。隊員可以延伸前一個人的意見或想出新
意念。唯一的規則是所有人都不能用任何負面詞彙，例如「不可能」
、「問題」、「可是」、「沒有」、「不」。 

輪流發言，直至沒有人有補充為止。

解決問題時只運用正面詞
彙，感覺如何？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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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資料蒐集
現在來進一步探討社區議題。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看法和感受背後的事實基
礎，並知道社區和我們想解決的問題的關係。

如果醫生不清楚病情，就胡亂開藥給病人會怎麼樣？如果你要改變局面，必
先了解問題的根源，才能對症下藥。你想知道街上的垃圾會否影響飲用水的
質素？以科學方法找出造成水質污染的原因吧！朋友們整天抱怨社區裏沒有
好玩的事情做，那麼你就搜尋一下區內有沒有適合年輕人的活動吧。也許你
的朋友們是對的，也許社區裏有很多活動，只是沒有人告訴他們而已。無論
如何，你做的資料蒐集能夠助你找出改變社區的方向。

實地考察
這個活動雖然會花上比較多精力，但對啟發你開展項目很有
用，特別是你不完全了解社區。在社區裏找出一項你從來沒有
接觸過的義工服務，並參與至少六小時的服務。你可以和隊員
一起探索各種類型的義工服務，然後各自選擇不同的義工服務

（二人一組為單位進行亦可）。義工服務進行了一段時間，隊員們可
以見個面，分享各自的經歷。你有沒有學到甚麼事，能夠啟發你開展
項目？你有沒有從這次義工服務中擴闊眼界，了解到更多改善社會的
方法？

在進行下一步前，先看看「社區地圖」，總
結一下在「夢想家」、「社區好與壞」和「
實地考察」裏得到的經驗。 

- 從這些活動中，你發現了甚麼社區議題？
- 你對哪些議題最感興趣？
- 有誰跟你的意見相似？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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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事實
在你找到的社區議題裏，選出最感興趣的一
項，然後列出三個你想知道更多的範疇或者問
題。你認為資料蒐集如何能夠幫你開展項目？
在你閱讀本部分時，找出最適合的資料蒐集方
法，然後付諸實行。

為甚麼要做資料蒐集？
蒐集資料能給你關於項目的可靠資訊，你可以運用這些資訊來⋯⋯

. 幫助決策，例如決定哪一種社區行動最能有效解決問題。 

. 遊說別人，例如遊說社區裏的領導者，請他們提供協助或資金，讓項目能真正 
      幫助社區。
. 證明或反駁一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意見。
. 為個人的看法加上事實基礎，讓項目更有說服力
. 發掘更多未知的資訊，強化自己的想法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蒐
集資料和他人的意見，也有
很多不同途徑去解答能影響
項目發展的問題。你可以進
行不同類型的調查，以下是
一些較常用的方法。

蒐集資料方法

過去15年裏，全球
最貧窮的20個國家
中，有百分之八十
曾發生大型公民革
命。

你知道嗎﹖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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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甚麼是訪問？
訪問是兩個人或以上的對話，受訪者回答由訪問員預備的一系列
問題。若訪問員在訪問期間想知道額外資料，可以即時作進一步
發問，是一種較人性化的資料搜集方法。如果要向一小撮人蒐集
詳細的資料，訪問是不錯的選擇。受訪者可能是某個議題上的專
家、對某個議題有興趣的人，或是會受你的社區項目影響的人。

如何進行訪問？

. 了解自己希望從訪問中獲得甚麼資料，然後列出最適合提供這些資料的人。

. 訪問前先預備一系列問題。如果有多個訪問員提問，就要決定好哪條問題 
      由誰主導。

. 進行訪問的地點最好是寧靜、舒適和便捷的公眾場所。如果受訪者是陌生 
      人，你可以請你信任的成年人陪同。

. 用筆記簿或錄音筆，把訪問記錄下來。

. 記得帶同關於社區項目的資料，也許受訪者會向你提問呢！

問卷調查

甚麼是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是一套問題，用來蒐集資料和意見，調查對象人數
不限。問卷調查的形式多樣，有紙本問卷、電話問卷、線上
問卷等。你可以將問卷調查結果轉化成圖表，方便他人理
解。

如何進行問卷調查？

. 列出問卷調查的對象。

. 考慮自己需要甚麼類型的資料。如果需要事後比較調查結果或就調查結果評 
     分，就設計封閉式問題；如果需要知道更多受訪者的感受，就設計開放式問 
     題（參照以下有關設計問題的部分）。
. 仔細設計問題，考慮想得到甚麼類型的答案，以及如何讓受訪者容易理解問 
     題。
. 請別人幫忙檢查問題是否合理。
. 研究採用哪一種方式進行調查，才可得到最多的答覆──面對面發問、電話 
     發問、還是填寫紙本問卷或線上問卷。
. 訂出問卷調查的結束日期。調查結束後，找出有多少人回覆問卷（例如：100 
     個調查對象中，有40人回覆問卷，回覆率為百分之四十）。
. 分析調查結果，與隊員討論

�了解社區



24

投票

甚麼是投票？
投票是一條有多個選項的問題，投票人士可以選出自己同意的選
項。這種簡單快捷的方法，能夠找出一大群人對某件事或某個意
念的看法，引導你實踐社區項目。投票通常用於網站或社交網絡
平台。

如何策劃投票？
若希望吸引更多人參與回應，就不要舉行太多次投票，這會使人覺得沉悶。投票
最好用來解答重點問題。任何人都能參與的公開投票，特別是線上投票，較容易
取得理想效果。因為人普遍喜歡觀看投票結果，所以要避免提出具爭議性和敏感
的問題。選好問題後，就要訂出各個選項。選項所表達的含義不能太相似，而且
能夠代表各方意見，投票人士才不會混淆各個選項。使用清晰、淺白的文字，讓
人容易理解投票內容。

把各個選項置於問題的下方，讓投票人士可勾選適當的選項。訂明投票人士需要
提供多少個答案，例如：舉出社區裏你喜歡的三個地方、選出以下你最想參與的
一個活動。

訂出投票結束日期。

專題
甚麼是專題小組？
專題小組的成員經過挑選後，會就一個議題或項目作深入討論，分
享意見和想法。你可以運用小組討論的內容，加深對該議題的認
識，助你籌備項目時做決策或想出新意念。

如何籌備專題小組會議？. 了解自己希望從專題小組中獲得甚麼資料，例如，提高對社區青少年問題的認識。

. 挑選專題小組的成員時，選擇那些對某個議題有認識和經驗的人。專題小組 
     的成員最好來自不同背景和界別，並以6－10人的小組為佳。這樣每個人都 
     有發言機會，而且所得到的意見也較多元化。

. 訂出小組會議的長度──一小時至半天已經足夠。

. 事先預備討論問題，包括編排好每條問題所花的時間。

. 邀請專題小組成員參加會議，向他們解釋會議的目的及希望從中取得甚麼成 
     果。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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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小組會議進行期間，你需要一個主持人，負責主持會議、提問、確 
     保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表意見及控制時間。如果你對主持會議沒有信心， 
     可以邀請善於溝通、能夠讓人感到自在的朋友幫忙。
. 事先決定好如何記錄對話內容，以免遺失重要資料。
. 別忘記帶同任何有用的工具，如紙和筆等。如果會議的時間長，可以預 
     備一些小食和飲料。

統計數據

甚麼是統計數據？
統計數據是將蒐集到的大量資訊加以分析，並以數字的形式展示出
來。例如：全球有58個國家，女性國會議員比例為百分之十或以下*
（*聯合國統計數據：《千禧發展目標三》）。透過分析全球女性國
會議員的人數，得出以上統計數據。統計數據可以證實個人看法的
真偽、幫助決策，或解釋改變社區的重要性。

如何蒐集統計數據？
聯絡地區的政府部門，蒐集有關社區項目範疇內的統計數據，如人口普查。慈
善機構也有可能曾經蒐集相關資料，你可以直接聯絡機構，或透過網絡找出有
用的報告。

你亦可以運用第一手調查結果來製成統計數據。調查對象的人數不能太少，確
保統計數據具代表性。假如你在社區裏訪問了100人，詢問他們對醫療保健的
滿意度，當中47人表示不滿意，你就能聲稱「社區裏百分之四十七的人不滿意
醫療保健服務」。同一條問題，如果受訪者有1千人，甚至1萬人，這項數據會
更有說服力。
如果你希望對比不同性別、年齡、文化背景的人的看法，那麼每個類別的受訪
者人數就要相同，意味需要花更多功夫。

若你能夠運用統計數據證明項目能如何影響社區，讓其他人明白計劃不是空
談，就可以找到更多支援。選取易於理解的數據、運用圖表或圖像，吸引別人
閱讀統計數據。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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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適合的資料蒐集方法
要知道應該進行哪種資料搜集，先問一問自己以下問題。

我需要知道…… 我可以透過……找到答案
已知的事實，例如某事運行的原理或作用 在圖書館閱讀書籍、文章或在網上瀏覽可

靠的資料來源

專業意見，例如做某事的最佳方式或值得
信賴的建議

詢問相關議題的專家的意見，閱讀有關議
題的論文和期刊

社區大眾對某事的總體看法 社交媒體等途徑，進行問卷調查和投票

一小撮人對某事的詳細意見、對項目理念
和決策的深入分析

訪問和專題小組

關於社區的統計數據，例如社區裏有多少
兒童不能享有醫療保健服務，或有多少個
家庭能夠使用互聯網

聯絡本地政府，研究人口普查數據，閱讀
相關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報告

以上某些特定方法能協助你蒐集不同類型的資料。
例如，問卷可包含短答題（例如：你有到過社區中
心嗎？），或長答題（例如：說明一下你認為社區
中心如何影響社區）。你可以將問卷發給一大群
人，或只發給指定的一小撮人，視乎你需要獲取甚
麼類型的資料。

「若一個人不願意付出和發揮所長貢獻社會，就不能
被稱為有教養的人。每個人都盡力作出貢獻，才能通
往快樂繁榮的道路。」
羅拔·貝登堡(Robert Baden-Powell)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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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般可以分為兩種──封閉式題目及開放式題目。這兩種題目
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

封閉式問題的答案可以是一個字或一個短句，而答案通常只有兩個
選項：「是」或「否」。這類問題的答案通常都是客觀事實，例如：
年齡；得出的答案亦便於統計和比較（例如：有 20名受訪者選擇
「是」，有12名受訪者選擇「否」）。封閉式問題簡短而且容易回
答，提問者亦可以控制答案的形式。

例如：你滿意這個公園嗎？你明白這個項目嗎？

你亦可以運用量表，幫助受訪者回答封閉式問題。例如：你同意城市
裏需要設置回收站嗎？

   1-2-3-4-5
   1 = 非常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不清楚
   4 = 同意
   5 = 非常同意

開放式問題的回覆一般較長。這類問題要求受訪者思考和反思，仔細
表達他們的意見和感受。

        例如：你認為新建成的公園會怎樣影響你的生活？你認為這個 
                  項目如何？

你需要考慮清楚期望獲得甚麼類型的資訊，有機會要一併使用開放式
問題和封閉式問題，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草擬好問題後，邀請幾
個朋友嘗試回答問題。測試一下他們是否能夠理解問題，答案是否跟
預計的回覆相似。如果測試後發現跟預期不一樣，就需要調整問題 。

高質素的問題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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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資料蒐集
緊記蒐集得來的資料不一定正確無誤，特別是那些在網上找到的資料。因此在採用資
料前，必須核對資料來源。問一問自己以下問題⋯⋯
•  資料合乎常理嗎？
• 你能找到何人、在何地何時發布資料嗎？

• 資料來源是否為人熟悉和可信？用互聯網搜尋一下資料來源，或向其他人查詢。

• 網上資料若來自政府機構或教育團體，須查看網址是否以.gov或.edu作結。

• 查看不同資料來源，並互相比較，檢查資料內容是否一致。

• 留意資料的發布日期，愈近期的資料愈好。

Respond 回應 
第三個階段是最有趣的部分──運用對社區的反應和所收集到的資料，作出回應，提
出對社區問題的解決方案。這階段你只需要概述意念。

往後有充裕的時間制訂詳情。

由「根」出發

在記錄簿上劃出一棵大樹，樹幹上寫上在「反應」階段進行期間所

發現的事。然後加上樹枝和樹葉，列出已完成或即將實行的資料蒐

集以及從中發掘到的事實。

在大樹的底部畫上樹根，然後與隊員討論引起社區問題的根本成

因，把意見寫在樹根上。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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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發展目標》與社區的關係
實踐社區行動，好像往一個大桶裏加入一滴水，這個大桶象徵著全球的人為解
決貧窮而付出的一點一滴努力。189個國家承諾在2000年至2015年間，就著這
八個《千禧發展目標》努力不懈。雖然過去採取了不少行動，但仍可以實踐更
多。《目標》不會自動在2015年達成，而是需要靠全球每個人實踐，從而消滅
貧窮（詳見第五頁）。

「總結三步驟」
嘗試用一段文字概括這三個步驟。例如：我覺得放學後缺乏與朋友消
閒的好去處（反應）。在訪問了同輩後，發現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學生
持相同意見，我們都需要一個消閒空間（資料蒐集）。因此，我打算
和同齡的青少年成立一個青年會（回應）。
檢視這一段文字，看看三個步驟是否互相呼應。蒐集到的資料與你的

反應相符嗎？你的回應能否解決問題呢？假如三個步驟的內容能夠互相呼應，
恭喜你，你的項目逐漸成形了。

對應《千禧發展目標》
參考在「總結三步驟」創作的那段文字及關於《千
禧發展目標》的八個心智圖，你能將兩者互相對應
嗎？項目的焦點跟哪個《目標》有關呢？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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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 (Mind map)
心智圖把資料圖像化，是良好的表達思維工具。在紙的
中央寫上關鍵詞或想法，然後用放射線延伸與中心詞相
關的項目，再寫上關聯項目的不同方面。如此類推，由
中心向外聯想所有相關項目的方面。

《千禧發展目標》心智圖 (MIND MAP)

在八張紙的中間，各寫上一個《千禧發展目標》。思考各個
《目標》怎樣影響你的社區和日常生活，以及身邊的一切跟
《目標》有何關聯。以《目標》一（消除極端貧窮及饑餓）
為例，思考在社區裏有甚麼人因貧窮而生活艱苦、有甚麼
人缺乏營養，把想到的一切都寫下，然後再思考下一個《目
標》。八個《目標》都完成後，重新檢視八張紙的內容。

《千禧發展目標》調查員

選擇一個《目標》，透過瀏覽互聯網、查閱圖書館資料、訪問非政

府機構人員等途徑，調查一下你的國家是如何實踐這個目標。跟隊

員分享你的調查結果，並嘗試找出現行在本地實踐《目標》的項

目。
瀏覽世界女童軍協會網頁www.wagggs.org，找出更多有關世界女童軍實踐

《目標》的事吧！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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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改變世界的願景
世界、你的社區、你自己──將這三個非常重要的元素連結起來，決定好社區
項目的願景吧！回想八個《千禧發展目標》及它們在世界各地的實踐方式。回
想你的社區和「社區地圖」及你的技能、經驗和興趣。這些想法都能夠推動
你，找出期望參與的社區行動。

願景是達到目的後，對理想世界的描述。願景用來啟發和推動你，讓其他人也
對你的項目有信心。你跟別人介紹項目時首先說的就是願景，它奠定了項目的
基礎。

願景能夠……
描述項目完成後的結果，及改變後的理想世界。
• 多用「現在式」，強調項目的可行性
• 放遠目光，訂立大膽有趣的願景，能激發創意之餘還能激勵他人
• 讓你的情感成為願景的一部分，表現達到目的後的感受。項目進

行期間遇到挫折時，你的情感能喚醒大家參與項目的初衷，鼓勵
大家繼續向前

約有1200萬名15－24
歲青年感染愛滋病病
毒。每日有7400人
感染愛滋病，其中接
近一半患者為25歲以
下。

假如你想成立一個朋輩友誼
項目，幫助一些不懂本地語
言的兒童融入社區。你的願
景可能是：我希望不同文化
背景的兒童都能享有同等機
會，有朋友的支持，成為社
區的一分子。

你知道嗎﹖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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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sa 對巴基斯坦的願景
Shamsa製作關於《千禧發展目標》教材時，她的願景是：所有
巴基斯坦的女童軍都能認識《千禧發展目標》，並採取行動，改
善社區裏的貧窮狀況。她察覺到語言不通等障礙會妨礙女童軍認
識《目標》，因此需要一套適合巴基斯坦女童軍運動的教材。
Shamsa的願景遠大，運用有限的資源讓更多女童軍認識《目
標》是一個挑戰。

放眼未來
閉上眼睛，幻想你已經50歲。社區項目結束後已經過了許
多年，你會跟家人分享甚麼故事，告訴他們你曾經改變社
區？你的社區現在有甚麼改變？把你的想法寫下來或畫下
來。

你的願景
重溫一下在「了解社區」裏學到的東西。你已經
對社區有所認識，發掘到能改變社區的方法，明
白了社區的人的看法，並找到實踐項目的推動
力。
你已經了解《千禧發展目標》和社區的關係。現

在結合你的想法，草擬項目的願景。如果以小組形式
實踐社區項目，就嘗試找出共同的願景。堅定的共同
願景有助隊伍開展項目。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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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願景……

�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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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目的
目的就是願景的實質貢獻，是項目的概要。如果你的項目是圍繞一個
總體結果，你可以訂立一個具體的目的，例如：為殘疾兒童設立社區
中心。如果你打算舉辦不同活動，以不同形式實踐願景，可以訂立一
個較籠統的目的。假設你打算舉辦一系列活動，鼓勵年輕母親在社區
裏參與社交活動，你的目的可能是：解決社區裏的年輕母親被孤立問
題，鼓勵她們自主生活。

項目目的
參照第29頁，把「總結三步驟」裏創作的一段文字改
寫成項目的目的。

行動項目的目的應該是：
有成功的機會──選擇那些可被改變的事，確保有潛力作
出改變
現實和可達到的──有抱負是一件好事，但訂立目的時也
要視乎實際環境及既有資源和時間
符合全球行動目標，保障和推廣女孩子的權利

每個社區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每個國家都有需要填
補的缺憾。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局面。」

Marianne Williamson - 和平活動家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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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踐願景，你需要完善的計劃。在「草擬計劃」部分裏，你將會把願景
轉化成詳細和實質的計劃，學習管理項目的基本概念，並將所學的在籌辦
社區行動時實踐出來。
你將會⋯⋯

. 籌組團隊

. 挑選社區領軍人物

. 學習社區項目的發展週期

. 探索開展和實行社區項目的步驟

. 找出項目的強弱項、發展機會和潛在風險

. 訂立項目的目的和時間表

. 考慮項目所需的資源及找到資源的辦法

. 計劃如何監察進度及評估項目的最終成效

帶動改變的人
社會企業家能辨識社會上的問題，運用商業理論回應問題，改變社會。他們
不著重能賺取多少利潤，並以達到社會目的作為成功的指標。即使大部分社
會企業都是非牟利團體，但不代表他們不能賺取利潤。他們會將所賺到的金
錢回饋社會。

行動主義分子會遊說政府和不同機構去改變固有思想，修訂法規。他們採取
主動，改善社會、政治、經濟和環境問題。行動主義分子主張改革，會採用
不同方式帶出他們的理念，例如：建立合作社、參與示威和抵制活動。

社區領袖代表著社區的權益，處理社區問題，鼓勵社區正面發展。他們不一
定由選舉產生或擁有執法權。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社區領袖。

倡導者敢於發表己見，身體力行影響他人，以正面的言行舉止改善民生。他
們會指出社會上的問題，透過公開演說、採取行動及教育他人，希望能影響
決策者關注社會問題。

草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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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團隊
計劃需要人去實行。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即使是再好的意念和計劃都無
法實現。不論你以個人還是小組形式進行本教材裏的活動，你都需要籌組一個
強大的團隊實踐社區項目。籌組的過程要考慮很多因素。誰會負責擔當項目中
的哪個角色？隊員要具備甚麼技能，才能讓項目得以成功？

我們的技能和閱歷
1) 與隊員輪流舉出一項有助實踐計劃的技能。例如：處
事井井有條、擅長公開演說、富有藝術觸覺。以同樣的方
式，把各個隊員的閱歷也寫下，例如：曾居住在另一個國
家、有工作經驗、曾經擔任委員會主席。
2) 把隊員的技能和閱歷分別寫成兩張清單，然後將一條長

繩索平放在地上。這條繩索代表著你們所擁有的技能和閱歷。繩索
的一端代表擁有很多技能和閱歷，而另一端代表擁有很少技能和閱
歷。其中一名隊員隨意喊出清單上的一項技能或閱歷。每個隊員都
判斷自己是否擁有這項技能或閱歷，然後選擇站在繩索的哪一端。
你能夠發現當中有甚麼規律嗎？
3)參考剛才的兩張清單，在一張紙的一面寫下你擁有的技能，另一
面則寫下有用的閱歷。

進行這個「技能評估活動」，目的是

幫助你和隊員運用強項開展項目。例

如：假如你和隊員全都充滿創意和擅

於演說，可以考慮籌辦一個能充份發

揮這些技能的項目，如社區話劇。這

個活動亦能顯示出你們的弱點，例
如：小組中沒有人擅於文書工作，或

是沒有人懂得如何主持會議。了解到

小組的弱點，才能想辦法解決。你可

以邀請其他人幫助，或者嘗試自己學

會這些技能。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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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團隊？
團隊就是一群人⋯⋯

. 為達到明確目標而努力

. 明白要實現甚麼東西

. 認同自己屬於團隊的一部分

. 當中有一人或多於一人共同承擔領導的責任

. 有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

團隊的規則
團隊第一次見面時，可以請每個人講述對團隊的期望、
預期的工作和待遇。由此入手，訂出五至十條所有人
都同意遵守的規則。例如：隊員要互相尊重、團隊會議
期間不說粗言穢語、若不能出席會議需事先知會團隊、
仔細聆聽隊員的意見等等。把這些規矩則寫下來，讓所
有人簽署作實，並展示在舉行會議的地方，鼓勵隊員遵
守。

誰是領袖？
即使團隊中有一個人負責管理社區行動項
目，但不代表他是團隊中唯一的領袖。隊
員透過共同肩負起領導的責任，發揮獨有
的技能，從而鞏固團隊。如果所有隊員都
能參與決策過程，他們就更願意實踐項
目。

儘管女性人口佔全球人口
一半，但她們的工作時數
佔全球工作時數的三分之
二。女性生產全球一半糧
食，可是她們只賺取全球
收入的百分之十，及擁
有少於百分之一的全球物
業。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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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主持人
領導者不只是負責指揮別人做事。在這個活動中，我們來想
想作為主持人應有的責任。派對的主人家提供場地和契機，
讓人們能夠聚集起來交流溝通。同樣地，團隊的主持人製造
空間和機會，讓隊員分享意見、自由提出建議、在時機成熟
時帶頭行動。主持人不會指示其他人該做甚麼，他會鼓勵團

隊運用既有的空間，創出新意念。
輪流主持團隊會議，嘗試以創新的方式鼓勵隊員，讓他們覺得受到
重視。每次會議結束後跟隊員一起反思有何得著。

多元化團隊
假如團隊中所有人都有絕佳的組織能力，但卻不願意在會議中發表己
見，你的項目可能會遇上阻力。團隊開始合作時，你需要觀察每個隊
員的表現，鼓勵他們找出自己的優點和缺點。1970年代，英國劍橋大
學梅雷迪思．貝爾賓博士提出團隊角色理論，至今仍然適用。透過觀
察團隊的實際表現，貝爾賓發現團隊大致由九個角色組成，大多數成
功的團隊都擁有這九個角色的特質。他留意到每個人在團隊中通常會
擔當兩個、甚至三個角色，亦會根據團隊的需要和現實情況擔當不同
角色。

「我渴望達成偉大高尚的工作，但我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把微小的工作都當成偉大高尚的工作來做。」
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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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賓的九個團隊角色 (The Nine Belbin Roles)
協調者
「所有人是否清楚要做甚麼事？」
協調員可以凝聚人心，促使一群人以一個團隊來實現共同的目標。他們深受隊員
的認同與信任，能辨識隊員的才能，並將他們的優點充份發揮出來。

執行者
「一切都準備就緒了。」
執行者個性務實、自律。他們不會為了個人目的而影響整個團隊，專注於完成任
務，忠於團隊的工作。

形塑者
「前進！前進！前進！」
形塑者性格外向，勇於挑戰。他們會推動團隊一起前進，改善團隊的表現。

創新者
「只要有人提問，我都能夠給予答案。」
創新者提出創意和新想法，不受固有的規則所限，以多角度思考。

資源調查者
「我已經找到有關團體，會盡快聯絡他們。」
資源調查者能將別人的意念加以發揮，有條不紊表達出來。他們人脈廣，擅於與
人談判磋商，往往能夠代表團隊對外溝通，是團隊的關鍵人物。

專家
「根據我的調查⋯⋯」
專家會集中於涉及他們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工作。

團隊工作者
「你今天好嗎？」
團隊工作者懂得支持他人，有良好的社交手腕，重視隊員的感受和團隊氛圍。他
們就像膠水，能在不同處境裏靈活變通，凝聚團隊精神。

完成者
「我們還剩下多少時間？」
完成者負責督促團隊準時完成工作，確保沒有遺漏任何細節。

監察員
「是的，但是⋯⋯」
監察員會冷靜和審慎分析問題，權衡利弊。他們的小心謹慎看似會延誤團隊進
度，但一切分析終究是值得的。因此監察員在討論中往往有最終決定權。

�草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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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時間
籌組能夠一起玩樂的團隊，這看似和項目無關，但是
籌備項目的過程中總會面臨壓力。此時隊員之間需要
互相信任，共同努力解決問題。嘗試進行第42－44
頁的建立團隊精神小遊戲，讓隊員互相認識。建議在
籌備社區行動的時間表裏加入一些社交活動，及在草

擬計劃階段中舉辦增強團隊精神的活動。與隊員一同參與
外活動，例如集體遊戲、遠足、攀爬繩網、造木筏、歷奇
活動、越宿求生營等。

超過10億人口沒
有潔淨食水。

如要了解更多關於領導才能及

團隊精神的知識，可以登入

www.wagggs.org，下載「發

掘領導才能手冊」(Exploring 

your Leadership)，認識世

界女童軍協會領導才能發展

計劃 (WAGGGS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www.wagggs.org/

documents/97/Exploring-your-

leadership-en.pdf

「由身邊的人開始，別在意人數多少，每次幫助
一個人。」
德蘭修女 (Mother Teresa)

你知道嗎﹖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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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領軍人物
社區裏的領軍人物擁有特定技能或經驗，是項目的導師或宣傳大使。他能夠助你
一臂之力，促使項目成功。因此要謹慎選擇此人。理想的情況下，這個領軍人物
會親身參與計劃項目、出席各個會議、代表團隊在社區活動中發言、就項目提出
建議、協助你應付實踐項目時面對的挑戰。

你可以基於以下不同因素，挑選這個領軍人物。

. 你需要一個能夠提供專業知識和意見的人

. 你需要一個有籌辦社區項目經驗，並且能夠沿途引導你的導師

. 你害怕社區不接受你的意念，所以希望找一個名人或對社區有影響力的  
     人，幫助宣傳項目

. 你希望找一個值得信賴的成年人，助你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並在基本 
     後勤工作方面給予支持，例如：驅使團隊舉行會議、提供資訊科技支援 
     等

擔任社區領軍人物不是一件小事。邀請別人做社區領軍人物時，必須讓對方清楚
知道自己要付出多少時間和精力。假如對方認為自己未能承諾付出，就要找其他
人代替。這個社區領軍人物需要對你的項目有信心，團隊亦願意和他合作。他也
許是你熟悉的和值得信賴的人。但若你要借助某些專業知識，需要找一個素未謀
面的人，那麼最好請一個你信任的成年人陪同。

挑選領軍人物

跟隊員討論你們需要怎樣的社區領軍人物，並達成共

識。當所有人都對領軍人物有一定概念，就討論誰適

合擔任這個角色，定出首選和次選的人物。商討如何

聯絡潛在的領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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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團隊精神小遊戲
為了讓團隊發揮極致，隊員需要互相信任和溝通。以下一些講求團體合作的小
遊戲，能讓隊員互相認識，從而建立團結的團隊。

因為改變社會需要花大量精神，所以保持團隊精力充沛是非常重要的。別忽略
以下小遊戲，它們能幫助你日後籌備項目。小遊戲亦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
閡，展示領導才能和解難技巧。思考如何透過小遊戲，在團隊中發揮所長。

名字圓圈
所有人圍成圓圈。其中一人首先介紹自己，講出自己的名字及一
個描述自己的形容詞（例如：勇敢的佩玲、開朗的嘉欣）。下一
個人需要重複之前出現的所有名字，然後加上自己的名字。
變化版：每個人講出自己的名字的同時，做出一個簡單動作（例
如：跳起、鞠躬等）。
所有人都報上名字後，給圈中其中一人一個皮球，請他先講出自
己的名字，然後隨意挑選另一人，講出他的名字，把皮球拋給
他。

同心同體
六人一組。一組人代表一個身體，每人扮演以下不同部位：頭、左
手、右手、軀幹、左腳和右腳。
每人只可以根據自己扮演的角色，使用指定的身體部位。六個身體部
位任何時候都必須互相緊貼。
每組有一分鐘時間想出六個身體部位該如何配合。比賽開始時，所有
「身體」從起點跑到終點，然後拿起一個氣球。各個「身體部位」需
合力吹氣球、打結。完成後返回起點，然後弄破氣球。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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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衡
所有人手牽手，面向內圍圈站立。緊握旁邊的人的
手，然後向後退，圍成一個最大的圓圈。數三聲，然
後所有人盡量仰後，腳掌仍然緊貼地面，依靠各人之
間的拉力保持平衡。當所有人都感到舒適時，輪流以1
、2報數。首先請所有屬於「1」的人向著圓圈中心前
傾，屬於「2」的人向後傾。然後「1」、「2」的人交
替動作。圓圈應該能夠保持平衡。

扮鬼臉
所有人先圍圈，做出各種鬼臉，放鬆面部
肌肉。所有人都放鬆下來時，請其中一人
做一個鬼臉，然後頭部向左轉。這時，左
邊的人要重複剛才的鬼臉，做完鬼臉後頭
部向左轉。如此類推，直至所有人都做完
第一個鬼臉後，就請另一人做第二個鬼
臉。

橫過鱷魚河
假設你們將要橫過一條鱷魚河（在地上放置兩枝筆，代表河的兩
岸）。你們只能踏著河上的浮木過河。每組獲發隊員數目三分之
一的正方形紙張，代表浮木。例如：一組有九個人，就會有三張
正方形紙張。紙張的大小只能夠容納一個人，你們可以隨意移動
浮木。你們能成功過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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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滴滴答
給每個隊員一塊小石頭。所有人圍圈而坐，把石頭放在自己
的面前。找一個人負責拍手、打拍子（1, 2, 1, 2……）。每
個人先拿起前面的石頭，然後把石頭放在右手邊的人面前，
動作需要與拍子一致。當大家都已經熟悉動作後，將打拍子
改為唱歌，並配合歌曲，調整傳遞石頭的動作（例如：增加
一次輕擊石頭動作，形成一個三拍子的節奏；或增加兩次輕

擊石頭的動作，形成一個四拍子的節奏）。你可以任意更換歌曲和
拍子，或加快節奏。

叮﹗噹﹗
所有人圍圈而坐，給第一個人兩項物件。他要將其中一項物
件傳遞給坐在他左邊的人，同時要說：「這是叮。」左邊的
人回應：「這是什麼？」第一個人重複：「這是叮。」左邊
的人說：「哦，這是叮。」然後將手上的物件傳遞給坐在他
左邊的人，如此類推。同樣地，向左邊傳遞第二項項物件時
就要說：「這是噹。」看看那一樣物件首先環繞一圈。
「叮」、「噹」聲互相重疊時，可能會使遊戲失敗呢！

懸空的竹支
大約六人一組，分兩行面對面站立，所
有人用食指懸空支撐一支幼竹枝。在所
有人不放手的情況下，將竹枝慢慢放到
地上。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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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步驟，大項目
甚麼是項目管理？
你有沒有試過很想得到某些東西，但事先需好好計劃一番？這就是項目管
理。

項目管理就是管理整個社區項目。項目管理技巧能適用於日常生活上的不
同範疇。了解如何有效實現所想對生活很有幫助。不論是求職還是計劃旅
遊，只要是希望完成某些事情，擁有項目管理技巧就能事半功倍。若你能
在求職時展示如何運用項目管理技巧改善社區，也許能給僱主留下良好印
象。

 1.  任何項目都
有既定的時間
表，訂出開始和
結束時間。

2.  任何項目都具有特定
和確實的目標，說明你
希望為社區帶來甚麼改
變。

3.  任何項目都需要資源，
包括人力、金錢等。先了
解自己需要甚麼資源，然
後訂出預算，思考如何獲
得所需要的東西。

籌備項目時，這三個要素會
互相影響。例如：若縮短了
時間表，你或許不能達成所
有目標。若你獲得了額外資
源，或許會擴闊項目的範圍
和延長完成時間。

不論項目有多遠大，
都會包含以下三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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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發展週期
每個項目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大部分項目都會經歷一些相似階段，稱為項目發展
週期。了解項目發展週期後，就能妥善安排工作、跟進項目的進度及準備迎接下
一個階段。

但是，大部分的項目發展週期都不是簡單由起始到終結的。實行項目時，你或許
會多次經歷某些階段，才能達到目的。

下圖中的階段2、3和4能夠不斷循環發生。假如你籌辦了一個活動（階段2和階段
3），但活動檢討結果（階段4）顯示該活動未能達到預期目標。你需要準備籌辦
進一步的活動，直至達成目標。

項目發展週期已包含開展社區項目必經的階段，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個案研究：回到最初的計劃
路易莎打算在她的社區開設本地食品市場，但她在宣傳和引起他人
參與方面遇到挫折。她必須重複進行階段2至階段4，以達到其中一
個目標──招募20個本地食物供應商，當中包括小型農場和種植多
餘蔬菜的家庭，讓他們能在第一市場出售農作物。「我曾在社區中
心舉行會議，但只有少數人出席。我發覺我需要用更有效的方法，
與目標人物接觸。我向親朋好友打聽，嘗試尋找本地農夫或擁有農
場的人，然後在社交網站Facebook和報章上刊登計劃的資料。透過
這個方法我認識到12個食物供應商。他們都同意在第一市場出售農
作物。如果其他食物供應商看見有人在市場上出售農作物，也許願
意加入我的計劃。」現在，路易莎每月平均有30個本地食物供應商
在社區中心出售農作物。

 
1.

建立項目

2.
預備實踐

 4.
檢討成效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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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擬計劃書
計劃書將會是改變社區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只是一頁紙。但一份良好
的計劃書能夠讓你顧全大局、提醒你項目的目標，同時包含所有項目
的細節，讓你能按預期行動。進行這部分時，你將會認識更多有關計
劃書的重點。計劃書範本在第61頁可以找到。

名稱代表著甚麼？

任何重要的事物都有名稱。在落實項目前，想出項目的

名稱。名稱是項目的代號，有助你在社區推廣項目，讓

人留下深刻印象。名稱亦能加強團隊對項目的認同感。

機會和風險
假如你將要去旅行，你必須知道從哪裏出發，以免迷路。計劃一個項目就像踏
上旅程。若你希望帶來改變，必須清楚明白該從何入手。

透過運用「SWOT」分析法，找出開展項目的方向，並衡量會正面和反面影響項
目和所屬機構的因素。「SWOT」由「Strengths、Weakness、Opportunities、
Threats」四個詞組組成，分別代表強項、弱項、機會、風險。

項目名稱需要準確點出
項目的精髓，簡單易
記，琅琅上口。與隊員
討論，想出一個每個人
都屬意的名稱吧！

將這個名稱用在任何有關項目的文書上。你亦可以設計一個代表項目的標記，配上適當的顏色。將項目名稱和標記印製在T恤上或用它們來製作橫額，讓你在社區裏宣傳項目時，加強視覺效果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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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則運用「SWOT」分析法的範例。女童軍打算將空置的土地轉變為種植
蔬菜的園地。下表是對每個範疇的簡短分析，你的分析應該是更全面和詳細的。

「SWOT」分析：英國女童軍隊伍的園藝項目

強項
女童軍隊伍在本地社區的知名度高
隊伍非常積極去改善社區

弱項
隊員對種植的認知不多
不少隊員在未來的日子需要應付重要
的考試，未必能夠抽空參與項目

機會
本地社區中心十分支持項目，願意
提供首批種植用地
隊伍有機會從園藝用品中心免費得
到種子和種植用具

風險
未來的夏季將會非常乾燥，蔬菜生長
有可能受到影響
社區的人並不太熱衷於綠化社區，對
項目的興趣可能不大。

內在因素 - 考慮自身和項目本身的影響

正面因素 - 能增加項目成功率

強項 - 你的團隊和項目自身有甚麼特點

能幫助達成項目？

弱項 - 有甚麼事或許會妨礙你們達成項

目？

外在因素 - 考慮外在環境對項目的影響

負面因素 - 會減低項目成功率

機會 - 有甚麼外在因素能協助你達成項

目？

風險 - 有甚麼外在因素會帶來威脅，使

項目進展困難？

參考第16頁的「社區地圖」，完成以上活動，了解身邊的人能如何幫助你達成項目。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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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sWOT」分析
採用「SWOT」分析法，跟朋友分享項目的強項和弱
項、機會和風險，確保沒有任何遺漏。

你或許沒有籌備社區項目的經驗，但你有的是在社區
裏生活的經驗。你了解社區裏的人和事，曾與別人分

享社區裏的一點一滴。這些經驗都能幫助你籌備社區項目。
別忘記社區是由人所組成的，他們對社區瞭如指掌。也許你
的閱歷未必夠多，不能完全了解長者或傷健人士在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時遇到的困難，但是你總能夠找到其他人跟你分享
有關的感受。

現在你對項目的目標已有清晰的了解，也許你已經有別人的
支持，有另一隊女童軍隊伍幫忙一同實踐項目。為了讓項目
順利進行，你需要更多人的協助。一方面，你的隊員會負責
採取行動；另一方面，你需要社區裏更多人相信項目是可行
的，幫忙宣傳項目，提供所需要的支援。

10個好夥伴
參考「社區地圖」，有誰會對你的項目有興趣？有誰會因
項目而受惠？選出10個會對你的意念最感興趣和最有熱誠
的人。與隊員討論，列出聯絡這10個人的方法，邀請他們
支持你的項目。

�草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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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如果你未能在「社區地圖」上找到足夠的受惠者，停一停，回想一
下你的意念。社會上有沒有其他你不認識的人，或許他們會對項目
有興趣、能從中受惠呢？如果有的話，你會如何聯絡他們？若你仍
然未能找到受惠者，你或許需要重新考慮項目是否真正能為社區帶
來正面影響。

打開城門
你知道甚麼叫看門人嗎？古時，看門人負責看守城門，決定
誰能夠進出城市。今日，「看門人」比喻那些控制資源和資
訊存取的人。他們有權允許或禁止你獲得某些資源，所以得
到他們的支持是非常關鍵的。參考「社區地圖」，有誰會是
項目的「看門人」？

以小組的形式進行角色扮演，輪流扮演「看門人」，站在他們的立
場討論社區項目。其他人則要向「看門人」解釋實行項目的原因，
說明項目能夠為社區帶來的正面影響。嘗試和「看門人」達成協
議，贏得他們的支持，說服他們提供所需的資源。

載歌載舞
設計一段以社區問題為主題的歌舞表演或話劇表演。你需要
盡量吸引別人的注意，所以表演愈有娛樂性愈好！選一個人
流多的公眾場所表演，穿上制服或團隊T恤，帶同印有項目目
的的橫額。準備宣傳單張，宣揚更多有關項目的資訊。準備
一張表格，讓公眾簽名以示支持。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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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銷
你的社區項目看似完美，但落實項目需要很多人的支持，意味
著你要自信地與人分享你的意念。跟潛在支持者分享你的意念
就是「推銷」。要成功推銷項目，就要在短短幾分鐘內將訊息
傳達給對方。向隊員推銷項目，藉此練習與人溝通的技巧。
將隊員分成兩組。一組人獲發紙和筆，在房間分散坐著，預

備聆聽別人推銷；另一組人則在另一個房間預備進行推銷，推銷內容
需簡潔有趣，而且能帶出項目的重點。一名推銷員跟一名聆聽員配對
好，用三分鐘進行推銷。如果有多餘時間，聆聽員亦可以向推銷員發
問。請一個人負責計時，每三分鐘響鈴或用哨子聲示意。這時，聆聽
員需要判斷剛才聽到的推銷是否有說服力，會否支持推銷員的項目，
然後在紙上用勾號或交叉號表示。
推銷員就繼續向下一個聆聽員推銷項目，直至所有推銷員都已經推銷
了大約四至五次。然後兩組人互換身分，原本做聆聽員的組別就做推
銷員。兩組人都做過聆聽員和推銷員後，討論一下何謂好的推銷。

公告天下

項目得到社區上愈多的支持就愈好。列出能夠讓

更多人關注項目的方法，邀請他們參與項目。也

許你能夠在某些特定的地點找到對項目有興趣的

人。例如：假如你的項目旨在教導小朋友有關健

康的知識，你會如何在本地學校、托兒所和健康

中心推廣項目？籌備兩個活動，讓人關注你的項目。

「任何人都能夠隨時改變世界，是多麼美好的
事！」
安娜法蘭克 (Anne Frank)

�草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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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資金
聯絡項目的捐款人時，準備有關項目的詳細資料。捐款人提供資金前，需要對你
的項目有信心，相信項目能夠帶來重大的影響。要說服捐款人提供協助，你需要
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動之以情 - 分享你對社區項目的熱誠，向捐款人展示項目將如何
影響社區；分析社區議題，讓他們明白這個社區議題值得關注的原
因。

曉之有理 - 向捐款人承諾你將會實踐理念，展示自己有能力執行
完善的項目，讓捐款人覺得項目的成功率高。

提提你 - 若計劃籌款活動於公眾地方進行，請向總會程序部查詢
有關程序，並確保事前得到有關部門許可。申請或需時較長，立即
開始計劃吧﹗

如何找到捐款人？
從本地出發─ 先考慮社區裏的持份者和「看門人」，他們有沒有你需要
的資源？從他們的角度思考社區項目對他們的正面影響。你能夠運用這
些正面影響，贏得他們的支持嗎？探索本地社區，找出任何商業機構或
任何可能對項目有興趣的機構，寫信聯絡他們。

大大小小的捐款人 - 即使你的項目需要大量資金，都不需要指望一個巨
額捐款人。遊說更多人捐贈少量金錢，會比較容易籌募到足夠的資金。
舉辦本地募捐活動，例如賣物會、義賣會、嘉年華、派對和籌款晚宴等
等。

老朋友 - 一些本來就認識你、相信你的人和機構通常都會願意支持你。
即使你從來沒有籌辦社區項目，亦可以借助女童軍的身份找到合作夥
伴。聯絡所屬的女童軍總會，請他們提供建議。

共同價值觀 - 尋找那些與項目背後的理念相同或從事相關議題的人和機
構。你不需要刻意表示項目是值得推行的，只需要證明你有能力把它實
踐出來。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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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捐款人
特別是在申請大型機構的資助或巨額資金時，機構通常都會提供資金申請表，並
要求你提交特定的文件，如：帳戶副本。在提交書面申請前，先查清楚機構的資
金申請程序，並找出應該把申請表交給何人。

如果你希望捐款人重視你的申請，就要讓他們覺得你已經了解申請程序，並願意
執行正確的申請程序。

給捐款人的書信中，需要包含以下很多重要的資訊⋯⋯

捐款人的聯絡資料

陳小明先生：（嘗試找出能夠直接聯絡的人）

標題──包含項目名稱，並以簡潔的句子概括項目內容

社區項目撮要：簡單介紹你的社區項目

社區議題：概述將要面對的社區議題，用事實和數據輔助說明。介紹受影響

的社區。

背景：介紹你所屬的女童軍組織和世界女童軍協會。介紹你的理念和目標，

及所屬的女童軍組織曾籌辦過的項目。

希望改變的事：介紹你的項目願景、目的、目標、時間表、打算舉辦的活動

及預期的結果。解釋你會如何監察和評估項目的成效，以及項目能在將來帶

來甚麼改變。

預算：概述項目預算，讓潛在捐款人清楚知道預期的支出和收入。如果你的

預算涉及貨幣的轉換，就要列明所使用的匯率。

請求：你有兩個選擇，一是告訴捐款人項目所需要的資金金額，留待他們自

行決定捐款金額；二是直接向捐款人提出一個特定金額。謹記你需要的不只

是金錢，尋求有關設備和服務的支援，有時候比金錢資助來得重要。

你的聯絡資料：提供清晰有效的聯絡方法。公開任何聯絡方法前，請先諮詢

女童軍組織。

感謝：別忘了要跟潛在捐款人道謝，感謝他們願意考慮支持你的項目。

你的名字
項目名稱
你在組織的職務

�草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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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目標
甚麼是目標？為何目標重要？
訂定目標是籌備項目重要的一環，是實現遠大理想和實踐目的的具體表現。

目標和目的有何分別？
你已經制定了項目的目的。目的是普遍和長遠的，而且難以被測量。例如：項
目目的是「幫助社區有需要的長者」或「增加學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這些
目的都很籠統，難以從中量度實際進度。
這時目標就能發揮它的作用。目標是具體明確的，能夠在短期內達成，而且是
可量化的。

「SMART」目標
訂定目標時，一般會採用「SMART」原
則。「SMART」由五個詞組組成，分別
是⋯⋯
Specific（明確的）目標必須明確、不含
糊
Measurable（可量化的）你可以透過統
計數字和量度比率、百分比、頻率，得知
項目的進度
Achievable（可達成的）達成目標的過程
也許會非常艱辛，但只要它們是實際可行
的，就有機會成功
Relevant（相關性）參與項目的人有相關
的能力和資源實現目標 
Time-based（有時限）目標需要有明確
的期限

要確定目標符合「SMART」原則，可以參
考下面的範本：

（何人）需要在（日期）前，（採取指定
行動），期望於（日期）達到（結果）。

參照範本寫成的目標：

女童軍隊伍需要在2013年12月前，編好每
月清理公園垃圾的值班表，期望於2014年
5月減少百分之七十的公園垃圾。

因為一個目標通常只會從某些特定的行動
和他們的結果中反映出來，所以你需要多
個目標，才能充分表現項目的各個層面。
與團隊一起討論項目的目標，如果目標太
多、不夠實際可行，就需要作調整。 

你的「sMArT」目標
嘗試以「SMART」原則寫出一套目標，然後跟其他人分
享（包括那些不參與項目的人），確保目標是簡潔易明
的。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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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完成了項目的計劃部分，實踐的時刻終於要來臨了！在「實踐計
劃」部分，你將決定採取甚麼行動以達成目標，並將行動內容編入項目計
劃書裏。

你將要⋯⋯

. 計劃好每個行動，完成項目計劃書

. 評估成效，將實際行動的成果跟原來的項目作比較

項目的行動內容
你需要思考該如何實現目標，決定將要採取甚麼行動，何時採取行動。這
是整個項目中最重要的步驟，完成「實踐計劃」部分時，你必需決定好要
採取甚麼行動來達成目標。

每30秒就有一個非洲兒
童因瘧疾死亡。全球大約
有2千萬五歲以下兒童嚴
重營養不良，導致他們容
易染上疾病或早死。

「志同道合是成功的基礎，保持團結才能不
斷發展，共同努力就會走向成功。」
亨利福特, 汽車公司創辦人 (Henry Ford)

你知道嗎﹖

實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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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
在每張紙上各寫上一個目標，把這幾張紙放在房間的不同位
置。請每個隊員在房間裏自由走動，思考有甚麼活動能夠幫
助達成這些目標，然後把這些活動寫在紙上。鼓勵每個隊員
發表自己的想法，並就其他隊員提出的活動給予更多意見。
當所有人都寫好意見後，把紙張收集好，然後每人挑選一個

自己最喜歡的活動。讓所有人根據以下問題，就這些活動進行討論。

     - 那些活動最能夠促成目標的達成？
     - 那些活動是實際可行的？
     - 那些活動最有趣？
     - 那些活動最能夠影響社區？

探討活動意念，找出最受歡迎的活動。思考活動與目標的關係。

    - 假如能夠成功實踐這些活動，你能夠達到目標嗎？
    - 假如綜合這些活動對社區的影響，你能夠達到項目的目的嗎？
    - 你的團隊是否有能力實踐所有活動嗎？

要選定實行甚麼活動會花上不少時間，起初所有人不一定能夠達成共
識。保持正面的態度，繼續與隊員討論，直至大家都同意選擇那些活
動。

「勇於把手伸進黑暗中，把別人從黑暗
中拉到光明之處。」
Norman B. Rice, 政治家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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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時間表將會列出項目的活動安排、重要的指標、最後期限以及所需要的資源。

預先計劃時間表能讓你掌握項目的進度，有助團隊知道何時做何事。假如不好好制
定時間表，開始實行活動時會困難重重，以後也許要不斷追趕進度。

制定一個實際可行的時間表是十分重要的。在未來幾個月，這個項目不會是你唯一
要做的事。整理一下個人時間表：在未來的日子你需要準備考試嗎？你會否需要離
開社區或會轉變工作環境呢？這些事都會影響到你為項目付出的時間和心力。因此
在你忙碌的時候，不宜設置過緊的工作期限。諮詢其他隊員的意見，讓項目的時間
表也能符合他們的生活模式。設置太苛刻的期限，以致未能在限期前完成工作，會
令項目不能盡善盡美，甚至會打擊團隊的自信心。

另一方面，假如每個活動之間相距太長時間，會令團隊失去動力。假如隊員因為項
目進展不大，覺得沉悶或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就很難再重新推動他們繼續進
行項目。嘗試訂出一個合理的時間表，有充足的時間完成每個活動，同時又能保持
動力。

全球關注社會議題
聯合國把某些日子定為國際節日（例如國際婦女節），是為了提
高全球對特定議題的關注。全球各地的人都能藉着這些節日引起
社區對議題的關注，從而作出改變。

我的時間表
在一張紙的最頂端寫下項目的開始日期，最底寫下結束日期。將兩
個日期用一條直線連起來。根據你的項目期限，將直線用月份、星
期或日數劃分成小部分。首先，標出重要的日子及最後期限。然後
將活動的舉行日期順序排列好，並訂出每個活動所需要的時間，將
這些資料編進時間表裏。

�實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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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特圖 (GANTT ChArT)

甘特圖能詳細列出各個活動的進行時間及負責
人。它能幫你找出甚麼時候活動較多，提醒你可
能需要重新編排或尋找更多支援。請參考下面的
範本，製作屬於你的甘特圖。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籌備社區會議 
（隊員一）

製作宣傳單張
（隊員二）

聯絡市長
（隊員三）

計劃活動日流程
（隊員四）

甘特圖範本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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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項目計劃書
你們會如何實踐項目？直至目前為止，你已選定了一個你關注的社區議題，訂出
了行動項目的預期結果、策略和時限。你亦已經找到潛在合作夥伴，獲得所需要
的資源。那麼，你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將上述一切納入項目計劃書裏。

一份項目計劃書包含活動進行的時間、方式及負責人。工作計劃表是一個很有用
的工具，幫助團隊保持良好工作進度。

工作計劃表需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 活動 - 是項目的策略、是為改變社區而做的事

. 任務 - 是為了達成目標而做的小型活動

. 最後期限 - 這是活動或任務的完成日期

. 負責人 - 他負責執行該活動或任務

每年有超過50萬女性
在懷孕或分娩期間死
亡 - 即是每分鐘有一
個人死亡，其中百分
之九十九的人來自發
展中國家。 

「我渴望達成偉大高尚的工作，但我最重要
的任務，就是把微小的工作都當成偉大高尚
的工作來做。」
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

你知道嗎﹖

�實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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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計劃書範本
參考以下的範本，列出項目的重點，製作你的項目計劃書。

願景 - 項目成功後，世界會有甚麼改變？寫下富有啟發性和推動力的句子，充
分展現你的抱負。你的項目並不一定要完全把願景實現出來。例如：我期望社
區充滿綠化空間；由本地家庭共同合作，將空置的土地轉化為肥沃、能夠種植
大量蔬菜的園地。參考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講辭──「我有一個夢想」，
寫出一個好的願景。

預期結果 - 你希望達到甚麼事來實現願景？例如：發展及維持一個社區網絡，
協助找出、分配和開發空置土地。

目標 - 致力達到某些成果，需要符合「SMART」原則：明確的、可量化的、可
達成的、具有相關性及有時限的。你可以運用以下句子結構，確保目標符合以
上原則：
    （何人）需要在（日期）前，（採取指定行動），期望於（日期）達到（結 
      果）。例如：我需要在2013年1月前，招募20人開墾社區裏空置的土地，期 
      望在2013年7月能夠有10塊已開墾的土地。

活動 - 列出每個為了達成目標而採取的各個行動及它們的負責人。你可以透過
一個活動來達到一個或多個目標。例如：
1) 在本地園藝中心舉辦一個招募活動，引起他人的關注
2) 在本地報章撰文，邀請本地人參與種植活動。

結果 - 每個達成的目標如何幫助你實現目的？列出活動完結後的成果：如活動
裏製成的宣傳物資、提高了本地社區對議題的認識

所需資源 - 完成各個活動所需要的資源

開始和結束日期 - 每個行動的期限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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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預期結果

目標

活動

結果

所需資源

開始和結束日期

�實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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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和評估項目成效

你可以透過監測和評估，知道項目能否達成目的。這兩種方法分別在項目的
不同階段使用。監察和評估項目能助你反思進度，了解行動如何影響社區，
讓你日後舉行類似項目時能做出更好的決定。
監察和評估的過程都能夠幫助你回答以下問題：

. 我們有沒有依計劃行事？

. 我們能夠達到所計劃的事情嗎？

. 項目計劃書寫好了嗎？能否讓計劃書變得更完善？

. 我們的項目有沒有帶來意外的結果？

. 我們的項目有沒有依照計劃改善社區？

參照第55頁的「SMART」目標，其中「M」代表「可量化的」。假如你的目
標符合以上原則，你應該能透過量度每項目標的至少一個方面，了解自己有
沒有達到目標。

定量資料(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定性資料(QualiTaTive iNfoRMaTioN)
你需要收集兩種類型的資料，用作監察和評估項目。兩類資
料分別是定量資料和定性資料。定量資料表達數量，資料通
常能夠用數字表現出來，例如：你花了多少錢？你聯絡了多
少個人？你在這個活動中花了多少時間？而定性資料則難以
用數字表現出來，它表達事情的性質，例如：其他人對這個
項目的感受、社區裏的人對項目的反應、項目是否進行得順
利。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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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事實
假設你已經完成項目，現在需要寫一份關於項目對社區的
影響的報告。列出各項有用資料，幫助你完成報告。

監察項目成效
監察就是定期蒐集有關項目的資料，再加以分析，判斷項目能否達成目標。監
察能讓你即時辨識問題，有需要時可作調整。你需要時刻留意時間表及資源的
運用，指出需要改善的空間，確保一切依照計劃進行。良好的監察能幫你準時
完成項目，達到理想的結果。
項目進行期間需要定期收集資料，觀察⋯⋯

. 到目前為止，項目為社區帶來的影響

. 你是否朝着目標前進

. 是否有需要作調整，增強項目的成效

假如你發現某些事情沒有依照計劃進展，不要害怕作出調整。無論你的計劃有
多完美，現實中總會發生突發事情，這是項目開始時未能預計到的。管理項目
時要靈活應變，對計劃作適當的調整。作任何調整前，先問自己一個問題：究
竟這項調整會增強抑或會減低項目的成效？

你可以運用第21頁提及的資料蒐集方法，蒐集有關項目的資料。

�實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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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成效
評估就是檢討整個項目的過程，回顧項目為社區帶來的影響，助你了解項目
的成功之處。項目完結後就需要作出評估。你亦可以運用在監察項目時得到
的資料，作為評估的一部分。

完成項目後收集各種資料，並加以分析，找出⋯⋯

. 活動的成效──有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仍需改善

. 最終能夠達到多少個目標

. 為社區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分析所有資料後，思考如何匯報成果及跟何人分享你的評估結果。你可以用
不同方式匯報成果，例如：書面報告、影片、部落格和展覽。別忘記向捐款
人及曾經提供協助的人報告成果。

監測和評估你的社區行動項目
與隊員討論需要定期及在項目完成後蒐集哪些資
料，以確保項目在正確的軌道上（監察）及判斷
項目的成效（評估）。列出各項所需的資料，訂
出蒐集的方法及多久跟進一次。在時間表上標出
何時進行監察。

「我們經歷的過去、面臨的將來，跟我們
的內心比起來，都顯得微不足道。」
Ralph Waldo Emerson, 思想家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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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成功完成項目，讓世界進一步邁向你的願景，希望你享受籌備的
過程。那麼，下一步要做甚麼？

這個部分關於與人分享項目的成果。你可以透過不同方法分享：

思考延續項目的方法。你可以考慮與另外一
個團隊重複同一個項目，或在舊有的基礎上
創出一個新的項目。

透過跟其他人分享所作的事，展示女童軍也有能
力改變世界，啟發更多人參與社區行動。這個項
目是根據你的社區度身訂造的，能夠讓其他跟你
有相同理念的人參考借鏡。

要加強改變社區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動宣揚理
念，呼籲別人採取行動，改善生活。如果你認為項目改
善了社區問題，可以借助它帶來的推動力，促請決策者
解決社會問題（若要了解更多有關資訊，可以參考世界
女童軍協會「From a Whisper to a Shout」指引）。

延續項目

宣揚成功故事

暢所欲言

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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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改變社會」的信息
你已經證明了自己能夠改變社會。嘗試向全世界宣揚這個訊息，希望能啟發其
他人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作出改變。

社區行動項目通常以本地社區為本。若你能夠將自己的項目跟其他社區、甚至
其他國家的1千萬名女童軍分享，啟發他們採取行動改變社會，該會是多美好
的事！

試想像有一幅世界地圖，而你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這個小點代表著你的社
區、你的項目。這時有一條線將你這個小點跟地圖上其他點連結起來，當地圖
上所有點都連結起來時，就會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這代表着你的社區、你的
項目跟其他社區、其他項目連結起來時，就能夠帶來巨大的變化。

透過互聯網或其他溝通的方法，你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的意見。但要謹記——
項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你曾經努力認識社區，能夠針對社區問題作出
改變。假如有人希望解決相同的社區問題，你曾經採用的一套方法未必適合其
他社區。你可以跟他們分享你對社區的熱誠和意念，也許能夠啟發其他社區的
人，找到適合他們的解決方法。與人分享本地項目成功的經驗，讓這些經驗在
其他不同社區裏化成新的靈感。

「成功的人不一定是施予者，施予者必是成功的人。」
Patti Thor

延續項目 
項目開始時只是一顆細小的種子，現在已經有了根，生長成一棵大樹。這個
項目就像森林中的一棵樹木。

如果你喜歡這個項目，可以考慮繼續進行下去。你可以延續現有的項目，或
開展新的項目，嘗試解決其他在「了解社區」部分中發現到社會問題。你亦
可以鼓勵隊員挑戰自我，自行籌組團隊，為新項目作好準備。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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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
建立網上部落格，分享項目的點滴。你可以採用
www.tumblr.com 這類網站，介紹項目的進展、分
享照片和故事及引述他人的說話。向你所屬的女童
軍總會及曾經協助你籌備項目的機構介紹部落格。

你亦可以製作一段影片，以創意的形式介紹項目，並在網
上發布。

社區故事

你的項目也許已經在社區上引起迴響 。即使受惠的人數不多，

但你已經改變了他人的生活，表示你有故事可以與人分享。籌

備一個展覽，以容易理解和富有創意的方式展示曾在項目裏接

觸到的人和事。你可以訪問曾經參與項目的人、展出項目進行

前後的社區景況照片、展示「改變．由我做起」記錄簿、蒐集影片和

錄音。公開舉辦展覽，邀請社會知名人士、記者、非政府機構代表，

以及其他能夠助你宣揚項目的人參加。

慶功宴
舉行一個慶功宴，感謝每個為項目付出努力的人。首先慶祝
項目成功實行，然後讓在場的思考一下如何能夠繼續延續項
目的精神。請參加者想出解決社區問題的其他方式，踴躍發
表己見，並將靈感寫下來，愈多愈好。在慶功宴場地的不同

位置張貼寫有靈感的紙張，讓每個參加者四處走動。若參加者喜歡
某個靈感，可在紙上貼一個貼紙。

�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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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分享經歷
與其他女童軍隊伍分享你的經歷，鼓勵他們參考
你的做法，並在社區裏實踐出來。看看你能夠啟
發多少個隊伍！

聯絡世界女童軍協會
世界女童軍協會非常樂於了解你的項目，並且能夠
將你的成功經歷在國際上分享。瀏覽www.wagggs.
org ，在「採取行動」部分了解更多分享經歷的辦
法，或電郵至youthlearning@wagggs.org

全球最貧窮的10億人
的碳足跡佔全球總數
的百分之三，可是他
們卻要承受最多氣候
變化帶來的影響。

「一個人一生不能只顧收穫，亦有義務付出。」
Maya Angelou, 作家

你知道嗎﹖

�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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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成功的故事

「消除饑餓與貧窮服務計劃」（加拿大）
「消除饑餓與貧窮服務計劃2010」旨在讓加拿大女童軍認識社
區、加拿大及全球的饑荒和貧窮問題。加拿大女童軍採取以下
行動，嘗試解決社區裏的饑餓問題，行動包括捐贈食物給食物
銀行、種植農作物、在食物銀行做義工、寫信給本地政客。年
青人認識了本地及全球饑餓與貧窮狀況後，草擬並實踐計劃。
他們會不時在網上更新活動成果，讓所有人都能知道有多少女
童軍已經採取行動。

「伸手助人計劃」（葡萄牙女童軍協會）
葡萄牙女童軍協會開展一項計劃，為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提供支
援。計劃目的是鼓勵葡萄牙女童軍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並增加女童軍對
《千禧發展目標》的認識。
透過義賣曲奇餅，女童軍成功籌得資金，並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籌辦以下
項目：

1. 設立社區麵包店
2. 改善年幼女孩子上學的環境
3. 設立圖書館，推廣康樂活動，恢復學校的教學活動

透過籌辦這些項目，葡萄牙女童軍協會致力達到以下《目標》：消除極
端貧窮及饑餓、普及基礎教育、促進兩性平等、建立全球夥伴關係。義
賣曲奇的包裝上都貼有每個項目的介紹，期望能增加國民對《目標》的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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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成功的故事

liliaN 的故事
「我曾經籌辦關於《千禧發展目標》的不同項目。我認為一個成功
的項目需要具備以下條件：
1. 社區必須理解項目的目的。如果社區裏的人不明白你想要達到甚
麼目標，他們會認為自己被當作白老鼠，或會覺得你企圖對他們進
行洗腦。當社區的人真正明白項目的內容及目的，就會給予支持。
2. 邀請來自社區的人參與項目，從中獲得專業可靠的建議。
3. 項目的初期，我並沒有一切所需的資料。於是我參考其他項目及
前人的經驗，明白自己需要做的事。
4. 培訓是非常重要的。每個項目開始前，都會有熟悉女童軍運動的
培訓員。在開展任何項目前，我們都會確保社區裏的人了解甚麼是
女童軍及其價值觀。我們的項目建基於女童軍運動的價值觀，參與
項目的人亦可以幫忙宣揚女童軍的精神。培訓員會負責訓練其他人
成為培訓員，讓項目得以延續下去。」
Lilian Itenya（肯尼亞）

Sophie 的故事
「我曾在瑞士我們的小屋舉辦的研討會中開展一個項目，現在它已經
發展成三個階段了！直至目前為止，我已經完成首兩個階段：與他人
交換女童軍運動的資源、在本地女童軍營區設立資源回收系統。我現
在積極籌備第三個階段，鼓勵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女童軍勇於
挑戰自己。項目的首兩個階段為我帶來一段美好經歷，鼓勵我繼續向
前邁進。我發現只要保持有條不紊，依照計劃進行活動，就能取得成
果。有清晰的目的和計劃，就能容易思考下一步。我在首兩個階段遇
到的最大困難，是缺乏足夠的支援。不少參與項目的人起初對項目缺
乏信心，認為成效不大。但他們看到逐漸有成績時，就會紛紛加入。
籌備項目時要保持正面的態度，不要輕易被其他人左右你的計劃。只
要你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最終也能夠達到目的」
Sophie Streloff（加拿大）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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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成功的故事

岩垂涼子的故事
來自日本的岩垂涼子籌劃了環境保
護項目。
「我的環境保護計劃將會是一個龐
大的項目，期望讓很多人參與。透
過這個項目，我有機會認識到不同
的人，改善溝通技巧。」

Rigel 的故事
「我想分享籌辦回收電池項目的經驗。籌備項目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即使自己有無窮的推動力，你仍需要有積極的團隊協助。籌
備活動的過程中，你會遇到態度積極、願意協助你的人，亦會遇
到態度消極、不會協助你的人。你要準備好如何面對這些挑戰，
並且跟有熱誠、願意幫忙的人合作。」
Rigel Gigi Rebolledo Rodriguez（巴拿馬）

eRiN 的故事
艾琳負責舉辦宣傳工作坊、製作教材，
致力在所屬組織裏宣傳《千禧發展目
標》。
「作為一個個體、領袖、決策者和世界
公民，我認為這個項目讓我成長不少。
在製作布章和舉辦工作坊的過程中，我
更能了解世界公民的概念，明白到社區
的領袖如何與其他人合作，共同改變世
界。我深信只要付出努力、有足夠的支
持、懂得靈活思考和作出明智決定，任
何事情都有可能。我遇到的最大難題是
配合別人的行事日程。我學會處事圓
滑，體諒別人的難處。」
Erin Wicking（澳洲）

KaThRiNe 的故事
來自挪威的Kathrine Myhre Nordby開展一個名為「女
孩都可以做得到」的項目，並到訪瑞士我們的小屋，
藉此鼓勵13至18歲女孩子貢獻社區。
「藉著這次旅程，我凝聚了一群人，發掘大家相同之
處，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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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審計 評估和統計數量

捐贈者 願意捐助物資（如金錢、食物和其他資源） 的人，樂於
支持某個人、某個機構或某個項目

全球行動主題 世界女童軍協會推行的一項為期六年的計劃，鼓勵會員
關注某個特定的全球議題

千禧宣言 由聯合國成員國在千禧年高峰會中通過，承諾跟隨聯合
國的理念和價值觀，提出在21世紀面對的挑戰和具體解
決方法

千禧發展目標 認識世界各地貧窮狀況是全球的關注重點。千禧年宣言
詳細闡述八項具體發展目標，配合指標監測實現目標的
進展，期望能在2015年或之前實現當中的細節

千禧高峰會 聯合國成員國的首腦在2000年9月6日至9月8日舉行會
議，討論聯合國在21世紀的角色

會員機構 世界女童軍協會會的會員機構

非政府機構 非政府機構不受政府監管，獨立運作。它們一般都是慈
善團體和非牟利團體，致力改變社會

項目管理 計劃、組織和經營項目的一套方式，以達成既定目的和
目標

持份者 能夠影響項目或會受項目中的活動影響的人、團體或組
織

「我們可以一
起改變世界」

2009年至2015年的「全球行動主題」，鼓勵全球女童軍
採取行動，達成《千禧發展目標》

為14歲以上女童軍而設的社區行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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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世界女童軍協會資源
「我們可以一起改變世界」全球行動主題獎章計劃：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312/Together_We_Can_Change_Our_World_-_
MDGs.pdf

策略性合作夥伴指引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308/Strategic_Partnerships_Book.pdf

關於倡導、宣揚理念的教材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29/7.advocacy_ENG.pdf
籌款活動參考小冊子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306/Fundraising_toolkit.pdf
《千禧發展目標》課程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
青年和聯合國全球聯盟——世界女童軍挑戰章訓練課程
http://yunga-youth.weebly.com/themes.html
世界靜思日活動教材：
用心聯繫 連繫世界 (2016)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492/WTD2016_EN_Web.pdf 
http://www.hkgga.org.hk/Chinese/programme/pgmresources/WTD2016.pdf
全球携手共同發展 (2015)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97/WTD_2015_Handbook.pdf
實踐普世教育（ 2014 )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94/WTD_2014.pdf
減低兒童死亡率（2013）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92/WTD_2013_MDG_4.pdf
改善產婦健康狀況（2013）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93/WTD_2013_MDG_5.pdf
延續地球生命（2012）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91/WTD_2012.pdf
鼓吹男女平等及建立婦女地位（2011）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90/WTD_2011.pdf
消除極端貧窮及飢餓（ 2010 )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89/WTD_2010.pdf
對抗愛滋病、瘧疾及其他疾病（2009）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88/WTD_2009.pdf
水資源（2008） 
https://www.wagggs.org/documents/287/WTD_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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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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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



「你必須變成改革的動力，成就你希望看到的世界。」
 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