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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使用這本手冊 

这是一本 “TTT” (Train the Trainers”，即 “培训者培训”)的手册，旨在为初次接触同

伴教育的工作者详细介绍同伴教育的理论和各种常用的方案，成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的条件，

相关的沟通技巧，以及如何作出评估和编写报告，让各个工作坊进行得更流畅，令少儿们更

容易理解并运用当中包含的知识，甚至起到带动更多的同伴，达到“同伴教育”的目的。 

  



  

 4   

2. 有关 “同伴教育” 

 

2.1 什么是“同伴教育”？ 

 

少年儿童常常更加愿意听取一些年纪和背景相近，兴趣相同的同伴的意见，特别在

一些敏感的问题上，这些意见往往比父母和老师的千叮万嘱更为有用。“同伴教育”

就是利用少儿的这种趋众性--“同伴压力”-- 的一种参与式教育。 

同伴教育首先对在群体中有影响力而且态度积极的少儿们进行有目的的培训，给他

们一个安全而且开放的沟通环境，透过一系列互动性强的工作坊和活动，令他们从

中掌握知识和技巧并传播给身边的同伴甚至更多的人，产生“好影响”。 

跟传统课室的教育不一样，在同伴教育的过程中，并没有老师这具权威角色，只有

主持人；他负责启发和引导少儿的讨论。主持人应该鼓励参与的少儿积极发表意见

并提出建议，侧重正确的知识和核心信息，而不应以讲解知识为重点，并不断更新

有关题目和能引起少儿兴趣的资讯，让自己更容易理解少儿的意见。 

 

2.2 “同伴教育”的好处 

 

同伴教育能有效发挥少儿们间的互相信任，在他们之间成功建立榜样来影响身边，

甚至课室外的同伴，支持他们树立群体中的典范，带动他们理解并实践当中的核心

信息。除此之外，通过群体游戏和不同形式的讨论，同伴教育也可以促进少儿多方

面技巧，如沟通技巧，互相尊重，待人接物的态度等。 

 

2.3 与“同伴教育”的相关理论 

 

同伴教育通常是在一定的目标人群中，加强已有的良好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

新的良好习惯并改变他们的的坏习惯。在健康心理学，健康教育和公共教育领域上

有很多行为理论都有解释这个过程，也解释了同伴教育有益的地方。理解这些理论

对于开发同伴教育项目和对项目的执行都有莫大的裨益，以下是对相关理论的简单

介绍： 

2.3.1  理性行为理论 -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在社会心理学中，该理论是根据个体已有的行为意向和态度来预测他的行为；个体

从事特定行为是基于他期望得到从事该特定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意向会受到态度

（个体的主观信念）和社会规范和标准所影响，所以个人行为也会受到身边的其他

人所影响。 

 

2.3.2  社会行为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研究指出，人们学习的方法有：直接经验、间接经验

（包括观察和模拟同伴的举动）和通过训练而获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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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理论说明了同伴压力在改变个人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同伴教育就是利用这

个原理，改变参与少儿的态度，重新制定同伴中的行为标准去影响他们的行为和习

惯；给予他们机会在活动中利用直接经验（个人参与）和间接经验（观察其他同伴）

去获得这些技能并带动其他同伴的行为。 

 

2.3.3 健康信念模式 - Health belief model, HBM 

这个概念说明了个体为了维持或促进健康，达到自我满足会不断增长有关健康的知

识，尽力预防疾病。当个体感健康受威胁的时候，便会主动加强对疾病的易感性的

认识，并对各项行动进行评估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去防止疾病的发生，成就健康的

目的。 

跟同伴教育最为紧密关联的概念是这模式中的“自觉性障碍”，这可以解释成个体

对可能存在的障碍做出评估，比如说嫌麻烦所以不愿采取有利健康的行动。同伴教

育就是让主持人和同伴们帮助改正错误信息，鼓励个体建立有利健康的习惯和行为，

减低自觉性障碍的影响。 

 

2.3.4 参与式教育理论 -Participatory learning theory  

这理论是指师生共同建立平等、和谐、热烈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注重

课堂之中老师对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学。当中学生的参与是一项关键的因素，

如果反应不热烈就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 

在同伴教育的过程中，能不能带动少儿们主动参与个中讨论，并于其他同伴交流，

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持人的努力和事前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2.3.5  信息、动机、行为技能和资源模式（IMBR Model） 

IMBR 模式主要针对有关健康的行为，这种解释方法适用于不同文化之中。利用“信

息”（什么）、动机（为什么）、行为技能（如何）和资源（何处，何时和跟谁）

四个因素来评估和决定什么是高危行为。 

同伴教育的每项计划都必须经过 IMBR 模式作风险评估，令内容不会只侧重于理论

而忘却了实践或者技能应用的部分；有些项目可能有充实的内容和技能应用，却没

有成功让参与者投入，因为当中缺少了“动机”；“资源”虽然能成为“信息”的

一部分，但设计同伴教育项目时，一定要让参与者知道相关资源的存在和如何在工

作坊后取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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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伴教育流程图 

以下是同伴教育的简单流程图： 

 

 

 

 

 

 

 

 

 

 

 

 

3.主持人 

 

3.1 主持人的角色 

 

同伴教育和一般课室教育不一样，没有权威的老师高高在上的跟同学说活，只有一个

主持人引导同伴们参与游戏和讨论。在这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主持人是参与同伴的一

分子，主持人不应以“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的态度展开讨论，反而要有一颗包容

的心，多思考为什么同伴们会有各样的想法，把意见综合，再从中提出自己的建议。 

要注意的是，主持人必须对话题中核心信息要有十分的了解，并能够经过讨论去改正

同伴们对于题目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主持人一定要具备很强的沟通能力和观察力，

一旦发现讨论离题或同伴们误解题目，一定要及时改正和改变讨论方向。 

主持人要跟同伴们融为一体，靠的是事前的准备工作，就算主持人对题目内容很熟悉，

也不等于他能有效的带领游戏和讨论；主持人一定要不时温故知新也需要不断的对工

作坊做评估，特别是在如何引起同伴们的兴趣上，这不一定要和题目有关系，但若在

工作坊中，主持人能很快的吸引同伴的注意力并调动讨论气氛，这工作坊已经是成功

了一半。 

 

3.2 成功主持人的必备条件 (Put it in a mind map)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主持人，你一定要有/能： 

 很强的沟通能力 

 用心聆听和接纳不同的意见 

 建立意见的能力(opinion builder) 

 协调和组织讨论 

 分析能力 

 时间管理能力 

 有效解决各种问题 

 投入参与过程 

 领导才能 

 不断更新相关于题目相关的资

已有的良好习惯 
 

核心信息的传播 
 主持人的引导和鼓励 

 积极互动的活动 

（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 

反馈 

 参与少儿对信息的反应和

想法 

 主持人的意见和建议 

对新习惯的确立 
 建立新习惯 

 向同伴作出“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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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持人- Do’s & Don'ts 

主持人在进行工作坊的时候必须记住以下的 Do’s & Don’ts: 

Do’s  一定要 

 保持良好的眼神交流 

 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带动和鼓励同伴们参与 

 善用视觉辅助工具(visual aids) 

 说话要清楚，音量要够大 

 鼓励同伴们发问 

 在每节完结前作总结 

 流畅衔接讨论题目 

 写字时，字体要清楚 

 在完成每个活动后做小总结 

 用逻辑把题目有序排列 

 好好管理时间 

 K.I.S (Keep it simple) 简单就是美 

 给反馈 

 把教材放在显眼位置 

 把可能令人分心的事物移开 

 细心留意同伴们的身体语言 

 让同伴们专注在活动上 

 给清晰的指引 

 反复确认你的指引是否清楚，同伴们都

能明白 

 在整个过程中做评估 

 有耐心 

 不断温故知新，更新知识 

 

Don'ts 千万不要 

 只对着墙壁/黑板说话 

 挡住视觉辅助工具 

 站在同一地方，而不走动观察 

 不顾同伴们的反馈和评语（无论是行动上还是语言上） 

 纸上谈兵，没有多分享自己的例子 

 对同伴们大喊，用词不温文 

 

4.同伴教育活动形式 

 

同伴教育活用游戏和讨论来传播与核心信息相关的资讯，形式多样有趣，以下是同伴教育普

遍采用的活动形式和使用该形式要注意的事项： 

 

4.1 游戏 -Games  

让参加者共同参与有趣的游戏，从中介绍核心信息。 

使用方法：各项游戏的功能都不一样，有的用来热身，有的是让同伴们放松心情的情

况下接收信息，有的可以着重启发同伴们的思考等等。 

好处：好的游戏很快就能调动气氛，让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同伴们可以更容易吸收信

息或发表自己意见。 

注意！主持人应注重游戏的影响，若使用不当或使用过多，可能会带来反效果。而且

要常常留意同伴们的反应，要记住游戏的目的是要把信息转播而不仅仅是娱乐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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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在游戏的过程中，主持人发现无法把核心信息传递，一定要及时修正游戏的玩法

和信息的传送手段。 

例子 – 机械人大战 引出伤健共融，互尊互重的重要，让组员明白不应歧视身体有缺

憾的人，更应该想想如何可以做好更好的 沟通，明白平等互助的原则。除了让学生

明白到共融的重要外，同时也加强小组间的默契。  

游戏玩法: 

1. 首先分成几小组，在地上划出大片 ‘战地’，游戏时，戴着眼罩 ‘看不见’的

战士需要进入“战地”， 而身后遥控他的‘军师’要一直在战士背后并传递 ‘命令’

而进行不同动作。 

2. 规矩是:每一个命令只能是一句话 

3. ‘战士’根据命令 

4. 在游戏进行前，每组都有 10 分钟讨论组内沟通的方法， 

人数:10-30 人，分成几小队 

材料准备:20-30 个报纸球及每组一个眼罩 

场地要求:用绳围住游戏场地，变成 ‘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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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玩法: 

每组要派一位戴着眼罩“看不见”的战士，游戏进行时所有人都是不能讲话的。战

士外其他人在场外，负责给予指令。 

初级难度是:场外的人可以把指令说出来，但只能是“一句指令”。升级难度是:场

外的人不能把指令说出来。 

而每队的人要在对战前商量如何给予指令 ( 即是指令的密码 )( 例如:前、后、左转、

右转、拾起物品、攻击 )，但是不能让其他组知道。 游戏以轮流制进行，蒙眼的

组员在轮到他的回合才可以行动，在其他回合不能动。而回合内场外组员就要给予

提示。 

多数“战士”会有三种行动:行走、拾起物品、攻击。 

行走：必须在场内行走，不得走出场外 

( 进阶规则：当触给场地边界时，其回合立即结束 ) 拾起物品:地下以报纸球作为

攻击物品，当石头碰到非拥有者时 ( 无论有意或无意 )，是为“攻击成功”，而被

攻击成功的蒙眼战士视为出局，走出场外，直至场内剩下一位得胜者。  

游戏反思：让每组分享游戏心得，并明白到有效沟通是包括“表述清楚”、“耐心

聆听”、“理解对方”及“感同身受”。  

 

4.2 头脑风暴 - Brainstorming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让同伴们对一命题引发联想，并把自己对命题的“关键字”说出。 

使用方法：主持人必需具启发，扩展和总结归纳的能力，重点协调和启发更多的“关

键字”，让参与者能在不同角度思考有关命题的“关键字”；同时主持人应该着重

营造一个包容接纳的气氛。 

好处：同伴们能集思广益，互相补充，让他们在短时间内互相启发。主持人应该善

用头脑风暴作为引导话题并把自己的建议有机地说出，作出补充。 

注意！要顺利进行头脑风暴，一定要先营造一个开放的氛围，要让同伴们明白在活

动中没有错的答案，要的是集思广益；创新的看法应该要受到嘉许，鼓励更多的“关

键字”加在其中。主持人也要留意一些反应相对比较慢的同伴们，多问他们的意见，

带动他们参与。 

 

例子: 洗手随想 

目的: 

- 使用头脑风暴，集思广益 

- 让同伴们认识跟洗手有关的题目，如“洗手的好处”，“为什么要洗手”等 

- 鼓励同伴们多用生活中的例子 

方法:头脑风暴 

工具:黑板和粉笔、粉纸工作纸 

时间: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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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主持人在黑板上写上“洗手”，让后请同伴们在粉纸上写上对两个字的联想;  

2.主持人再请他们在另一张粉纸上写上另外另一个对洗手的联想;  

3.主持人请他们展示自己的两张粉纸; 

4. 归纳他们的种类然后在黑板上写上“原因”，“如何”，“好处”和“其他”; 

5. 请同伴们按自己写的意见，简单解释一下并将粉纸贴到黑板上所属于的类别; 

6. 最后，主持人总结一下各位的意见，并对比较特别的联想尝试解释一下。 

注意: 同伴们未必能说尽主持人心目中的答案，这其实在联想活动中其实不重要，

活动的目的是要看同伴们在日 常生活中对“什么时候要洗手?”和“洗手的好处”

等健康教育的题目敏不敏感。若不敏感的话，主持人 应在请向同伴们解释时多引

导其他人对洗手的思考。  

 

 

 

 

 

 

 

 

 

 

 

 

 

 

 

 

4.3 案例分析 - Case Study 

给同伴们不同的案例或者故事，带动他们深入讨论各案例的原因和影响。 

使用方法：先找一些与题目相关的案例，让同伴们围绕特定的主题发表意见，鼓励

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作比较，从而让他们作进一步反思；多跟小组讨论一并使用，

让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 

好处：在一些比较抽象的题目上，透过案例分析，主持人可以更容易把不同的概念

以实在的例子跟同伴们分享，让他们更容易理解。 

注意！主持人应该要常留意讨论时的气氛和讨论的主题，不要让一些参加者被拒绝

在外，如果发现有同伴们很少发言，应该立刻干预并作出引导，让每个人都能在案

例中得到信息，而不是单纯的明白案例所发生的经过，所以案例的选取也是非常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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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生命红绿灯 

目的:让同伴们明白什么是“危险”的情况，主动保护自己 

方法:阅读绘图故事，游戏 

时间:三十分钟 

工具:绘图本，红绿灯工作纸，命运卡 

做法: 

1. 主持人请同伴们在红绿灯上涂颜色 ; 

2. 然后请一位同伴阅读爱丽丝绘图本的内容，并就当中不同的情节和状况，请其

他同伴举起红灯或绿灯， 红灯代表危险，绿灯代表安全 ; 

3. 就他们的大多数的选择引起讨论。也可以是每人轮流抽出“命运卡”，然后根

据内容选出红或绿灯，并 说为什么。 

命运卡内容 

网上小故事 – 有聊了两年网友约自己去玩 – 聊了两年啊，算是陌生人吗? 

街上有个陌生阿姨请你吃糖 – 有糖吃，棒极了 

陌生阿姨带你去公园玩 – 这个阿姨看上去很友善啊! 

不如脱衣服让我检查身体 – 他说他是个医生。 

给我你的电话号码，送你免费上网 – 不用钱能上网，实在太好了! 

免费送你水果糖，帮忙填张问卷 – 要填上地址名字电话号码  

我是你爸爸的同事呀，现在有事找你，快到公园来。 - 他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4.4 角色扮演 - Role play  

同伴们根据不同的任务，分别在特定的情境中扮演不同人物，表现某些故事情节。

在故事完结后，大家再分享对故事的感受。 

使用方法：预先对故事的内容和角色有明确的规定能让参与者充分了解到故事内的

信息，生动地引出核心思想，透过之后的讨论来确立信息的传播。 

好处：当参加者投入各种情景，便能设身处地思考问题，触动内心感受，所以在故

事后的分享非常重要。透过生动的角色扮演，令工作坊变得更活泼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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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角色扮演也能启发同伴们的创作能力，但一定要贴题并紧扣中心思想。有些

参加者可能过于拘谨，影响投入，主持人这时应该主动鼓励其他同伴互相支持，完

成项目，为他们增强自信心。 

 

例子:盲蚁侠神奇的一天 

目的: 

2 明白眼睛的重要 

2 让同伴们运用想像力解决问题 

2 训练合作精神 

2 多关心身边残障人士 

时间:一个小时 

方法:故事创作、角色扮演、分享 

工具:工作纸，一些戏剧道具，一个眼罩 

做法: 

1. 把同伴们分成几个小组，请他们在各小组中选一位同伴作“盲侠”/“盲女侠”，

一位同伴作说书人; 以“盲(女)侠神奇的一天”作题目，创作一个小故事，故事一

定要提到盲侠遇到困难并加以克服; 

2. 其他的同伴除了要帮忙写故事，还要准备道具; 

3. 请每一组都演一次他们所创作的故事，当中盲侠要带者眼罩演戏，并由组员用

自己的方法辅导他完成任务; 

4. 完成所有故事后，主持人请各盲侠分享一下看不见的感受和经历，引出护眼的

重要性。 

注意: 主持人应该要注意盲侠们的安全，腾出足够的空间让小组演出，不要让尖利

的道具出现在剧场里，如果有 需要，便请小组自行画出道具，注意安全。 

反思: 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可是我们都以为拥有看得到的眼睛是常事，于是不

太注重护眼的方法。现代的同 伴长期使用电脑、手机等会发出强蓝光的工具，又

喜欢看电视，很容易有近视眼和一些眼科问题。眼睛和 牙齿一样，要是坏了就回

不了去。让同伴试试看不见的经验，让他们知道眼睛的重要性，也让他们关心残 障

人士，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对于一个瞎眼的人来说也是困难重重。透过这个故事，

让他们产生同理心， 关心他人。  

4.5 小组讨论 -Group discussion  

把参与者分成小组，对特定问题进行讨论；完成讨论后，向大家报告，说明各个要

点；在报告后，其他参与者亦可以对各要点作出增润的建议。 

使用方法：先给各组明确的讨论题目，讨论时间，并要每个小组选出汇报人。在汇

报后按需要进行问答的环节，让其他组别的参加者都能加入议题，扩大交流空间。 

好处：小组讨论能调动积极性，并且可以在互相交流中产生团体合作精神，有机地

介绍分工合作和互相尊重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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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主持人要注重小组的组员搭配，并强调互相尊重的重要性，让每个人都有机

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主持人若发现有组员游离，应引导其他组员一同鼓励游离组员

发言，让他能专注在讨论的题目上，若是因为他对题目有误解，应该立刻为他解释

讨论的题目，并请其他组员一起帮忙，让小组更团结。主持人必须清楚表示讨论中

没有对与错，同伴应该要学会接纳别人的建议和意见。 

 

例子:健康餐单我来写 

目的:巩固他们对健康餐单饮食的资讯 

方法 : 小组讨论，汇报 

时间:20 分钟讨论， 每组五分钟报告 

工具:工作纸 

做法: 

1. 以小乐当厨子为题，集思广益，收集建议; 

2. 将同伴们分组，每组设计其中一天的早餐和午餐的餐单和两项休息时的零食; 

3. 让同伴们作讨论; 

4. 每组汇报给全部参与者，在每次汇报后请其他人作出建议。 

注意: 主持人应该要留意其他人建议时的用词，不要建立一个批评的环境，应该以

善意的态度来让分享者明白在 场的每一位都希望他得到健康，并由日常饮食开始。

主持人亦应该要告诉同伴们采取健康饮食方案是自己 的责任，要实行的话，应该

多和家人讨论，让他们影响家里其他人的习惯。  

反思:食物金字塔中所提及的是均衡饮食，不要偏食。这个课题里面并不是一面倒的

要求同伴们拒绝甜食 和零食，或是只吃素而不吃肉，这类极端的方法也是很不健

康的。单元的核心是健康饮食，意义在于提醒 同伴们在选择食物时应该多考虑将

要放进口的东西属于哪种类型，食物是经过怎样的处理，可不可以为自 己带来健

康等问题来引出他们对“健康信念”的渴求和满足，并要求家人改善日常餐单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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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写卡片- Idea cards  

提出命题再分发卡片给参与者，个人把自己的观点跟想法写在卡片上（每张写一个），

然后把不同的卡片作解释，归类和分析，最后做一小结。 

使用方法：先提出一个范围大的命题，再集合每个人对题目的观点，也请他们逐一

为自己所写的想法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当中也可以包含讨论的成分，大家一同作归

类和分析。 

好处：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团体的互助和互相启发，其他同伴的意见也

可以引起更多的思考方向和空间。 

注意！题目的设定一定要够广才可以得到不同种类的卡片和意见，若见到多次重复

的话题，不妨引导同伴们在不同角度对相同的意见作出引申，充实讨论内容。 

例子:生环者手册 

目的 : 

1 破冰活动 

2 让同伴们认识什么是生存权 

3 让同伴明白什么是必须品，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4 透过和同伴的交流得到启发  

方法:脑风暴、绘画  

时间:三十分钟  

工具:黑板，粉笔  

做法:  

1. 让同伴们轮流说出对“生存的必需品”的看法，让他们先画出来; 

2. 支持人收集并贴在黑板上再加以归类，再介绍什么是真正的必需品存之间的关

系;  

3. 深化同学们讨论的题目，加以反思。  

生存必需品:例如干净水，营养食品，保暖衣物，鞋，安全环境，卫生，疫苗 。有

些不是必需及基本的事情:电视机 / ipad / 零用钱 / 漫画书  

 

4.7 辩论 - Debate  

辩论让参与者明白不同意见能够共存，也可以尝试让他们学会在不同角度看同一个

题目，并引出相关意见。 

使用方法：先订出题目，让个人先思考然后选择站在“同意”，“不同意”或“不

知道”的队伍中。主持人会按不同的观点带领辩论，注意给各方公平的时间去发表，

让大家听取不同的声音，从而深化题目，引出核心信息。 

好处：让每个人都要动脑思考，并要清晰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让他们明白同

一个题目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在尝试说服其他人的同时，也要作出妥协。 

注意！主持人应清楚说明在活动中的辩论没有输赢，只有善意的妥协；就算是完全

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也要尊重他人，让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能够共存。主持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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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敌对的态度产生就必须要细心观察三方的辩论情况，不能让有攻击性的语言出

现，强调这是对事不是对人，营造健康的讨论环境。 

 

4.8 个人绘画 - Drawing  

引导参与者画命题画，之后互相分享和讨论。 

使用方法：先设定题目，让同伴们自由发挥，表达内心对题目的感受，然后再跟其

他人介绍自己的画，让其他人都能从画中得到启发。 

好处：让每个参与者创作出自己心目中对题目的形象，激发创作潜能。 

注意！这并不是绘画比赛，绘画美不美不是评论的议题，反而画的内容才是主角，

因此主持人需要注重讨论的重点，若发现有离题的情况应该尽快把题目回到核心思

想的讨论上。有些同伴可能觉得自己的画功不好而却步，主持人应该多鼓励这些同

伴们创作，提出艺术没有美丑之分，让他们能随心绘画，再在分享的部分解释自己

的画作。 

例子:牙齿涂鸦 

目的:让他们了解什么是蛀牙和因何种原因会导致蛀牙。 

方法:涂颜色 

时间:20 分钟 

工具:两张牙齿型的工作纸，颜色笔 

做法: 

1. 先让他们在一张牙齿的图案上涂颜色用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 “坏牙齿”; 

2.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让他们说出“坏牙齿”的成因，并写在黑板，探讨蛀牙成

因; 

3. 让他们在另一张牙齿图案上涂颜色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好牙齿”; 

4. 再次在主持人的引导上说出“好牙齿”的成因，也写在黑板上，包含牙齿保健

的思想; 

5. 最后以主持人的一条问题，“你们喜欢‘好牙齿’还是‘坏牙齿’?”作结。 

注意: 主持人应该用他们对自己日常生活习惯的细节作为反思的定点。主持人也应

该提出牙齿是一辈子的朋友， 如果恒齿掉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一定要好好保护

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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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效的沟通 

 

沟通指用任何方法交换或者传送资料和想法，成功沟通必须要有四个元素：信息发送者，信

息，发送媒介（medium)和信息接收者。在同伴教育中，良好的沟通非常重要，除了主持

人需要有具备强而有效的沟通技巧外，同伴们也要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使交流更畅顺，事

半功倍。 

 

5.1 沟通的种类 

沟通大致分为四类：口头上，文字上，图画上和身体语言 

口头上：简单来说就是用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中也可以用上视觉辅助和一些非

话语的元素去解释。口头交流的例子有：公开讲话，汇报和讨论等。要注意的是口头

沟通和身体语言有着很紧密的关系，会在下面再作介绍。 

文字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所想，“我手写我心”。 

图画上：一些活动会要求同伴们把心中所想以图画或者图案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颜

色和构图都能显示画者的思想和概念。主持人应多参考绘图治疗的书籍来分析各参与

者想表达的内容。 

身体语言：这是很容易忽略的一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人的不同动作往往是最真

实的表达，最诚实的语言。主持人该常常留意同伴们的身体语言，看看和他们口中所

表达的是不是一致，比如说：主持人若看见其中一位参加者在作汇报时，一面说话，

一面握紧拳头，而且神情慌张，主持人便应该想办法缓和气氛，让参加者能在放松的

状态下继续讲话，建立良好氛围。所以，主持人不应该只听同伴们说的话，更应该多

观察他们的身体语言，让沟通能顺利进行。 

 

5.2 沟通屏障 

有效沟通（effective communication）指信息能顺利由发送者传送到接收者那里，

然而，不是每一次沟通都可以成功把信息传送的。当沟通屏障出现的时候，主持人应

该立刻改变沟通的方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方法或环境，减低信息传播时所受到得干

预，让同伴们能顺利接收。以下列出在工作坊里有机会遇到的沟通屏障和解决方法： 

 

5.2.1 语言： 

屏障：使用大量的专门的名词让很人感到很困惑。 

解决办法：尽量少用专门的名词，以简单到位的表达来取胜；如果真的需要用上同伴

们陌生的词语，不妨先清楚解释各名词的意思，再继续发送信息。 

 

5.2.2 噪音： 

屏障：不同的声音会打扰信息的传送，因为同伴们根本听不到其他人说的话。 

解决办法：尽力减少背景的声音，尤其汇报的时候，其他同伴应该要尊重正在汇报的

同伴们，少作私下的讨论；如果有几个人同时发言，主持人应该做协调的工作，让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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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一个接着一个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要减少场地里能让其他人分心的事物，专注

在有关题目的交流上。 

 

5.2.3 资讯泛滥： 

屏障：有时候资料过多会带来问题，如在小组讨论中同伴们的意见太多，便会拖慢决

策进度，而且跟题目无关的信息也会夹杂其中，让中心思想不能有效传播。 

解决方法：主持人必须控制每次信息的数量，不能太多，因为过多的资料会让参加者

吸收不了；若发现在小组讨论时，组员的意见太多，不妨做出干预，让他们集中在几

个与核心思想有关的项目上。 

 

5.2.4 情绪： 

屏障：信息流也会受到传送者和接收者的情绪所影响。 

解决方法：主持人必须细心留意参加者的情绪的起伏，若有敌对的情况或者在一些话

题上触动到参加者的某些负面情绪，一定要立刻作出协调或终止讨论，让他们的情绪

稳定后再用另一个方向引出题目，重申同伴们应该要互相尊重和包容。 

5.2.5  间断 

屏障：太多中断信息的情况（如在传播中心思想时加插太多其他资讯），让信息变得

零碎和不完整。 

解决方法：记住“简单就是美”的原则，K.I.S (Keep it simple)，尽量把核心信息包

装成一句简单易明的标语，并加上一到两个例子说明。也鼓励同伴们使用这种形式去

表达心中所想，减少间断的情况。 

 

5.2.6 前后矛盾 

屏障：资料矛盾不一致，让人摸不着头脑，减低说服力。 

解决方法：要杜绝这种情况并不难，主持人只要在工作坊进行之前作好准备，对资料

和教材弄清楚，便不会有资料不一致的问题；如发现同伴们的表达有矛盾的情况，主

持人一定要多番确认并帮忙建立统一的信息。 

 

5.3 如何强化沟通技巧 

要记住： 

“简单就是美”- K.I.S 

短小精干，不要加插太多不相关的资料 

控制每次资料传送的数量，不要太多 

用同伴们都能明白的逻辑和比喻去解释 

善用视觉辅助工具 

不时跟同伴们确认信息已经有效传达 

在每次活动后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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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有用的句子 

核对： “你的意思是...吗？我有清楚理解你的意思吗？” 

给予反馈：“你刚才提出的观点非常重要，谢谢你的提醒。” 

扩展：“你的意思代表了 A,也许也要听听 B。” 

加快节奏：“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时间，不如尽快在两分钟内作总结。” 

唱反调： “我明白你的观点，但你所说的不能代表全部人，其他人有没有不同的经

验呢？” 

缓和紧张气氛：“ 我认为 A 和 B 的观点不矛盾，他们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总结：“我们今天讨论过的题目有...”或 “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讨论过的题...” 

 

6. 有关评估 

 

评估对同伴教育活动的设计和进行非常重要。特别针对训练效能、核心信息、活动方式和流

程、甚至有关活动的物流管理等作出评估，并在整个训练的中期和完成时进行，让日后举办

同类活动时更有效率。 

评估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批判的态度去看整个过程，而是要引申出一套有效的系统去让主持人

明白每个活动的强项和弱项，帮助主持人反思和稳固同伴们的吸收技能，这样也可以帮助主

持人改善和加强以后的同类活动的效能。 

6.1 需要评估什么？ 

以下是几个重点评估项目： 

 

6.1.1 同伴们的 

态度的改变- 活动有没有正面改变他们对题目的态度和价值观； 

行为的改变- 在活动过后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受到好的影响，根据引导方向改变习惯； 

概念的建立- 核心思想有没有扎根，他们对有关概念有没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6.1.2 教育活动的： 

目标 - 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在何种程度上达到； 

内容和活动手法- 内容是否覆盖应有的范围，手法是否适合引出核心思想等； 

团体合作- 活动能否推动同伴们的团体合作精神，做到互相鼓励和带动好的影响等； 

主持人- 有没有顾及同伴们的进度； 

教材- 是否有组织地使用，同伴们觉得教材有趣吗； 

辅助工具和环境- 环境（实在和营造的）能不能配合同伴们思考和讨论，辅助工具有

没有搭配得宜等。 

 

6.2 如何评估： 

当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独立个体，要确立统一的标准会有一定的难度。主持人不妨用多

方面的资料作为评估的参考，以改变为基本前题，使用对比的手法去衡量每位同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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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课程前和课程后的个体作比较。主持人可以主动问同伴们对他们自己的意见，

主动让他们比较“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在完成工作坊后，不妨问问其他

参与者对该群同伴的意见，再加上主持人的观察来作出结论。 

同时，主持人应该善用不同的记录工具来帮助自己做评估的工作，例如利用工作坊日

记的形式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也应该要鼓励同伴们写一本工作坊日记。如在活动中

有突发的事情或者是同伴们引出具启发性的内容，应该立刻记录，以供日后参考。 

 

6.3 何时评估： 

主持人应按活动需要，自由计划适合的评估时间表。 

每天评估：这样能快捷地找出问题和作出调整 

中期评估：在活动中期作一个小评估，让参与者反馈学习到的信息及收获，对活动的

感受，包括活动内容和流程等，更可以提出要求加强之后工作坊的吸引力，如尝试新

的方法或者学习新技能等。中期评估可以是以问卷或是单独面对面访问的形式。 

完成活动后：在每节活动结束后，趁着核心信息对参与者还是很新鲜的时候进行，用

以评估该活动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回家后：完结一天的活动后，同伴们可以在家回想一下当天活动的细节，评估一下什

么活动适合自己，或是有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之后反馈给主持人，让他可以在下次作

介绍同类信息时更加得心应手。 

 

 

6.4 评估方法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评估方法： 

 

6.4.1 口头分享：把参与者分成小组，然后给他们一些指引或问题，综合组员意见再

作报告。 

 

6.4.2  问卷访问：把问卷分派给参加者。其中问题必须要清楚和有逻辑地串联，亦

必须扣紧主题。问题亦能以多种形式表现，让受访者自由作答。建议使用多项选择题

去作交叉检查，即将同一项题目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对资料分析很有帮助。 

 

6.4.3 面对面访问：这是最直接收集资料的方法，除了严肃地相约参加者见面外，主

持人不妨把日常的交谈作为访问的一部分，间接问一下同伴们的意见。这种方法也可

以让主持人知道参与者对核心信息的熟练程度。 

 

6.4.4 日常观察和记录：主持人应该要细心观察各活动的进行和参加者的反应，活动

中的每一分钟都是有用的资料--个体参与程度和表现，组员间的交流，群体文化等等，

并把观察细节记录在案，用以日后复查资料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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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编写报告 

 

在完成评估后，所有重点都应该包括在一份完整的报告之中，让更多的人知道该次课程的进

行情况，并为之后相同的项目打好基础，也为相似的项目提供相关的资料。 

每份报告都行该包含有关活动的资料，训练的重点，课程目标，参与者的背景，主持人的背

景，核心思想和活动的形式，有的报告更会加上评估后的结论和提议。 

在编写报告时，作者一定先问自己一条问题：“谁是我的读者？”这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

关系到报告的风格、设计、内容和语言，不同的读者需要的资料都不一样。作者应要按照目

标读者的需求而去选择恰当的材料去编写报告。 

 

7.1 报告种类 

7.1.1 事实报告：是整个课程的纵览，课程目标是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用了什

么方法，有多少人参加，为哪个单位所举办，大概活动日程等。这种简明的报

告的读者主要是课程的捐助者，政府官员或是项目的行政人员等，当然对参加

者也是很有用的。 

 

7.1.2 进度报告：是课程的细节，解释课程中的核心主题和信息，一些有关的理论，

每天的主题，每一个环节的重点，主持人的反馈和对教材的使用等对参与者在

回家后能反思整个课程的不同部分并加以巩固当天的核心信息。这份报告也能

为日后举办相关课程的主持人作为参考。 

 

7.1.3 分析报告：是课程的评估报告，说明了为什么和如何采取一些手段去进行同

伴教学，在进一步引出对课程细节的分析，利用日常评估工具，对内容加以归

纳，集结成一份完整而全面的分析。重点说出什么方法有效教育，什么活动的

反应冷淡等。这种报告的主要用家为教育工作者，让他们明白如何策划同伴教

育和明白同伴教育的好处和不足，从而启发更多相似的教育方法。 

 

7.2 注意事项 

 做好评估，充实内容 

 整理内容，逻辑编排 

 弄清需要，适当选材 

 文字精简，容易明白 

 重复校对，减少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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