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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红十字青少年活动指南大纲
第一阶段
阶段

红十字运动
知识及传播

生命健康教育

适合新加入的高校红十字青少年
（建议第一年加入红十字青少年的会员，必须完成
下面课程及活动）
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
1.
红十字运动起源
2.
红十字运动组成部分及其职能
（包括介绍中国红十字会）；
3.
红十字运动标志
4.
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的概念
1.
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班
或
2.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班
1.

社会实践

2.

1.

个人成长
（领袖培训）

参与红十字会相关社会实践活动至少 10 小时
（注明面向社区活动）
社会实践项目服务技巧培训
- 老人服务技巧
- 住院儿童服务

迎新活动，内容建议 :
目标：相互认识
团队建设
团队工作认识
内容：团队拓展活动（建议 3 个活动）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适合已完成第一阶段的高校红十字青少年
适合已完成第二阶段的高校红十字青少年
（建议这阶段的会员，必须完成红十字知识及传播， （建议这阶段的会员，必须完成红十字知识及传播，
以及个人成长的课程及活动）
以及个人成长的课程及活动）
人道精神探索
1.
1. 深入理解红十字七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将其与个
人技能、社会事务提升结合（运用 IFRC 的 7 项
2.
基本原则的内容及游戏）
3.
2. 认识国际人道法 （例如探索人道法迷你版课程）

红十字运动传播实习（向新加入会员教授相关知
识）
个人红十字经历的分享
探索人道法导师培训

1.
2.

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班+实习
急救员培训班

1.
2.

参与策划一次红十字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1.
社会实践项目策划培训（订立目标、招募、管理、 2.
评估等）及程序设计
至少担任社会实践活动筹备小组核心成员一次
3

社会实践导师培训
至少担任社会实践活动筹备小组成员或负责人
一次
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计划

1.

骨干培训
建议对象：新一届会长及骨干 1 名
内容：
骨干和会长的角色功能
管理工作概念，包括：志愿者管理、业务管理
团队发展历程
团队问题分享技巧工具
团队发展（3 年计划）
年度计划（团队周年循环图）
青年网络介绍/亚太网络/青年参与战略
骨干将来出路
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计划

3.

1.





将课程分为 4 个单元，每个单元有 1.5 小时培训
时间。内容建议:
价值观、
个人成长
沟通技巧
团队能力

1.
2.









2.

至少主持同伴教育课程一次
至少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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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活动内容
阶段

第一阶段
适合新加入的高校红十字青少年
（建议第一年加入红十字青少年的会员，必须完成下面课程及活动）
活动

参考资料

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
1.红十字运动起源
2.红十字运动组成部分及其职能（包括介绍中国红十字会）；
3.红十字运动标志
4.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的概念

参考资料：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知识传播手册第 1-4 及 6 章

生命健康
教育

1.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班 或
2.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班

艾滋病同伴教育资料参考网站：

社会实践

1.参与红十字会相关社会实践活动至少 10 小时（注明面向社区活动）
2.社会实践项目服务技巧培训
- 老人服务技巧
- 住院儿童服务

红十字运动
知识及传播

1.迎新活动，内容建议 :
目标：相互认识
个人成长
团队建设
团队工作认识
（领袖培训）

参考网站：http://redcross.youth.cn/hszh/xzzq/

http://redcross.youth.cn/hszh/xzzq/

迎新活动内容 P19-20

内容：团队拓展活动（建议 3 个活动）
注：第一阶段活动“红十字运动知识及传播”、“生命健康教育”两部分内容均提供了相关资料网址链接，供开展活动时参考。“社会实践”部分提供了
老人服务、住院儿童服务两个服务案例的参考资料，也可由校红十字会自行策划其他社会实践活动让会员参加。“个人成长”部分提供了三个“迎新活动”，
团队拓展活动由校红十字会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灵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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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项目服务培训课程•老年人专题
第一章

认识老年人

一、老年人的界定
（一）从四个不同的过程看待衰老
1. 年代衰老：年龄
2. 生物性衰老、功能性衰老
（1）器官组织的效度和功能
（2）身体活动程度
3. 心理上衰老：感官知觉、智力功能、适应能力、个性等方面
4.社会性衰老
 在家庭与朋友关系上角色的变化
 工作上角色的变化
 团体组织中角色的变化
 较大程度上决定衰老的经历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二）什么是老年
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的概念表现出其动态性特征。20 世纪初，60 岁
以上的人便是老年人。20 世纪 60 年代后，65 岁以上的人是老年人，并且还有年龄继续增
大的趋势。因此，年龄常常是界定老年人的一个关键性指标。年龄有着不同的内涵，一般
1
来讲，一个人的年龄可以分为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
由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涉及个人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和社会行为的成
熟度，一般较难测量，因而划分老年人的标准通常是以年龄作为参照标准的。国际上老年
人的起始年龄一般有两个通行标准，即 60 周岁和 65 周岁。
二、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
比例相应增长的过程。
国际上通常把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达到 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
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思考：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注意着重强调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1

仝利民.《老年社会工作》.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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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人的生理特征
与年老有关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2
生理系统
与年老有关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化
皮肤出现皱纹、头发稀疏并可能变白，手脚的指甲变厚。
皮肤系统
老人可能容易出现低烧或高热。受伤后可能要多 50％的时间才能痊愈。
因为皮肤对冷热反应的迟钝、体温调节功能的下降而容易感冒和中暑。
对刺激作法出反应的时间延长。睡眠效果不太好，老年人容易变得疲劳。
神经系统
老年人更容易患心血管疾病，有轻微或严重中风。
如果有动脉硬化或动脉粥样硬化，心脏可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
心血管系统
更容易患高血压、冠心病或脑血管病。
老年人可能会变矮，失去肌肉力量和肌肉块。关节处容易出现关节炎。
肌肉骨骼系统
老年妇女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症，导致骨折、驼背等。
肺的功能性能力降低。老年人在用力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呼吸困难。
呼吸系统
可能更容易患肺炎、支气管炎等。
肾脏不太能有效地过滤毒素。膀胱失去了紧张性，更容易出现没有任何症状的
泌尿系统
感染。部分老人会出现小便失禁的现象。
内分泌系统及生 由于内分泌腺体发生改变，可能引起内分泌系统的紊乱，导致老年人易患上糖
殖系统
尿病。性器官的老化也会使性功能出现退化。
消化系统的老化可能会造成老年人的牙齿脱落、消化不良、营养不良、排便困
消化系统
难以及便秘等。
通常会有老花眼。眼睛需要较多的光才能聚焦，并且对强光反应敏感。老年人
视觉
分辨颜色的能力可能下降。部分老人会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等。
感
觉
老年人的听觉灵敏度可能会减少 50％之多，并可能变得难以分辨不同的声音从
听觉
系
而产生听力障碍。
统
味觉及嗅 由于一生中环境因素的破坏作用，嗅觉可能会严重受损，味觉也因而受到影响。
觉
老年人可能会闻不出煤气、天然气或者饭菜的气味。
表1

四、老年人的心理特征3
（一）老年人在智力方面的变化
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智力一般分为两种类型：晶态智力和液态智力。
前者主要是通过后天获得的，一般来讲，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和人生阅历的丰富而
增加和丰富，因此，作为一种知识积累来讲，老年人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退化，反而由于其
丰富的经历而有所提高。而对于液态智力来说，由于它主要与神经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关，
处理的是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联想能力，因此，随着老年人生理方面的衰退，液态智
力确实有所减退，但幅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
当我们考虑到影响智力因素的时候发现，老年人的智力并没有下降到影响其社会参与
活动的程度。除了基因方面的因素，受教育水平、平时的智力训练、营养水平以及是否处
2

数据源：凯瑟琳·麦金尼斯-迪特里克著，隋玉杰译.《老年社会工作：生理、心理及社会方面的评
估与干预(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整理：张恺悌，郭平主编.《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2.第 23-24 页
3
张恺悌，郭平主编.《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2.第 26-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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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熟悉的环境都可能影响老年人的智力发挥和测试水平。同时研究也表明，口语理解能力、
空间关系把握、推理、表达能力等，在正常的老化过程中，如果没有疾病困扰的话，在
80 岁之前并没有显著的下降。
因此，在日常的社会工作实务中，可以有很多种措施来帮助老年人保持甚至发展他们
的智力水平，协助他们积极地应对解决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尽量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和
动机。这样才能激发老年人的参与意识和运用各种措施帮助自己应对智力方面变化的动机。
（二）老年人在记忆力方面的变化
人们可能会认为记忆随着年龄而减退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事实上这并不正确。
某种疾病(如痴呆)可能确实会对老年人的记忆产生影响，但是正常的老化并不必然带来记
忆的衰退。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记忆东西的能力随着年老而有所损伤，而是在处
理形成记忆的信息的能力有了改变和下降。因此，虽然老年人的记忆有衰退的趋势，但是
其衰退时问、速度和程度方面因人而异，并且也不是整个记忆的衰退，只是其中部分记忆
能力和处理信息能力有所衰退和减缓。如果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通过一定的记忆策略，
改善信息加工能力，是可以保持并改善老年人的记忆能力的。
（三）老年人情绪和情感的变化
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务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和体验。进入老年期以
后，由于健康状况、退休等的影响，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角色地位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由
此会引发老年人的情绪和情感的变化。有学者将老年人的情绪归纳为如下特点：
1.自尊感与自卑感共存。
老年人可能会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取得了某项重大的成就而获得良好的自尊感，同时，
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长辈、老年人也意味着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自尊感有助于老人延
长独立生活能力，减少对他人的依赖。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因为自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某种疾病引发的生理缺陷、离开工作岗位而感受到的权力减少等，都可能引发自卑感。自
卑会抑制老年人的自信心，使老年人自我封闭、自我孤立、自我退缩甚至自我否定，从而
减少社会交往。
2.空虚感与孤独感共生。
老年人退休后，空闲时间增多，如果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息表、安排好退休生活，
就会感到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空虚感容易引起老年人失眠、不安，对周围事务丧失兴趣，
对人生意义悲观失望。
而孤独感也来自于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减少，尤其是伴侣、亲朋好友的死亡、空巢等容
易造成老年人长期独处，没有谈话的对象，心理情绪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这种情况长期
延续的话，不仅妨碍身体健康，还容易导致老年人人格变态。
3.焦虑感与忧郁感相伴。
老年人由于角色的剧烈转变，可能会没有及时适应和调整，还没有学会如何处理新的
情况，或者由于退休后陷入经济拮据的境地，自尊心受到伤害，这都会给老年人带来心理
焦虑，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忧郁来自于对身体健康的担忧或者疾病的无法确诊，自
己的所作所为无法得到子女和周围人的理解和体谅，或者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失去信心等。
严重的抑郁可能会引发老年人的自杀行为。
4.衰老感和怀旧感同在。
衰老感是老年人在面临自己体力衰退、视听能力下降、行动迟缓、记忆力下降等衰老
现象时产生的“老了不中用”的情绪。这种感觉可能使老年人产生自我暗示的作用——即
不断地暗示自己衰老了，结果果然加剧衰老。大部分人进入老年以后，会对年轻时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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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感到怀念与留恋，但如果过分停留在过去的事情中，过分沉浸在对已故亲人的极度
思念中，难免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影响其身心健康。

五、老年体验
有 条 件 的 学 校 可 以 组 织 探 访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老 年 体 验 中 心 。也 可 以 自 己
准备相应器械进行体验活动。
[北 京 晚 报 ]独 家 探 访 首 个 老 年 体 验 中 心 ： 穿 上 衣 服 瞬 间 ” 变 老 ”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65480
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我国首个老年体验中心
http://news.ruc.edu.cn/archives/65497

六、启发练习题
 启发练习题——选择填空
表一

典型行为

非典型行为

幼儿（1-3）
儿童（4-14）
青少年（15-24）
老年人（65+）

思考：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有什么典型的活动和事件？
哪些活动和事件不会在特定的年龄阶段的人群中发生？
思考题注意事项：回答时间不宜过长，五到十分钟即可，建议找重点年龄阶段要求大
家填空。可以适当给大家时间讨论老年人能做什么。重点引出，多数事情是老年人可以办
到，而且由于经验和阅历的优势，在很多领域，老年人往往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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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老年人社会实践服务的目标、原则和方法

一、服务的目标
帮助老年人以正向积极的态度探求老年人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老年人与社会环境的
互动中充分认识到他们自己有继续成长及改变的权利，强化老年人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达
到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和促进其生活安定的老年社会福利目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协助老年人充分认知老年、接受老年，并帮助其增强个人能力，预防生理或心
理上的迅速退化，促使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第二，调适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帮助老年人适应不良的社会环境，促使老年人能够有
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
第三，改善老年人与其家庭人员等之间的人际关系，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促使老年人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实现精神生活需求的满足，使其晚年生活更为充实。
第四，积极整合相关的社会服务和资源，并说明老年人有效地运用这些服务和资源。
第五，影响社会福利政策、制度与社会服务机构的运作，设计并提供诱导性的方案，
使得政策、制度和社会服务机构的运作更加能够适时地反映老年人的需求，藉以维护老年
4
人的权益。

二、服务的原则
（一）尊重（Respect）
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它要求红十字志愿者把老年人看作是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人，
而不是认为老年人是只能依靠他人的、无知的、消极的人。
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是为了说明老年人适应生活、帮助其实现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要监
控或管理老年人。每个老年人都有其尊严和自我价值，都可以发展自己，他们在接受服务
的过程中有权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按照志愿者指定的路线发展。
（二）接纳（Acceptance）
所有红十字志愿者必须认识到，每个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他有权自己选择发
展道路。老年人的很多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与志愿者并不相同，甚至可能相悖，这个时候，
特别需要志愿者秉着接纳的原则去开展服务，而不是一味地排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志愿者需要赞同其所有观点和行为，志愿者理应鼓励他们采取积
极的生活态度，帮助他们继续参与社会发展。
（三）个别化（Individual）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已经经历过漫长人生的老年人，更是有着独特的人
生经历。他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往往根源于其已经走过的漫长的人生。因此，不同老年人
面临看似相同的问题时，可能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不尽相同的，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
个时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和不同的情境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四）非批判（non-judgement）
非批判的态度要求志愿者在提供服务时，不能因老年人与自己价值观和意见不符而横
4

仝利民.《老年社会工作》.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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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拒斥。对老年人的行为采取批判和责备的态度，只会使老年人陷入恐惧和焦虑，或者对
志愿者的帮助产生抗拒，最终不利于实务工作的开展和老年人的发展。
志愿者需要尽量了解老人持有某种观点或作出某种行为的原因，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和
社会情境，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地、同理地理解老年人的处境，作出有针对性的响应。5
（五）保密（Confidential）
对于服务对象透露的个人信息、情感等，志愿者需要保守秘密，使老年人有安全感，
这样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六）核心原则——赋权（Empowerment）6
首先，在增权的理念中，老年人并不是被看作为一个需要来“治疗”的“病人”，而
是被看作有潜在改变和发展能力的、需要某些社会支持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志愿者
也不是进行治疗的“医生”，而是充当老年人的合作伙伴，激发其内在的潜能，协助老年
人重新树立参与社会的自信。
其次，在对问题的界定方面，老年人有着充分的发言权，即在界定老年人究竟面临什
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引发了这些问题方面，由老年案主决定。志愿者所需要做的，是和老
年人一起分享有关的专业知识，协助他们运用这些专业知识作出决定，而不是用专业知识
来教育、指导老年人，在这个专业关系中，真正的专家是老年案主而不是志愿者。
最后，在对问题的界定过程中，增权理念认为问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问题
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老年人自身的原因，更可能是社会福利服务系统的问题，当然也可能
是老年人与家庭、社区、机构等支持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出现了某些问题。因此需要在一
个更大的舞台上来界定和解决老年人面临的问题。

三、服务的方法7
（一）个案工作
以生活适应不良的老年人及其家庭为对象，针对老年人的特殊情况和需求，以个别化
的方式说明其个人或家庭减轻压力、调试其外在环境的社会关系，并运用社会资源来改善
或恢复其社会功能，引发个人的潜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
（二）小组工作
对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不同目标模式的团体方案进行
辅导与治疗，以增进老年团体成员的相互支持，改善其态度、人际关系和应对实际生存环
境等社会生活功能，以及满足老年人工具性和情感性需求。
（三）社区工作
以社区中的老年人为工作对象，通过发动和组织社区内老年居民参与集体行动，以发
现和确定老年人在社区中的问题，动员社区资源预防和解决老年人的问题，促进老年人的
社区参与，改善老年人与社区的关系，培养老年人的自助、互助与自决精神，建立老年人
对社区的归属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和晚年生活质量。
思考：
对志愿者来说，老人有哪些可以调动的资源？
5

张恺悌，郭平主编.《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2.第 40 页
张恺悌，郭平主编.《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2.第 50-51 页
7
张恺悌，郭平主编.《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2.第 58-116 页
6

-8-

第三章

老年人社会实践服务实务技巧

一、老年人的健康与照料
（一）改善睡眠






增强身体锻炼
白天多见自然光
减少摄入咖啡因和其他药物
避免白天打盹
改善睡眠环境（颜色、安静、厚窗帘„„）

（二）应对视力降低








色谱：对比颜色
用颜色标出边角
避免晃眼的光亮地板
避免在长长的昏暗走廊尽头装大玻璃
避免用蓝绿区分不同标示
大字号、放大镜
高亮度

（三）与老人的交流技巧










直接面对老年人，保持眼睛的交流
坐得靠近老年人
说话时不要用手和其它物品遮住脸
慢慢地、清晰地说话
不要喊叫
选择一个安静、让人放松的地方，避免有其他人、机器、交通等干扰
说话声音低，但不要单调
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要点
如果传递特殊信息，把信息组织得清晰有条理

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一）参与经济活动
有丰富经验和技术的老年人应该被社会所重视，要充分利用好老年人力资源。可以鼓
励老年人在城市制造业、机关、社团、教育科研、文化传媒和服务业，以及农业、农副业
和乡镇企业等行业领域继续参与经济活动。
（二）参与社会活动
以北京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现有老年志愿者队伍 3000 余支、6 万余人，老年
人互助服务“一帮一”17000 多对。他们通过义务巡逻社区、维护社区环境卫生、开展邻
里互助、为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做家务、陪寂寞的老年人聊天、热心调解纠纷等形式积极参
-9-

与到社区与社会的相关活动中去，部分有能力的老人还提供社区义诊和法律咨询。这些参
与活动不但推动了社区及社会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同时也有助于满
足老年人精神和心理需求，体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
此外，老年人也可以参与到社会的管理中来，通过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心声、传达他们
的意见建议，协助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社会活动参与，已成为老
年人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
（三）参与休闲娱乐活动
老年人参与休闲娱乐活动也是社会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内容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
中，老年人不仅可以愉悦身心，也可以通过与具有相同爱好的人的接触，增加自己的社会
联系和支持网络，从而让老人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减少社会隔离。8

三、老年人的经济保障
（一）老年人经济保障状况面临的挑战
当前的养老、医疗保障无法完全满足老年人需求。我国老年人本身的经济收入就比较
低，老年人收入与支出相抵后并没有太多的结余。再加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覆盖面窄，保障的水平也比较低。
（二）发掘各种资源、确保老年人的晚年收人9
1.协助老年人申请福利
2. 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理财和财产保护
协助老年人增强防范意识，帮助他们管理好自己的资金，以及协助老年人处理好家庭
内部对于遗产的分歧。可以通过社区教育、老年人互助小组等让他们能够主动地参与到现
代金融系统中来，更新这方面的知识。志愿者并不必须具备这些知识，但是他要能够鼓励
老人主动了解，协助老年人找到合适的人来给他们讲解和分享这些知识，以及组织老年人
小组，让他们自己互相分享理财的经验，通过相互鼓励解决类似的问题，从而在这种参与
活动中增强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自信和能力，实现了一种成长和发展。

思考：





8
9

现有的社会实践项目存在哪些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合适的改进方法？

张恺悌，郭平主编.《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2.第 348-352 页
张恺悌，郭平主编.《老年社会工作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2.第 124-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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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项目服务培训课程•住院儿童探访
目的
说明志愿者加深对服务群体的了解，掌握服务原则和技巧；为志愿者的服务实践工作
打好基础，从而提供更适切及优质的探访服务。
预期学习内容
以住院儿童为目标服务群体，给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的志愿者透过倾谈、慰问、游戏等
探访服务传递人道理念，认识与探访住院儿童有关的知识，以及开展服务的基本技巧，以
有效传递关爱予住院儿童。
内容摘要
第一章 探访住院儿童基本认识及聆听技巧
第二章 住院儿童社会实践服务设计及同理心技巧
第三章 住院儿童社会实践服务现况
所需材料
1.教学场地


能容纳50人的教室、活动室或会议室

2.教学设备和教具


多媒体设备（包括计算机、投影仪、投影幕布、话筒和音响）



黑板和粉笔，或写字板和书写笔



如有条件，可以准备体验活动道具

活动技巧
1. 使用活动体验教学法，让学员亲身体会服务所需技巧之要点，从而促进与服
务对象交往；
2. 结合实际案例，让学员们在实例中体会工作原则和技巧；
3. 尽可能使用多种类型的数据，如新闻、公益短片等；
4. 生动地进行课程教授，尽量不要照着教案念；适量加入思考、体验活动和讨论
环节，充分调动起学员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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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探访住院儿童基本认识及聆听技巧

简介课程内容及要求后可进行热身游戏(YABC活动：镜像模仿)，让学员认识并了解非
语言交流的力量。
在面对儿童青少年期的病患时，必须先了解其成长发育的状况，并与其同年龄层的成
长发育标准作对比以为评估。患病是一种恐惧的经历，尤其对于住院中的儿童，由于不能
完全理解疾病过程而感到更加苦恼和困惑。因此，住院儿童的许多症状很容易被忽视而不
予理会，影响了患儿身心的全面康复。
一、 不同背景儿童的需要
成长与蜕变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经验，而成长的历程是持续而无休止的，
在不同的成长期或年龄层会有着不同的行为特征、心理状态、以至认知功能，所以在某一
年龄层是正常的行为，在另一年龄层可能是不正常的。
小儿年龄分期
儿童的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渐进的动态过程，不应被人为地割裂认识。但是在这个过
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解剖、生理和心理等功能确实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与年龄
相关的规律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将其分为若干期，以便掌握10。
时期
I.

胎儿期

年岁

特征

从受精卵形成

胎儿的周龄即为胎龄。母亲妊娠期间如受外界不利因素

到胎儿出生为

影响，包括感染、创伤、滥用药物、接触放射性物质、

止，共 40 周。 毒品等，以及营养缺乏、严重疾病和心理创伤等都可能
影响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导致流产、畸形或宫内发育
不良等。
II. 新生儿期 自胎儿娩出脐

III.婴儿期

10

由于此期在生长发育和疾病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

带结扎至 28

性，且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因此将婴儿期中的这一

天的时期，按

个特殊时期单独列为新生儿期。在此期间，小儿脱离母

年龄划分，此

体转而独立生存，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根本的变化，但

期实际包含在

其适应能力尚不完善。此外，分娩过程中的损伤、感染

婴儿期内。

延续存在，先天性畸形也常在此期表现。

自出生到 1 周

此期是生长发育极其迅速的阶段，因此对营养的需求量

岁之前为婴儿

相对较高。此时，各系统器官的生长发育虽然也在继续

期。

进行，但是不够成熟完善，尤其是消化系统常常难以适

儿科护理学绪论讲稿,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cdae830a76c66137ee0619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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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大量食物的消化吸收，容易发生营养和消化紊乱。
同时，婴儿体内来自母体的抗体逐渐减少，自身的免疫
功能尚未成熟，抗感染能力较弱，易发生各种感染和传
染性疾病。
IV. 幼儿期

自 1 岁至满 3

体格生长发育速度较前稍减慢，智慧发育迅速，同时活

周岁之前为幼

动范围渐广，接触社会事物渐多，语言、思维和社交能

儿期。

力的发育日渐增速。此阶段消化系统功能仍不完善，营
养的需求量仍然相对较高，而断乳和其他食物添加须在
幼儿早期完成，因此适宜的喂养仍然是保持正常生长发
育的重要环节。此期小儿对危险的识别和自我保护能力
都有限，因此意外伤害发生率非常高，应格外注意防护。

V.

学龄前期 自 3 周岁至

此时体格生长发育处于稳步增长状态，智慧发育更加迅

6—7 岁人小学 速，与同龄儿童和社会事物有了广泛的接触，知识面能
前为学龄前

够得以扩大，自理能力和初步社交能力能够得到锻炼。

期。
VI. 学龄期

自人小学始

此期儿童的体格生长速度相对缓慢，除生殖系统外，各

(6～7 岁)至青 系统器官外形均已接近成人。智能发育更加成熟，可以
春期前为学龄

接受系统的科学文化教育。

期。
VII.青春期

青春期年龄范

青春期的进入和结束年龄存在较大个体差异，约可相差

围一般从 10

2—4 岁。此期儿童的体格生长发育再次加速，出现第二

岁～20 岁，女 次高峰，同时生殖系统的发育也加速并渐趋成熟。
孩的青春期开
始年龄和结束
年龄都比男孩
早 2 年左右。

青少年期的心理特性
儿童身体的成长在一岁到九岁通常都是在一个均衡的速度下慢慢成长的；但是到了十
几岁，一切的成长都会有突然的变化；同时，青春发动期的开始，第二性征的出现，使青
少年在面对身体上、心理上、环境上由儿童进入成年的过度时期的各种剧变中产生了不稳
定的所谓「青少年心理特性」。11
11

高雄市立凯旋医院, 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

http://ksph.kcg.gov.tw/page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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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叛性：青少年有其自身的潜能及想法，他们已不若儿童时期愿意顺从父母亲的
意思。更者，反叛性及是新理念的原动力，也是独立成熟为成人的要素。
二、自我中心：青少年考虑自己的利害关系、立场、感觉等多于对外界及周围的人们
关怀。
三、自我认同特征的追寻与建立：青少年为进入成年作准备，开始不断地对「我是谁」
的问题作追寻；进而建立自我的特征。在此反复的追寻过程中，心理上会产生极度的不稳
定现象。
四、以行为宣泄情绪：青少年面对困难挫折而不知所措时，往往会以行为表达出来而
不自觉，相对地也藉此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常见的吸毒、逃学、打架、飚车等问题行为，
往往有其缘由。
五、行为较冲动：由于生理的变化及反叛的特性，青少年的行为往往易于冲动，更者
会表现出异常的极端行为。
六、心中失去父母感：青少年自觉乃独立的个体，逐渐与父母亲分离，以减少对父母
亲的依赖；但同时在心理上会产生失去父母的感觉；这种难舍难分的感受常常会引起青少
年不稳定的情绪。
七、对外界的兴趣渐增：青少年的好奇心重，兴趣广泛，慢慢建立自己的数据库，随
着波动的心理特性增加可塑性也增加。
八、喜与同侪团体相处：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常常是复杂而孤独的，需要旁人的协助；
然而在中学阶段，他们会与父母亲逐渐分离，而教育环境中在心理上的距离也较小学时为
远，因此，转向同侪团体谋求解决与支持。
二、 一般儿童与住院病童的分别
病童在住院过程中尽管获得药物治疗，但由于需要较长时间治疗，他们被禁锢在病床
上。又由于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心理反应也加重了儿童的心理创伤，如家长、朋友等
出于关心而对患儿限制活动，将可能造成患儿丧失进取心、社会交往减少等问题。
具体来说，住院儿童的情绪及社会性发展现状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住院儿童目前的休闲娱乐内容过于单一且缺少动态性和团体类的活动，志愿者的
服务可以丰富治疗期间的休闲娱乐和提供多样性。
(二)住院儿童大多因为治疗而中断学业甚至减弱对学习的主动性，家长也因过度的保
护而忽视了孩子的学习问题。因此，志愿者的服务可以使儿童和家长正视问题，让儿童寻
求本该有的求知欲。
(三)住院儿童因为种种原因而在社会交往上有诸多问题，如交往障碍、缺少朋辈、内
心孤独等。
(四)住院儿童普遍存在自我认同方面的问题，可能因为如容貌的改变而造成的失去自
信甚至自卑的消极情绪，他们需要关爱和适当的社交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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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住院儿童社会实践服务的目标、原则和方法

重温第一章课堂重点后可进行热身游戏(YABC活动：角色扮演)，让学员认识并掌握同理心的技巧
及其影响力

一、 服务的目标、原则和评估方法
（一）服务的目标
每一位儿童都应享有学习和游戏的权利，不论健康或患病、健全或残障、富有或是贫
穷，都应该拥有快乐的童年。藉住院儿童的服务探访，以游戏说明病童面对住院和疾病的
压力，协助病童适应住院生活，让病童在住院期间，获得情绪及社交的需要。运用有趣的
游戏和玩具，更可以在病童治疗期间，转移病童的注意力，以减低其痛楚和焦虑。
其次，在设计活动时可考虑个别住院儿童的心理状况，从而协助病童恢复自信心，亦
可协助病童认识环境，让他们对住院时可能发生的事有初步了解及概念，以减少恐惧。
如活动设计包含家长，可藉以建立病童和家人与医院的关系，减轻家属的焦虑等。
学员可按 SMART 概念订立该社会实践服务项目的目标。
（二）服务的原则
1．积极聆听
积极聆听是对说话的人感同身受的表示。志愿者要真切的听到服务对象在说什么以及
如何和为什么这样说，以确保我们真正理解话语的真实含义，或此番话对说话人而言它意
味着什么。
主动倾听还意味着听的时候“保持客观中立”，不因我们所受的文化教育而产生先入
为主或偏见，影响了我们对受助者的观察感受。特别是住院儿童，被带着同理心倾听并听
懂会让对方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并满足，更有助建立两者发自内心的联系。
2.同理心
同理心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所指的是我们理解，并对他人的感受保持敏感
及能够分享这个人的感受。重要的是，尤其在进行服务项目期间，不要将同理心与怜悯混
为一谈。怜悯是为某人感到难过，若我们将自己与这个人比较，通常觉得自己比所怜悯的
人过得好，这样往往会令对方觉得“看不起”自己。而同理心则要求将另一个人视为同等
重要或与自己平等般看待。
同理心可以将我们与其他人更深入地联系起来，它是通过心与心的联系，设身处地地
为对方着想，并理解其感情和情感。同理心实际上是最深层次的双向交流，有助我们培养
友谊和相互理解。同理心要求自发行动，并需注意整个人，包括非语言交流，例如其肢体
语言、眼神接触感受、和需要。
3.个人适应力
有适应力不是指要让志愿者成为超人，亦不是指我们不能哭泣、应该坚强或通过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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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脸快乐来掩饰自己的感受。适应力强的人有着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强烈的“积极”情绪和
“负面”情绪。
适应力是一种能力，它包括想法、行为和行动，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培养这种能力。有
适应力指的不是我们必须独自面对问题，避免请求他人帮助。有适应力指的不是我们不受
困难、压力或痛苦的影响。困境、变化和痛苦都是我们人类的境况和生活的一部分，重要
的是我们如何应对它们。如果我们能积极地适应并改造困难，这就是适应力。
（三）服务的评估方法
1.评估目标
评估社会实践有服务项目目标的实现程度、服务效果及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
总结服务经验，提升服务技巧和服务水平。
2.评估原则
客观性原则：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准确反映服务项目在筹备、运作、产出以及成效方
面的实际情况。
系统性原则：通过收集所得之数据进行分析，是否达致评估指标，尽可能全面、综合
地反映服务项目的整体情况。
评估的方法大致可分为数据分析法、观察法、问卷法、和访谈法。

二、 安排住院儿童活动之程序设计及实用技巧
儿童在住院期期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其面对不同压力来源时，生理及心理均会出现的
不同压力反应，部份会造成分离焦虑、失去控制力及身体伤害与疼痛等。幼儿在陌生的环
境下，需要倚赖人、事、物，来获得安全和保证；探访员或提供服务人员应有适当态度，
协助幼儿度过住院时产生的压力。如，增加亲属的支持，可邀请家长一同参与；以幼童的
角度去聆听和用幽默的口吻和其对话；以绘画代替沟通方式以表达内心感受；善用游戏和
音乐以减轻其疼痛及焦虑的情绪等等。
探访服务过程及谈话技巧：
到达医院：

活动开始：

1. 签到、穿检查制服、简介活动内容 1. 对病状不要惧怕
2. 观察病房是否忙碌(如派药等)

2. 主持人先介绍自己身份及名字

3. 向医护人员查询参与活动名单

3. 注意人手比例，尽量一比一

4. 儿童是否方便及愿意参与

4. 坐或站在儿童旁边/当眼处

5. 切勿骚扰不宜参与活动的病童

5. 协助病童理解并参与活动
6. 注意性别配对
7. 活动或游戏设计不宜过长，要按参加者
之情况作适当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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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技巧：
1. 避免用查询或医生口吻与病人交谈
2. 细心聆听，切勿“假定”或“以为”
3. 避免过份安慰病人
4. 不要将自己的情绪或对事物的观念加诸病人身上
5. 不要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追问情况

三、 带领服务活动须注意事项
志愿者的角色：

志愿者不是：

探访是：



医务社工



病人心灵上的支援者



医护人员



病人与医护人员/社区人士之间的桥梁



病童联络人/监护人



病人私底下的朋友



教师



辅导员/心理学家

探访或接触病童的技巧：


谨守院方规则，例如按院方要求，志愿者必须年满十八岁



尊重病人的私隐，不可随意摄影



不馈赠金钱与食物予病人



患病儿童抵抗力较弱，故患感冒等可能具有传染性疾病的志愿者应暂停探访



切勿于探访病童时讨论病情，或写下探况纪录



尽量不接触病人的个人物品



与儿童离开病房先通知医护人员



义务工作以外的事情不要做，不知可否做的事情先发问

四、 住院儿童活动中的应变技巧
特别情况的处理：


病人情绪激动时，可询问孩童是否愿意继续参与，如否，应安排志愿者陪同



对于病童的询问，不要提出保证，可请教有关人士



如遇隔邻病孩离世，应及早与医护人员沟通，了解病人是否有不安情绪



如病人表示想知道自己的病情，鼓励他自己向医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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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住院儿童社会实践服务现况

重温第二章课堂重点后可进行热身游戏(YABC活动：障碍赛)，让学员体验情绪对于决
策的影响，认识内心聆听的力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住院儿童的健康与照料
儿童因为生病而住院，不管对儿童本身、家属或是整个家庭而言，是即将面临许多不
同于平日的经验。对患童而言，他是必须带着不适的身体及不舒服的感觉，而到一个完全
陌生的地方，接触陌生的人，而护理人员对患童作一些侵入性或非侵入性的治疗及护理常
带给患童莫大的压力。因此，在筹备社会实践项目服务时，对护理工作需具有基本认识。

住院儿童的援助和保障
由于各省市之城乡医疗体制均有別，建议导师可按情况调节本课题。

社会实践项目情况介绍
一是认识合作单位、福利院或医院的基本资料。如发展历史、资金来源、服务概况、
机构设置、分科部门，以及儿童情况等，包括服务对象年龄段、服务对象人数、服务对象
居住地及家庭状况等。
二是介绍本校社会实践项目的情况。如参加人数、具体服务内容、时段、项目经济来
源、人手分配等。
学员可按“6W+2H+I+E”的撰写服务计划概念来订立社会实践服务项目的内容(具体见
志 愿 服 务 五 常 法 — 项 目 程 序 流 程 ， 资 料 下 载 网 址 为
http://redcross.youth.cn/hszh/xzzq/201508/t20150811_6989299.htm)。

希望得出的要点和结论
在服务策划和实践中要保持同理心，尽最大可能去思考和体会住院儿童可能遇到的困
难和挑战；帮助病童提升自我价值，增强社交能力。
通过服务项目及体验活动建立意识，设身处地理解住院儿童的观点、顾虑和现状，不
妄自批判，善用认真倾听及非语言技巧，明白住院儿童的需要。

延伸阅读
智乐儿童游乐协会网页 http://www.playright.org.hk/tc/index.aspx
石莉红，杨长虹，
《住院学龄儿童的抑郁情绪与心理护理》；上海护理；2004 年 05 期
吉盼盼，《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白血病儿童服务模式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年
欧婉杏，《慢性病儿童心理特点研究》；华南师范大学；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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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活动
迎新活动最主要是提供机会，让新加入的同学能够认识所属团队的其他同学，这样可
以增加大家的归属感，新同学能够加快融入团队当中。另外，在迎新活动过程，除了让同
学们相互认识外，还需要让同学了解学校红十字会的基本架构及工作。
有关团队建设活动建议如下：
活动目标：相互认识，团队建设
课程目的：通过 3 个团队活动，促进成员间相互了解，相互合作
学员资格：所有学校红十字会的成员均要参加
导师资格：掌握团队活动技巧，完成校红十字会团队活动至少 3 次
活动设计：共 2 个小时
活动大纲：
课节
第一节
同心圆、面对面
说与做
第二节
合力起立
第三节
化零为整

形式

时长

破冰游戏

15 分钟

活动体验
讨论与分享
活动体验
讨论与分享

45 分钟
60 分钟

第一节：同心圆
1.同心圆、面对面
时间：10分钟
人数：不限
道具：音乐
目的：相互认识
活动规则：
将所有人排成两个同心圆，随 着 歌 声 同 心 圆 转 动 ， 歌声一停，面对面的两人要相
互自我介绍。
注意事项：
(1)排成相对的两个同心圆，边唱边转，内外圈的旋转方向相反。
(2)歌声告一段落时停止转动，面对面的人彼此握手寒喧并相互自我介绍。歌声再起时，
游戏继续进行。
2.说与做
时间：5分钟
人数：不限
道具：无
目的：再次相互认识，以说明记住所有人的名字
活动规则：
所有人围成圈站立，第一个人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小名也可以）并附加一个动作，其他
人一起说：“他（她）叫**”，并做与说话人同样的动作，依次进行至最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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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合力起立
时间：45分钟
人数：5人以上/组
目的：1.了解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2.增强团队成员的归属感
3.激发学员的奋斗精神
步骤：
1.将学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在5人以上为佳（每组人数相当，多出的人作为特别观
察员）；
2.每组先派出两名学员，背靠背坐在地上；
3.两人双臂相互交叉，合力使双方一同站起；
4.以此类推，每组每次增加一人，如果尝试失败需再来一次，直到成功才可再加一人；
5.培训者在旁观看，选出人数最多且用时最少的一组为优胜。
相关讨论：
1.你能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就完成起立的动作吗？
2.若参加活动的队员能够保持动作协调一致，这个任务是不是更容易完成？为什么？
3.你们是否想过一些办法来保证队员之间动作协调一致？

第三节：化零为整
时间：60分钟
人数：15—20人/组，2名主持人/组
道具：眼罩，3根长铅笔，1根粗短铅笔，4颗黑豆，2颗绿豆（物品相似又不完全一样
若干）
目的：
1.培养团队成员的沟通和信任意识；
2.理解团队领导人及其领导风格对完成任务的影响和重要作用；
3.培养团队决策能力；
4.培养学员科学的思维方式；
5.使学员理解角色定位及尽职尽责的完成本职工作的重要性。
步骤：
1.每小组为一个单位，主持人给全组组员蒙上眼睛；
2.主持人逐一派发给每个组员1-2件不同大小的物资（主持人需记住所有物资情况），
同时在组员耳边说出对象的颜色，组员之间可以用言语沟通,但不可触摸其他组员的物资。
注意事项：
1.化零为整,将不同对象按大小、类型、颜色归类；
2.汇报：每组需派一位成员负责报告,次数不限；
3.困难：每组可发问问题5次,主持人只会回答“是”或者“不是”
。
相关讨论：
1.在活动过程中,你遇到什么困难,用什么办法解决？
2.在讨论时,我在小组中担当什么角色？
3.从活动中,你得出哪些经验可应用于团队或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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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活动内容
阶段

第二阶段
适合完成第一阶段的高校红十字青少年
（建议这阶段的会员，必须完成红十字知识及传播，以及个人成长的课程及活动）
活动

红十字运动
知识及传播

参考资料

人道精神探索
工具书籍：
1.深入理解红十字七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将其与个人技能、社会事务提 1.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知识传播手册第 5 章
升结合（运用 IFRC 的 7 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及游戏）
网址：http://redcross.youth.cn/hszh/xzzq/
2.探索国际人道法–青年培训材料
2．认识国际人道法（例如探索人道法迷你版课程）

生命健康
教育

1.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班+实习
2．急救员培训班

工具书籍网站：
1.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导师培训
网址：http://redcross.youth.cn
2.急救员培训班（红十字急救掌上学堂）
网址：http://www.redcross.org.cn/hhzh/zh/sy/zl/app/

社会实践

1.参与策划一次红十字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
2.社会实践项目策划培训（订立目标、招募、管理、评估等）及程序设
计（项目管理工具分享）
3.至少担任社会实践活动筹备小组核心成员一次

1.由团队自行安排队员参与策划一次红十字相关的社会
实践活动
2.参考网址：http://redcross.youth.cn/hszh/xzzq/
3.由团队自行安排队员担任社会实践筹备小组核心成员
一次

2. 将课程分为 4 个单元，每个单元约 1.5 小时培训。内容建议:
 价值观
个人成长
 个人成长
（领袖培训）  沟通技巧
 团队能力

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培训工具包
网站：http://redcross.youth.cn/hszh/xzzq/

注：第二阶段四部分内容相关参考资料均可在给出的网址下载，因此这一阶段不再在指南中编写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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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活动内容
第三阶段
适合完成第二阶段的高校红十字青少年
阶段
（建议这阶段的会员，必须完成红十字知识及传播，以及个人成长的课程及活动）
活动
1.红十字运动传播实习（向新加入会员教授相关知识）
红十字运动
知识及传播

2.个人红十字经历的分享
3.探索人道法导师培训

生命健康
教育

1．至少主持同伴教育课程一次
2．至少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班一次

1.社会实践导师培训
2.至少担任社会实践活动筹备小组成员或负责人一次
3.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培训
（一）骨干培训
建议对象：新一届会长及骨干
内容：
1.骨干（领袖）角色；骨干和会长的角色功能
2.团队管理工作
管理工作概念，包括：志愿者管理、业务管理
3.团队发展
个人成长
团队发展历程
（领袖培训）
团队问题分享技巧工具
团队发展（3 年计划）
年度计划（团队周年循环图）
4.骨干未来发展
青年网络介绍/亚太网络/青年参与战略
骨干将来出路
（二）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者培训
社会实践

参考资料

1.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知识传播手册附录一：培
训方法与传播技巧
2.探索人道法：青年培训材料
3.学员需自行报名参加由总会或地方红十字会举办的探
索人道法主持人培训课程
1.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主持人培训
2.急救员培训班
网址：http://redcross.youth.cn/hszh/xzzq/
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培训工具包
骨干培训及青春善言行青年同伴教育者培训
需由所属地方红十字会安排导师教授
国际红十字青少年发展战略及发展方向
http://www.ifrc.org/en/what-we-do/youth/
https://www.ifrc.org/Global/Governance/Policies/youth-policy-en.p
df

青年网络
https://www.ifrc.org/en/what-we-do/youth/youth-development/yo
uth-commission/

注：第三阶段“红十字运动知识及传播”
、
“生命健康教育”、“社会实践”三部分内容均提供了相关资料下载链接，本指南中不再编写相关内容。

22

个人成长（领袖培训）第三阶段
高校红十字青少年骨干培训
活动目标：
让学员认识：
1.高校红十字团队架构及功能；
2.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及发展
让学员学习：
1.领袖定义及素质
2.分析问题工具
3.解决问题方法
学员资格：加入红十字会第三年的高校红十字青少年
导师资格：总会或所属地方红十字会指定人士
活动设计：3节
学员人数：18至30人
课程大纲：
课节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内容
1.再思红十字
2.什么是领袖
领袖的定义
领袖的作用
领袖的素质
团队管理工作
• 解决团队管理困难技巧
• 骨干的角色功能
团队发展历程
团队发展策略
团队状况分析工具（SWOT分析
法、SMART目标设计）

目标

形式

让学员反思参
分享活动
加高校红十字活动的意义。
小组讨论
学习了解领袖特质，发掘自己
领袖自画像
的领袖潜质
讲课

正确定位自身角色，管理团
分享
队

个案讨论及分享

规划团队发展

实习功课：制定团队三年发展计划
考核：

出席率达75%，并于课堂后一个月内完成小组任务（完成团队现况分析并订立团队发展目标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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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目标：1.让学员反思在参与红十字运动的意义
2.认识领袖的元素
活动：
（一）再思红十字：
目标：学员分享在过往红十字工作中难忘的经历，协助学员反思愿意担任红十字领袖的原因。
道具：扑克牌一副
时间：30分钟（可以按照现场的情况调整时间）
方式：1.将扑克牌的不同数字代表不同的分享内容：
例如：1号：分享在高校红十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
2号：分享参加高校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的原因
3号：分享为什么乐意作为高校红十字青少年的领袖？
2.学生分成为3-4人一小组，每位学生抽最少一张数字的扑克牌
3.学生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自己抽到的扑克牌的内容
4.最后，导师可以鼓励1-2位学员分享他们的经历
预期分享：
大家虽然抱着不同期望加入红十字会，现在大家是同怀着同一个目标并已成长为红十字青少年领
袖。鼓励大家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在管理团队当中，在课堂的时间多作经验交流和分享。
（二）我心中的红十字领袖：
目标：让学员分享“我心中的红十字领袖”看法，从而反思领袖特质及领袖功能。
时间：讨论和画图30-45分钟，小组汇报15分钟，分享20-30分钟。
形式：将学员分成小组，学员可以讨论作为领袖应该拥有的特质，然后再图画上表达。例如：学员觉
得领袖应该有大的眼睛，方便观察人和事，然后，为画纸上的人性公仔加上一对大眼睛。完
成后，学员需要分享他们的成果。
预期分享：
1.现实中是否真的能够出现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完美领袖？为什么？
2.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你们觉得有没有领袖出现？为什么他/她是领袖？
3.每一个小组是否只有一个领袖？为什么？
参考资料
（一）领袖的定义
 功能形领袖:以事工带动团队，强调工作的成效；
 情绪形领袖:重视团队成员的感受，能得到成员在情绪上的信任及依赖；
 知识形领袖:具备特定知识和技巧，能成为某项工种的领袖，领袖角色会随工作结束而转移。
（二）领袖的作用
1. 工作方面
 让团队清楚任务的目的和重要性
 策划及订出活动的工作计划
 分配工作，人尽其才
 作为指挥领导工作完成
 了解各人的工作进展，作出定期汇报。控制工作进度、人手，财力，物力分配
 带领团队朝正确方向前进
2. 团队需要方面
 订立团队规则，减少各人冲突
 使所有合作者合作愉快，满足团队的期望
 促进合作者互相了解、容忍和接受，达致充分合作效果
 保持团队的士气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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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目标：1.让组员认识高校红十字青少年架构及委员会功能
2.让组员认识及掌握红十字青少年发展
3.让组员认识解决问题的步骤
活动：
（一）职能职务对对碰
目标：让组员认识高校红十字架构及职务
时间：30分钟
形式：配对活动
将高校红十字的架构及职务内容，制作成不同的纸条，让组员按照各个角色功能分工，安排最
合适的工作内容予不同的工作岗位。
道具：高校红十字架构的角色及功能内容纸条
预期分享：
1）各校红十字青少年是否按着这个架构分工？如不是，是什么样的？
2）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你认为这个架构会否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3）学员对于这个架构的其他建议？
4）如果在团队里面跟随这个框架，是否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或阻力？为什么？
参考资料：

高校红十字团队架构设置及职能
设置团队架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团队业务的发展和志愿者/会员能力的提升，所以合理的架构设
置应与业务发展相匹配。在团队整体架构设置中可细分出三类分支：
1.职能架构：为团队日常工作管理和业务发展服务。
 秘书处/办公室：处理团队日常事务，包括文档管理、财务管理、会员管理等。
 宣传（推广）部：负责团队宣传和品牌推广工作，包括线上线下宣传、影像资料记录、项目
/活动品牌推广等。
 培训（发展）部：负责团队建设和志愿者能力建设，包括团队建设活动、红十字运动基本知
识培训、志愿服务技能培训、志愿服务项目管理培训等。
2.业务架构：业务架构的部门设置主要有两种形式。
（1）按照项目/活动设置部门：如血液部、急救部、防灾避险部等。
 该业务架构与职能架构相结合，体现了“术业有专攻”。但是在策划具体项目/活动时，业
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应共同参与和提供意见，达成整体合作。
（2）按照项目/活动设置业务单元：该单元（unit）包含项目执行中所需的各类角色，如项目督
导、项目负责人/团队、策划团队、培训团队、财务管理团队、宣传推广团队和执行团队等。
 该业务架构体现了整体合作性，便于单个项目/活动的管理和执行。
 在这样的业务架构设置下，职能架构除了负责团队日常事务外，还担当了为业务单元培养某
一专业类型志愿者的角色。
 这种业务架构与职能架构的结合会使部分志愿者在业务架构和职能架构中同时担任角色。
3.管理架构：评估团队状况，制定未来发展策略；领导团队骨干，推行团队事务；联络地方红会、
校红会及其他机构，为团队争取服务、学习、交流的机会和平台。架构设置主要有两种形式。
（1）学生会长/主席团：团队领袖，全权决策团队事务。
（2）学生理事会+学生执委会：职能细分，互相监督、促进。
 学生理事会负责团队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督导执委会工作。
 学生执委会负责团队的日常管理和业务管理，向理事会负责并推动策略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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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红十字团队发展历程
1.团队初创期：确立业务（团队有事做），选择骨干（业务合伙人），形成团队化发展。
 了解服务对象需求，发起项目/活动，寻求资源（人、财、物）支持。
 选择有热情有担当的成员，组建骨干团队，策划和执行具体项目/活动。
 团队化发展：梳理团队架构，展开人才梯队建设，为保留骨干做准备。
2.团队上升期：壮大业务，发展骨干，形成项目化发展。
 延续有价值的项目/活动，提升创新性和持久性，发展成为团队核心业务。
 发展和培养骨干，使其形成强烈的归属感并找准自我定位，成为团队核心。
 项目化发展：理顺团队架构，找准团队定位，业务范围不求宽而求精。
3.团队稳定期：推广业务，培养师资，形成专业化发展。
 核心业务具有可推广和可复制性，形成业务品牌，提升团队核心竞争力。
 培养业务师资，培训和推广业务内容及模式，扩大业务受益人群。
 专业化发展：业务开展有章可循，团队发展有条理但又不刻板。
4.团队再上升期：团队化、项目化和专业化，齐头并进。
 团队化：团队架构与时俱进，适应业务发展；人才梯队完备，自我定位清晰。
 项目化：核心业务成功出壳，可以独立运作并良性发展，能够建立业务平台。
 专业化：团队定位清晰，业务兼具品牌性和推广价值，可推动该业务领域的进步。
（详细内容可参考红会青年圈志愿服务团队管理的分享）

（二）个案分析
目标：通过个案讨论，让组员了解解决困难的技巧
形式：小组讨论
每个小组将讨论1-2个关于管理高校红十字的个案问题，透过分享讨论，交流不同学员对于如
何处理问题的方法。小组讨论后，需要作汇报。
时间：60分钟
个案：（需要构思4-5个个案，让学员讨论，个案内容可以位队伍日常管理、学员间的冲突问题、同
学积极性不高、学校支持不足等等个案）
参考资料：
解决问题的步骤 ：
问题解决模式 (译自 Glass & Holyoak, 1986, p.367)
1.形成问题表征
理解问题，了解目标，形成适当的问题表征。由于不同的表征会形成不同的解题策略，所以此步
骤是问题解决的第一道关卡。
2.尝试计划以寻求答案
此步骤乃是依照表征形成计划，利用”方法--目标”(means--ends)的分析方式，一步一步找出
答案，运用一些操作以建构能产生解答的步骤。
3.重新陈述题目
如果初步的问题表征无法满足解题的需要，尝试以另一种方法来陈述或表征问题。通常此部分的
工作，是移除一些观念上的阻碍 (conceptual block)，或是找出与此题目相似的线索，来重新
建立问题的表征，以利解题。(唐淑华，1990)
4.执行计划与检查结果
此为问题解决的最后步骤。执行所拟定的解题计划，如果失败，则加以检讨，重新拟定新的解
题计划。
（三）红十字青少年发展 (将不定时更新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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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目标：1.学习分析问题工具
2.如何撰写及评估计划目标及计划书
活动：
(一）强弱机危分析法
目标：认识强弱危机分析工具
时间：45-60分钟
形式：小组讨论
（1）介绍SWOT的分析方法
（2）将学员分成小组进行讨论
分析题目：现在有一笔5,000人民币的资金，让大家筹备服务活动予社区上有需要的人士。
请以SWOT分析法分析现时小组的状况，以评估小组能够统筹那一项的社区服务项目
（3）在分析的过程，要求组员在每一个分析的方格里面，找一个重点，这样就可以让组员除
了分析形式外，更能够有效掌握情况。
（4） 小组汇报 （鼓励学员在汇报的过程相互提问，以增加大家的学习机会）
重点：
1.通过活动让学员掌握如何运用分析工具，帮助制订工作目标及计划，因此，小组必须想出一个
服务计划项目。如果真的找不到项目计划，也必须解释原因。导师需要引导学员表达自己的想法。
2.当学员找到合适的服务对象时，导师可以追问他们问题，刺激学员的想法。

参考资料：强弱危机分析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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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订立目标 （运用SMART原则）
目标：让学员认识订立具体目标的重要性，以及掌握订立目标的
时间：60-90分钟
形式：小组讨论
根据SWOT的分析结果，制订项目计划的目标及实施方案，最后小组汇报
内容：Specific 具体的 (包括：何人？何事？何地)
Measurable 可量度的
Achievable 可实践的
Relevant 与目标相关的
Time-Bound 有时限
参考资料：
具体的(Specific)：能密切追踪要衡量的进度和变化。
可量度(Measurable)：明确指出要量度什么？对象是谁？
可实现(Achievable)：有能力收集相关数据、可以实现。
相关性(Relevant)：跟项目目标内容和对象相关。
有时限(Time-bound)：能够在约定的时期内显示变化的。
例子—简单背景:
平安社区过去一年发生了800次家居意外，主要是因老人在煮食时不小心，引致烫伤或火警。
项目对象：平安社区老人 (1000人)
目标:
项目完成后，超过80%对象能提升他们的家居安全意识，6个月内持续减少家居意外发生率50%。
S–Specific具体的，以提升对象认识家居安全及减少家居意外发生；
M–Measurable 可量度，80％服务对象能提升其意识及减少50%家居意外发生率；
A–Achievable 可实现，合理且不过高的比例；
R–Relevant 相关性，教导老人认识家居安全；
T–Time-based 有时限，6个月内持续减少家居意外发生率。

（三）实习项目
目标：学员分析所属团队的情况，然后制订团队三年发展计划
时间：一个月
形式：学员带领所属团队的其他骨干，用SWOT分析法，分析团队现况，再制订团队三年发展计划。将
相关功课在指定的时间内递交给导师。
重点：
1.学员能够在实际环境中，尝试运用有关知识和技巧。
2.导师在收回功课后，请给予意见，让学员能够学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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