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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眼睛，用心看世界

關於樂施會

目錄

豐富的地球資源本可讓人人飽足，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享有；
氣候變化因城市發展造成大量碳排放，貧窮人卻承受最大的影響；

基層市民付出勞力服務大眾，卻未能得到合理的回報。

這些貧窮現象俯拾皆是。讓我們打開眼睛，看到貧窮人士的需要；
踏前一步，與他們同行，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樂施會是國際扶貧發展機構，旨在推動民眾力量，消除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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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無窮世界教育」

樂施會致力推動「無窮世界教育」，透過創新、互動和體驗式的手法

培養新一代和公眾於知識、價值觀及能力上，具備世界公民素質， 

共同為消除貧窮和可持續發展出一份力，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為學校提供主題式學習活動，主題涵蓋本地和全球貧

窮問題，從知識、情感及行動切入，讓學生掌握貧窮

的現況和成因，建立對貧窮群體的同理心，並思考如

何藉小行動為扶貧出一分力。

「無窮世界」全方位學習計劃 

特色

活動形式靈活多元，包括真人圖書館、互動戲劇、社區考察、手作活動等，可安排到
校、落區或網上進行。

以「設計思維」概念帶領同學由構思意念，以至具體行動實踐。

透過豐富的故事，如基層街坊親身分享、樂施會扶貧個案等，讓同學掌握貧窮的真實
面貌，建立同理心。

學習主題如「關懷香港貧窮」、「世界貧富懸殊」、「氣候變化與災害」等，緊扣課
程需要，包括服務學習、專題研習、親子活動等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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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教育元素

知識

01

無窮世界教育

知識 能力價值觀

同理心

接納多元

尊重他人

相互依存

思考能力

創造能力

溝通能力

協作能力

貧窮情況及成因

本地及世界發展議題

可持續發展概念

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



主題：「關懷清潔工」服務學習日
對象：小一至小三學生及其家長共 336 人
時間：每級一次 4 小時活動

活動內容：

故事抉擇遊戲，代入基層清潔工的日常處
境和困難
與清潔工交流，了解他們工作背後的辛勞
學生及家長共同製作手作禮物，向清潔工
表達謝意

家長

家長
歡迎聯絡我們查詢更多「全方位學習計劃」詳情，或可瀏覽網頁：
扶貧工作   無窮世界教育   學校活動

學校範例

主題：關懷貧窮
課程：常識科（單元一：國際問題透視）
對象：六年級共 110 人
節數：四節，每節 1 小時

活動內容：

「貧窮是什麼？」講座
與基層婦女／長者／少數族裔對談
「關心您．小行動」同學分享會

負責教師鄺老師

為少數族裔發明「多語言智能翻譯機」
為長者發明搬運重物機械人
為基層婦女設計關懷小行動

學生小行動構思例子：

活動推介

「潔」之選
在職貧窮     角色故事

代入清潔工主角「阿潔」的故事，透過抉擇遊戲
讓學生了解清潔工的處境，喚起同理心。

學習重點：本地貧窮、勞工保障、生活素質

六災之謎
氣候變化     密室解謎

世界災害頻繁，學生需於指定時間破解氣候變化
的關卡，認識災害對貧窮人的影響。

學習重點：氣候變化、天然災害、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

99:1
世界貧富懸殊     模擬體驗

在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世界裡，學生會如何應
對？透過角色遊戲和任務，思考現實世界的貧富
懸殊問題。 

學習重點：資源分配、經濟全球化、勞動市場

包剪揼．貧富宴
資源分配     模擬體驗

用包剪揼遊戲帶出不公平的資源分配制度，如何
製造貧富懸殊，為貧富宴的前奏活動。

學習重點：貧富懸殊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透過是次服務學習活動，同學不單
對香港貧窮情況有更深入的認識，
活動中的講座、真人圖書館及「小
行動」分享會，亦令同學明白基層
人士所需要的不只是經濟援助，更
需要尊重及關懷。

聖保羅書院小學

活動很有意義，讓孩
子明白清潔工的難
處，只要多行一步處
理好垃圾，可以減輕
他們的工作量。

很喜歡這個活
動，學生參與
度很高。

今日食乜好？
基層生計     社區考察

在有限的金錢及生活條件下，學生需要為一家人
設計及購買一日三餐，從「食」了解貧窮家庭的
狀況。

學習重點：本地貧窮、福利政策、營養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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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工作坊
為幼小至大學生而設的專題工作坊，每個均有獨特的貧窮主題及活動形式，以有
趣方式讓學生認識貧窮。可單獨報名工作坊，或組合成「全方位學習計劃」；更
可走出校外，到社區或樂施會「無窮世界」互動教育中心進行活動。

主題 工作坊 形式 對象 人數長度

* 可提供英語版 

世界
貧富懸殊

瘟疫危機
公共衛生    角色遊戲

15 - 402 - 2.5 小時

2 - 2.5 小時

朱古力的秘密
良心消費    互動戲劇 【全新推出】

1 小時

如果世界是100人學校
全球貧窮    繪本    手作

K3 至高小

K3 至高小

15 - 301 - 1.5 小時

衝突與
多元文化

天地無家
難民    模擬體驗

高小至中二 2.5 小時

遊戲遊南亞 * 高小至大專 15 - 40

少數族裔交流之旅（元朗 / 深水埗）* 高小至大專 15 - 401.5 小時

環境與
可持續發展

妖怪吃掉我的家
氣候危機    繪本共讀

K3 至高小 15 - 301 小時

小農總動員
農夫生計    桌遊 

初小至初中 15 - 301.5 小時

水平線土地 *

氣候危機    互動戲劇
高小至大專 15 - 40

無地小農
農村發展    互動戲劇

高小至中一 15 - 40

到校  |  網上  |  本中心  |  社區

本地
貧窮

75 分鐘

神奇小盒子
劏房家庭    繪本    手作

15-301.5 - 2.5 小時

長者探訪模擬訓練

6 - 20

60 - 120

60 - 120

2 小時

長者貧窮模擬社會處境遊戲 

五．拾．米
劏房家庭    互動戲劇

中學及大專

15 - 30

15 - 40

15 - 40

1 - 1.5 小時

1 - 1.5 小時

長者貧窮戶外體驗 小五至大專

小五至大專

小五至大專

小五至大專

耆樂無窮
長者貧窮    桌遊

30 - 1202.5 小時

高小至大專

高小至大專

高小至大專

高小

12 - 162 小時
社區探訪暨街市慳食體驗
（石硤尾 / 樂富 / 九龍城）*

剩菜回收體驗（石硤尾 / 樂富）* 落區：12 - 16
網上：15 - 30

落區：3 小時（晚上6 - 9 時）
網上：1 小時

網上：1.5 小時
實體：2 小時

網上：1 小時
實體：2-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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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主題 題目 形式 對象 長度
到校  |  網上

本地貧窮

香港貧窮嗎？ 高小至大專

45-60 分鐘  |  基層長者真人圖書館 初小至大專

45 分鐘  |  基層婦女真人圖書館 高小至大專

45 分鐘  |  

世界
貧富懸殊

初小至大專世界貧富不公 45 分鐘  |  

初小至大專

疫症與世界公民

45 分鐘  |  

高小至大專

飢餓與貧窮

45 分鐘  |  

氣候公義與貧窮

高小至大專

45 分鐘

  |  
衝突與

多元文化 南亞裔真人圖書館 *

高小至大專

60 分鐘

  |  

重點工作坊推介

互動戲劇

朱古力的秘密 

良心消費     互動戲劇

一個喜愛吃朱古力的香港小孩阿樂，他得知
朱古力背後的不公義情況，內心非常掙扎，
既想繼續吃價廉味美的朱古力，又不忍西非
童工受苦。究意阿樂會怎樣選擇？

學習重點：童工、公平貿易、消費者

五．拾．米
劏房家庭     互動戲劇

一個五十呎的板間房，佈滿拾荒而來的雜
物，家人每天為著生計而奔波、憂慮……香
港在職貧窮愈趨嚴重，是社會的錯，還是個
人的責任？

學習重點：生活素質、在職貧窮、房屋政策

水平線土地
氣候危機     互動戲劇

因水平線上升而面對亡國威脅的島國國民，
一方面要選擇移民或是留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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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

無地小農
農村生計     互動戲劇

在地球上，有一條叫達美村的小村莊。那兒
環境優美，村民務農為生，自給自足。一
天，AB公司前來收購達美村。面對巨變，
村民如何作出抉擇？每個決定又將如何影響
他們的未來？

學習重點：良心消費、全球化、人與環境

活 動 既 認 真 又
好 玩 ， 我 十 分
投入其中。

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
貧窮的人。

原來自己也
可以拉近貧
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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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提供英語版 

學生

學生

學生

環境與
可持續發展



模擬體驗 

社區考察

長者貧窮模擬社會處境遊戲
長者貧窮     模擬體驗

穿上「高齡體驗衣」或體驗裝置，代入年邁長
者的角色，走訪不同場景（如社福機構、回收
站等），感受香港的經濟環境及社會政策如何
影響長者的「衣食住行」。長者導師更會與學
生交流，分享生活經驗和感受，一起探討香港
的長者政策。

學習重點：本地貧窮、生活素質、福利政策

剩菜回收體驗
糧食公義     服務學習

透過實地體驗或虛擬實境（VR），在街市收集
剩菜及新鮮食物，使學生更了解基層人士的需
要。實體參與後更可直接將收集得來的食物轉
贈基層。

學習重點：生活素質、本地貧窮、資源分配

天地無家
難民     模擬體驗

將學校禮堂變身成難民營，學生代入難民身
份，經歷難民營中會出現的難題，喚起對難民
的關心及提升同理心。 

學習重點：難民、戰爭、兒童權利

遊戲
遊戲遊南亞
少數族裔     遊戲

少數族裔文化大使將會與參加者分享一些南
亞文化特色的遊戲，在遊玩過程中除了能了
解南亞裔的文化外，還能從中了解他們生活
上面對的種種挑戰。另外，少數族裔文化大
使還會與參加者分享更多有關他們的生活成
長經歷 。

學習重點：全球化、文化衝突、共融

耆樂無窮
長者貧窮     桌遊

抽取長者角色卡，計劃每回合的行動，經
歷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養活自己。活動後
更會與長者導師討論本地長者在日常生活
中的種種挑戰，以及相關的長者政策。

學習重點：長者貧窮、生活質素

瘟疫危機 
公共衛生     角色遊戲

全球疫情肆虐，以調查員身份到達多個發
展中國家視察調查疫情如何影響當地人
民，共同找出在疫情肆虐下，弱勢群體在
資源缺乏的情況下，他們會如何應對？

學習重點：公共衛生、貧富懸殊

歡迎聯絡我們查詢更多活動詳情，或可瀏覽網頁：
扶貧工作   無窮世界教育   學校活動

小農總動員
農夫生計     桌遊

透過桌遊代入小農角色，共同協作達成目標
任務，體驗小農面對天然災害，超級大企業
和政府剝削等各種危機。

學習重點：全球化、糧食生產、農夫生計

少數族裔交流之旅
多元文化     社區考察

由少數族裔導師親身分享深水埗／元朗社區少
數族裔的生活點滴和文化，讓我們了解南亞裔
人士在港生活的限制、面對的不平等遭遇，從
而反思世界公民的角色。 

學習重點：全球化、文化衝突、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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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

樂施會積極與各教育機構合作，為教師提供培訓、分享及體驗活動，使教育工作
者將貧窮議題、價值觀及世界公民素質結合日常課程和活動上，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和參與。過往我們曾受教育局、各大專院校、中小學的邀請分享教育經驗，
內容及形式可配合培訓需要而調節。

按時間長度、參加人數、活動形式等有所調整，歡迎查詢。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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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主題：

適合中小學教師、大專師訓課程學生、教育／社福機構工作者

對象：

活動報名須知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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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活動收費如下：

注意事項

活動確認

安排活動過程

網上報名

遞交申請後四星期內，申請人會收到「活動申請結果」電郵。申請人需
回覆電郵以正式確認。

活動被確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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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xfam.org.hk
扶貧工作   無窮世界教育   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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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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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詳情、
收費及注意事項，
請參閱：

幼稚園、小學、中學學生：每位 110  元
大專學生及成人：每位 150 元
以英語進行活動：劃一每位 150 元
繪本共讀及手作活動（連材料，不包郵費）：每位 150 元
隨團老師／工作人員不設收費

按人數收費

個別活動按每場收費
講座／真人圖書館：每場 2,500 元（中文）／每場 3,000 元（英語）
網上工作坊：每場 3,000 元（中文）／每場 3,500 元（英語）
耆樂無窮：每場 2,500 元
社區探訪暨街市慳食體驗：每場 2,500 元（中文）／每場 3,000 元（英語）
剩菜回收體驗（實體版）：每場 2,500 元（中文）／每場 3,000 元（英語）
長者貧窮模擬社會處境遊戲：每場 7,000 元
朱古力的秘密：每場 10,000 元
天地無家：每場 10,000 元

2022年10月31日或之前報名可獲「早鳥優惠」
早鳥優惠

按人數收費：每位減 10 元
按活動收費：每場減 500 元

所有到校活動（包括講座）收取基本交通費 500 元。
活動確認後取消、更改或延期，或出席人數少於最低要求需額外收費，請參閱「申請須知」。
「無窮世界」全方位學習計劃及教師培訓收費另議。

附加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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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資源
繪本

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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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第 17 屆十本好
讀」（2020）教師推薦
好讀（小學組）

榮獲「第 14 屆十本好
讀」（2017）教師推薦
好讀（中學組）

榮獲第三屆「香港出
版雙年獎 （ 2021）兒
童及青少年類「出版
獎」

榮獲第二屆「香港出
版雙年獎 （ 2019）兒
童及青少年類「出版
獎」

在職貧窮     新年 少數族裔     粵劇

劏房家庭     小盒子 氣候變化     妖怪

難民     STEM 糧食公義     粟米與風

全球貧富懸殊    地球村

玩家代入小農角色，共同協作達成目標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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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包（包括材料、教學影片及工作紙）

電子教材

劏房Fotomo

世界貧富天秤

「世界小小公民」教育網站

融合 STEM 原理的平衡天秤，親手分配資源，讓貧窮的人都
獲得所需，從而認識世界貧富的概念。

適合高小或以上的網上教學資源，包括問答小遊戲、影片、資訊圖及教材套等，掌握
貧窮議題。

瀏覽網頁：扶貧工作   無窮世界教育   教育資源

網址：https://globalkids.oxfam.org.hk

適合幼稚園至高小，提供繪本推介、網上小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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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手製作和佈置一個狹小「劏房」，代入劏房住戶的生活情
況，同時發揮想像和小智慧，設計可解決生活所需的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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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籌款活動

樂施會每年舉辦多個學校籌款活動，學校及師生皆可身體力行，寓學習於扶貧。

1

4

2

以行動實踐關懷

自發舉辦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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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樂施會的活動指引，由學校自發舉辦籌款活動，幫助學生了解全球貧窮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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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賣自製手工藝品、攤位遊
戲等，亦歡迎邀請樂施會擺
攤位，與眾同樂！

樂施無窮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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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富宴

午膳市集

網上籌款挑戰3
選擇一些有趣的小挑戰，再配合簡易的
MYOXFAM 網上眾籌平台，以學校名義建
立一個專屬的網上籌款活動。

4
在世界各地同步進行，為「樂施有禮」設
計禮物卡，呈現扶貧的意義。

OxfamColourME2.0 禮物卡設計企劃
（每年 7 - 9 月）

5 用音樂表演籌款，展現學生才華，發放 
正能量。

樂施音樂馬拉松 (每年 7 - 8 月)

1 2師生和家長可成為賣米義工，
義賣支持貧窮人及基層家庭。

樂施米義賣大行動 樂施滅貧利是 （每年 1 - 2 月）

捐出新年利是，協助貧困家庭
和弱勢人士走出逆境。

3 學生透過一筆一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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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4 -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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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籌款活動小貼士，
請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