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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全球貧窮人的處境更加困難。國際樂施會發表報告《飢
餓病毒：倍數擴散》，指出全球目前約有1.55億人正面對糧食不
安全危機，人數比去年增加了2,000萬。而香港貧窮人口突破一百
萬，整體貧窮人口增加7.4萬人。政府在2021年初宣佈凍結未來兩
年的最低工資，更令本港基層勞工的生活百上加斤。

樂施會希望透過教育，鼓勵學生以同理心，為有需要的人給一點
光；以行動，為世界帶來多一點扶貧力量。

樂施會是國際扶貧發展機構，旨在
推動民眾力量，消除貧窮。

樂施會「無窮世界」互動教育中心於
2005年成立，透過體驗、探索的形式
讓參加者多角度認識貧窮、關注貧窮
及背後成因。中心曾於2009年獲香港
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教育獎（非學校
組）金獎；累積參加人數超過13萬
人次。近年開拓不同創新手法探討世界
公民和貧窮議題，如繪本及實境解謎
遊戲，使「認識貧窮」不再是高深的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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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樂施會於20/21學年
仍接獲超過
150個工作坊及
講座的申請，
深受學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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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世界」全方位學習計劃：以「關懷香港貧窮」及「放眼
世界貧窮」探討貧窮；並鼓勵同學由構思意念至具體行動，
實踐扶貧。

「同理心‧看世界」教師及家長培訓：分享樂施會豐富的世界
公民教育經驗，配合探討貧窮議題的繪本、多元化的互動活動，
培育孩子的同理心和相互依存的概念。

學校籌款活動小點子：籌款不是單單捐錢，也是學習成長的
機會。我們提供多個簡單而有趣的校內籌款活動方法，使同學
明白「助人自助」的意思。

2021/22學年教育項目

樂施會繪本
勇奪兩個大獎，
《新年怎會不快樂》及
《兩個花旦》分別榮獲
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2021)兒童及青少年類
「最佳出版獎」及「出版獎」。 

150+

關於我們

目錄

照亮世界
用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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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提供主題式學習活動，培育學生
成為世界公民。計劃主題涵蓋本地和
全球貧窮問題，讓學生掌握貧窮的成因，
建立對貧窮人士的同理心，並思考如何藉
小行動為滅貧出一分力。

1. 為學校全級教學活動提供一站式服
務，探討議題涵蓋本地和世界：「關懷
香港貧窮」、「放眼世界貧窮」，內容
緊扣課程發展。

2. 活動形式多元，包括真人圖書館、
互動戲劇、社區考察等，可配合學校
需要，靈活安排到校、落區或網上活動。

3. 以「設計思維」概念帶領同學由構思
意念，以至具體行動服務，實踐扶貧。

4. 透過豐富人物故事，如基層街坊
親身分享、樂施會扶貧個案等，讓同學
掌握真實貧窮面貌，建立同理心。

5. 可獲優先處理，在指定日子前報名
並可享早鳥優惠。

學校：Stamford American School
主題：世界公民 

對象：12位Grade 9-10學生
時間：12節，每節2小時

負責教師梁曉欣評語：
「學生透過活動有更多機會了解本地
不同群體的貧窮情況，真人圖書館讓
學生對社會有更深入的認識及體會，
活動期間學生能反思日常生活並設計
出小行動以回應貧窮問題，期望為
社會帶來不一樣。」

課程內容：
了解全球及香港貧富懸殊的現況與成因、
安排學生與少數族裔及基層長者對談、運
用分析框架設計「改變貧窮」小行動。

*更多學校例子及「全方位學習活動計劃」

詳情，可瀏覽網頁：https://bit.ly/2Wwiv6J 

學生設計的小行動 (部份)：
● 教新移民和難民廣東話
● 研發可散熱的工作帽，送給清潔工友
● 收集舊平版電腦，轉贈基層兒童

學生分享：
“I enjoyed the virtual 
interview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on 
group projects about a 
chosen social issue. I 
learned a lot about poverty 
in HK, people’s hardships 
during COVID and life under 
the poverty line.”

全方位學習計劃 
「無窮世界」

樂施會「世界公民教育」元素

行動情
感

知
識

計劃特色

貧窮多面睇
活動

一

關心你．深度談二 與南亞裔青年和基層長者
互動對談，建立同理心。

關心你．小行動三 「小行動」匯報及總結
學習經驗

學校：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主題：關懷貧窮

課程：多元智能課，共五節課時
對象：五年級共160人

介紹香港貧窮情況及「設計
思維」概念。

主題

學校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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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報名參加貧窮議題工作坊，讓學生以有趣的方式了解貧窮成因和建立同理心。
我們提供到校及網上等不同形式的工作坊，符合不同教學需要。各工作坊及講座可
單獨報名或組合成「全方位學習活動計劃」。

專題工作坊及講座

*可提供英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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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學生：

「我發覺原來我日常中的小事，會影
響其他國家，令他們失去家園。今日
開始我會減少製造廢物。如非必要，
我會以步行替代使用交通工具，減少
對地球的傷害。」

全球糧食需求急增，天災加劇，大企業
和政府處處剝削，令小農們身陷危機。
參加者代入小農角色，共同協作完成
任務，體驗小農面對的各種挑戰。工作
坊更可加入領袖訓練元素，參加者可以
學習桌遊帶領技巧，教導其他學生透過
桌遊認識貧窮。

學習重點： 全球化、人與環境、
 糧食生產、農夫生計

幼稚園至初小學生
重點工作坊推介

《水平線土地》

香港有超過3萬名15歲以下的兒童居於劏
房。生活在狹小空間中的孩子，會有什
麼夢想？透過共讀得獎繪本《神奇小盒
子》與製作劏房Fotomo(立體相片)，參加
者可以更了解貧窮兒童的生活。 

學習重點： 香港貧窮、劏房生活、
 同理心、兒童權利

《神奇小盒子》
 — 劏房家庭 X 繪本共讀

全球充斥著不同面貌的貧窮問題。若把
全球人口壓縮成一間100人的學校裡，
貧富懸殊更容易讓孩子理解。共讀繪本
及製作「公平天秤」，把「公平」植根
孩子心中。

學習重點： 世界貧富懸殊、資源分配、
 兒童權利

《如果世界是100人學校》
 — 貧窮多面睇 X 繪本共讀

*可提供英語版
#此講座將於2021/22學年下學期提供

參加者分享

《小農總動員》
 — 農夫生計 X 桌遊 



如欲了解更多樂施會工作坊詳情，
請瀏覽：https://bit.ly/3Bucz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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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至大專生
重點工作坊推介

9

以調查員身份到多個發展中國家調查疫
情如何影響當地人，共同找出在疫情肆
虐下，弱勢群體如何自救。

學習重點： 公共衛生、貧富懸殊、
 公平、氣候變化

《瘟疫危機 》
 — 公共衛生 X 角色遊戲 

一群因水平線上升而面對亡國威脅的島
國國民，一方面要抉擇移民或是留守，
同一時間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實行全球
減排措施。這小島最終能否逃避這場氣
候危機？ 

學習重點： 能源科技的影響、
 全球暖化、人與環境

《水平線土地》
 — 氣候變化 X 互動劇場

參加者將有機會穿上「高齡體驗衣」進行
體驗活動，經驗貧困長者在資源匱乏的
情況下，如何面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
挑戰。長者導師亦會現身說法，跟參加者
一起探討長者政策。

學習重點： 香港貧窮、長者貧窮、
 香港福利政策、同理心

《長者貧窮戶外體驗》
 — 長者貧窮 X 模擬體驗

由少數族裔導師帶領同學走入深水埗或
元朗社區，分享他們在港成長及生活上
遇到的挑戰，特別在求學時學習中文的
困難，語言障礙和社會排斥如何製造
少數族裔港人的貧窮問題。

學習重點： 全球化、文化衝突、多元化、
 尊重不同背景的人、了解世界

《少數族裔交流之旅》
 — 少數族裔貧窮 X 社區考察

《社區探訪暨街市慳食體驗》
 — 長者貧窮 X 社區考察
貧窮長者隱藏在社區，活動安排參加者
親自上門探訪，與長者進行深入訪談，
切身感受基層長者的需要。活動亦包含
街市買餸，參加者可親自到深水埗區街
市體驗基層如何以有限金錢買餸，探討
社區資源分配及長者生活開支。

學習重點：香港貧窮、長者貧窮、
 生活素質



申請詳情、收費及注意事項，

請參閱 https://bit.ly/3zJlM0K

了解更多，

可瀏覽 https://bit.ly/3yv2u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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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

主題﹙可按學校需要調整﹚
・ 如何在學校實踐世界公民教育
・ 體驗式學習經驗分享
・ 「世界公民」繪本閱讀及延伸教
 學活動策略
・ 「遊戲化學習 x 世界公民教育」
 實戰經驗分享

對象
適合小學、中學老師及大專師訓課程
學生參加

形式
網上、到校或本中心

收費
按時間長度、參加人數、活動形式等有
所調整，歡迎查詢

樂施會積極推動「世界公民教育」，透
過體驗式學習讓參加者多角度認識及關
注貧窮。我們過往曾多次受教育局邀請
擔任講者及為各大專院校、中小學教師
發展日提供培訓，分享歷年累積的豐富
經驗，讓更多教育工作者加入培養新一
代成為世界公民。

特點
・ 度身訂造，更配合學校的培訓需要
・ 豐富教師培訓經驗
・ 形式多元，靈活彈性

按人數收費：
・ 幼稚園：每位100元
・ 小　學： 每位100元
・ 中　學： 每位110元
・ 大　專： 每位120元
・ 成　人： 每位150元
・ 隨團老師/工作人員不設收費
・ 以英語進行活動：劃一每位150元
・ 手作繪本活動：每位150元
 (連一份手作套件，不包郵費)

個別活動按每場收費：
・ 講座：每場2,500元(中文)，
 每場2,800元(英語)
・ 網上工作坊：每場3,000元(中文)，
 每場3,500元(英語)
・ 網上講座：每場2,500元(中文)，
 每場2,800元(英語)
・ 長者貧窮模擬社會處境遊戲：
 每場5,000元
・ 耆樂無窮：每場2,000元
・ 剩菜回收體驗(石硤尾)：每場2,000元，
 每場2,500元(英語)
・ 街市慳食體驗(石硤尾)：每場2,000元
・ 天地無家：每場5,500元
 (如符合特定條件並申請多場可享優惠價)

報名須知

費用
樂施會經費來源一直依賴公眾人士捐
款，活動收費亦會用作推動教育工作
之用。2021/22活動收費如下：

2021年10月31日或之前報名可獲「早鳥優惠」
・ 按人數收費：每位減10元
・ 按活動收費：每場減200元

附加收費： ・ 所有到校活動（包括講座）收取交通費500元。
 ・ 活動確認後取消、更改或延期等需額外收費，詳情請參閱「申請須知」。
 ・ 活動當日的實際出席少於最低要求，需額外收取1,500元。
豁免收費機制： 為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缺乏參與機會，本中心設有豁免機制，申請人需於申請時提供相關資料。

報名網頁

「活動申請結果」電郵發出後，若未能在指定限期前收到申請人的確認回
覆，本中心會視為取消活動申請。

申請人確認活動後，如要延期/更改/取消活動，會有附加收費。

活動確認

在繳費通知書發出後四星期內，把劃線支票(抬頭為「樂施會」)寄回，或直接把款
項存入樂施會之恆生銀行戶口284-401080-008。如以直接入數方式繳費，申請人
需把銀行入數紙，連同繳費通知書編號以電郵方式寄回樂施會教育組，以茲證明。

繳款方法

遞交申請後四星期內，申請人會收到「活動申請結果」電郵。如可安排活
動，申請人需回覆電郵正式確認。

活動被確認及成功安排，申請人會收到「活動確認通知」電郵。電郵包括
活動資料、活動注意事項及繳費通知書。

如未能安排活動：申請人將收到「拒絕申請通知」電郵。申請人可考慮申
請其他活動或更改日期時間。

安排活動過程

注意事項

早鳥優惠

登入樂施會網頁：www.oxfam.org.hk 
選擇「扶貧工作」     「發展教育」     「無窮世界互動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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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資源

全新推出
實境解謎 X 議題遊戲

桌遊
電
子
教
材

繪
本

在職貧窮 X 新年
榮獲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2021)
兒童及青少年類「最佳出版獎」

少數族裔 X 粵劇
榮獲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2021)
兒童及青少年類「出版獎」

劏房家庭 X 小盒子
榮獲「第17屆十本好讀」
(2020)
教師推薦好讀 (小學組)

難民
X
STEM

氣候變化 X 妖怪
榮獲第二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2019)
兒童及青少年類「出版獎」

全球貧富懸殊 X 地球村
榮獲「第14屆十本好讀」
(2017)
教師推薦好讀(中學組)

糧食分配
X

粟米與風

玩家代入小農角色，共同
協作達成目標任務，期間
玩家能體驗小農面對的
各種危機和挑戰。

遊戲人數：2-5人
適合年齡：6歲以上
遊戲時間：約30分鐘

玩家將透過扮演不同
角色，參與社區的規劃及
發展，適合家長、教師及
青年工作者用作教材，跟
青少年一同探討社區發展
及發展背後可能引發的跟
貧窮相關之議題。

遊戲人數：6-10人
適合年齡：12歲以上
遊戲時間：約45分鐘

以遊戲帶領你深入社區，了解貧窮實況！
遊戲結合AR手機互動、議題認識、實境解謎、
團隊合作等六大元素，讓玩家透過觀察和
解謎，深刻體驗隱藏在社區中的貧窮實況，
看見那些「看不見的存在」！

「無窮教育資源庫」
適合高小或以上。備有多元網上教學資源，例如問
答小遊戲、影片、資訊圖及教材套等，助你輕鬆掌
握貧窮議題。

「世界小小公民」教育網站 
適合幼稚園至高小。提供繪本推介、小遊戲、世界
故事及議題小知識，協助小朋友、家長及教師深入
認識世界公民議題。

遊戲特色：
・ 運用遊戲盒內的道具及專用手機程式，
 破解15道精心設計的謎題
・ 突破一般導賞團和「Checkpoint做任務」
 的形式，全程毋須「專人」帶領，一班
 朋友可隨時組團遊玩
・ 遊戲人數：2至5人
・ 適合年齡：12歲以上
・ 遊戲時間：約4-5小時

網址： https://bit.ly/3t2NP8B

網址：https://globalkids.oxfam.org.hk/

詳情： https://bit.ly/38ort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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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全年舉辦多個學校
籌款活動，學校及師生皆可
參與支持，寓學習於扶貧。

● 推動兒童/ 青少年成為世界公民
● 促進師生關係
● 增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 籌辦過程可訓練學生的思考及創意思維

樂施會可提供活動指引或協助舉辦籌款
活動，幫助學生了解饑餓和貧窮的議題。
(全年舉辦)

1.
樂施米網上義賣大行動 
(2021年10月)
師生可成為網上賣米義工，
透過義賣支持貧窮人及基層
家庭。

3.
(2022年4 - 5月)
學生透過一筆一畫，揮筆籌款
助人，為貧窮人改善生活，
帶來希望。

「寫字扶貧」硬筆書法比賽

2.
樂施滅貧利是 
(2022年2 - 3月)
捐出新年利是，協助更多貧困
家庭和弱勢人士走出逆境。

樂施無窮午餐
鼓勵學生捐出一餐飯的費用，體驗
饑餓的生活，拉近與貧窮人的距離。

貧富宴
學生分成貧組及富組用膳，感受當
中的貧富不均，了解及反思資源分
配與貧窮的問題。

4.
樂施音樂馬拉松 
(2022年中旬) 
透過音樂表演籌款，展現
學生的才華，發放正能量。

15 16

自發舉辦
籌款活動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自發舉辦
籌款活動

想知道更多籌款活動小貼士，如
cosplay日、電影節、高桌晚宴等，可
瀏覽: https://bit.ly/SchoolFUActivity  

網上籌款挑戰
選擇一些有趣的小挑戰，再配合簡易
的MYOXFAM網上眾籌平台，只需
三步，便可以學校名義建立一個
專屬的網上籌款活動
(www.oxfam.org.hk/donate/myoxfam)。

午膳市集
售賣自製手工藝品、攤位遊戲。歡迎
邀請樂施會擺攤位，籌款兼與眾同樂，
解決貧窮問題。

建立籌款網頁
透過MYOXFAM
網頁遞交有關
內容作批核 進行募捐

成功申請，並
建立起網頁後，
廣邀大家支持
您這個別具意
義的行動

跟進籌款目標
可 隨 時 查 看
最新捐款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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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化互動工作坊、親子活動、義工服務及實踐小行動
接觸本地及國際議題，由淺入深，讓學生擴闊視野，了解
全球不同群體正面對的挑戰，培養同理心。

2. 實踐機會
學生可參與義務工作，親身經歷及幫助弱勢群體，從小建
立正確價值觀！

了解詳情及報名: https://bit.ly/2UZ72eS

歡迎鼓勵學生、家長及各校家教
會參與，善用課餘時間進行不同
的體驗。
只需個人籌款460港元或以上。
活動為期6個月，更可獲取證書！
適合5-12歲學生，培育個人發展。

計劃亮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