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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ommissioned by the Red Ribbon Centr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FPAHK) delivered a health promotion project to 
support the World AIDS Day 2014 during April 2014 to November 2015 wit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1.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HIV prevention, in particular the awareness in 

students at junior levels of secondary schools; 
2. To help youth, in particular students at junior secondary levels to gain knowledge, 

life skills and confidence necessary to the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 
3. To improve youth’s access to safer sex information and to promote condom use as 

a social norm among the youth population; and  
4. To encourage youth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unity for promoting HIV prevention. 
 
The project comprises of three core activities, namely, (1) a performance event cum 
kick-off ceremony to commemorate the Word AIDS Day 2014 scheduled on 29 
November 2014; (2) a series of Life-skills based education (LSBE) programmes on 
HIV/AIDS conducted in the school years of 2014-15 & 2015-16, targeting 1,500 
students at junior levels of secondary schools; and (3) development of a mobile app 
game to improve youth’s awareness of safer sex and to promote condom use among 
the youth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direct and indirect beneficiaries for various 
activities is listed below: 
 
Item Number of beneficiaries 
1. A performance event cum kick-off ceremony 864 visitors 
2. LSBE programs on HIV/AIDS and sexuality 1,504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3. A mobile app game “Getting to Zero” 1,000 copies of DVD ROM 

version for free distribution; the 
number of download as at 30 
November 2015 was 135. 

 
Overall, the project was found to be effective in achieving its objectives, in particular, 
the delivery of LSBE programs with age-appropriate content enabled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develop life skills and positive attitudes for protecting themselves 
against HIV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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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Deliverables & Results: 
 
I. A performance event cum kick-off ceremony: 

To commemorate the World AIDS Day 2014 and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t goals in implementing AIDS-related policies, a performance event 
cum kick-off ceremony titled“Getting to ZERO 零零無歧 --- 全球同抗愛滋

病運動 2014 啟動禮”was conducted on 29 November 2014 at the outdoor plaza 
of Sha Tin Town Hall.  
 
Featuring light-hearted and wholesome programs appealing to youth and the public, 
the event was attended by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key stakeholders. 
Students’ performances were arranged to convey messages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HIV prevention. Other highlights included a drama by Touch Theatre, street 
dance and rock music performances presented by youth, and booths of DIY 
pom-pom loom rubber band bracelet, snapshot selfie studio and games hosted by 
the Hong Kong Coalition of AIDS Service Organizations. Besides, the “Getting to 
Zero” sexuality education mobile app game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for free public 
download. 
 
The ceremony was officiated by Mrs Regina LEUNG, Wife of Chief Executive and 
Patron of the Red Ribbon Centre, Dr KO Wing-man,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Dr Constance CHAN, Director of Health, and Dr LEUNG Ting-hung, 
Controller of th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Other officiating guests included Dr Zhang Ying-ji, Directo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epartment of the Health,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Dr LEONG Lek-hou, Commissioner of the 
Macao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ission, Dr Susan Fan, Chairperson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on AIDS, Dr Matthew Ng,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for 
AIDS Trust Fund, Dr Richard Tan, Chairman of Management Advisory Committee 
of Red Ribbon Centre, and Ms Lina Yan, Chairman of FPAHK. The rundown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is shown at Appendix 1. 
 
Eight hundred and sixty-four visitors were recorded to have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visited the game booths.  1,000 copies of memo pads and another 1,000 
copies of mobile phone screen cleaner were produced as souvenirs for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event. The Association has issued a press release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event cum kick-off ceremony. Four media agencies including Sing 
Tao Daily, DBC Radio, Phoenix TV and ATV attended the event and 16 media 
reports were 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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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 series of LSBE programs on HIV/AIDS for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Young people can make responsible choices about sexual health if they are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and essential skills necessary for adopting protective 
behaviour. In view of this, a series of LSBE programmes were launched in the 
school years of 2014-15 and 2015-16, serving a total of 1,504 students from 11 
secondary schools, of which 94% were F.1 to F.3 students and 6% were F.5 
students. The list of participating schools is shown at Appendix 2. 
 
The program was conducted in a classroom setting by an Education Officer i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requir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students. Each LSBE 
programme consisted of 3 lessons, each lesson lasted for 1 hour of content, 
focusing on developing students’ life skills for HIV prevention, including cognitive 
skills (abilities on problem 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decision making); 
self-management skills (self-awareness, self-control and resilience); and 
communications skills (interpersonal skills including refusal,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To reduce stigma and to promote youth’s confidence in using condoms prior to 
sexual relationships, a condom demonstration was arranged in the second lesson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acquiring practical skills of using 
condoms. The lesson plans for the three lessons are summarized in the table below. 
More details of the lesson plans are shown at Appendix 3. 
 
課節 學習目標及核心信息  活動形式  

第一節 

抉擇及 

批判性思維

技巧 

1. 建立同學的批判性思維，打破謎

思，學習正確的愛滋病知識 

2. 提升抉擇能力，應用 3C 方法去學習

如何進行選擇 

課程前問卷、小組

遊戲、情境討論、

講解、填寫課堂日

誌等 

第二節 

自我認知及 

管理技巧 

1. 增加同學對個人性態度的認識，學

會尊重別人不同的價值觀 

2. 學習較安全性行為的知識和技巧，

包括正確使用安全套技巧，以及可

預防的傳染病，包括多種性病和愛

滋病 

小組遊戲、分享/

反思、安全套使用

技巧示範、填寫課

堂日誌等 

第三節 

溝通與人際

關係技巧 

1. 檢視不同關係的重要價值 

2. 認清情緒在關係衝突中的角色，學

會閱讀自己和別人的情緒 

3. 學習以關係協商的技巧去處理衝突 

小組討論、角色扮

演、生活技能練

習、課程後問卷、

填寫課室日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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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solidat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fter each lesson students were given 
some time to answer questions as reflective journals (課堂日誌) about what they 
had learned, any new thoughts about HIV positive persons, etc. The questions are:  
1. 你曾經被甚麼誤導而做了不適當的決定？ 你從中學習到甚麼？   

2. 你對愛滋病毒毒感染者有了甚麼新的看法或瞭解？ 

3. 如果你不同意好朋友提出的要求，你會怎樣做？ 

4. 經過這三課，有甚麼給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Here are some comments collected from students:  

 

 
 
「我了解到愛滋病對病人的影響巨大，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感染愛滋不等於生命的結束，要朋友及家人支持和鼓勵感染者，才能

協助他走出困境。」 

「我認為只要定時服藥，好好照顧自己，愛滋病病人也活出與正常人一

樣的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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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ssessment & Program Evaluation: 
A questionnaire with 12 questions was distributed to students in the beginning and 
after each lesson as pre- and post-programme test to assess whether there was any 
enhancement regarding students’ knowledge on HIV prevention, condom use and 
positive attitudes related to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self-protection. The 8 questions 
related to knowledge on HIV prevention were: 
 
1. 愛滋病毒感染者壽命最多只有 5 年（不正確） 

2. 性病只會影響性器官（不正確） 

3. 一個人可成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而不自知（正確） 

4. 愛撫身體是感染愛滋病病毒的較高風險行為（不正確） 

5. 性伴侶愈多，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機會愈高（正確） 

6. 只有同性戀者才會感染愛滋病病毒（不正確） 

7. 使用安全套時須檢查安全套的有效日期（正確） 

8. 感染愛滋病病毒初期，性器官會感到刺痛（不正確） 

 
The 4 questions on self-awareness of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self-protection were:  
 
9. 在進行選擇時，我會聽信權威人士的意見 

10. 我認為自己沒有可能感染愛滋病病毒 

11. 如果與戀人的感情出現了問題，我會嘗試與對方好好溝通，以修補

彼此的關係 

12. 表達不同的意見會影響感情關係的發展 

 
A total of 1,453 copies of pre-programme questionnaires and 1,428 
post-programme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Results of students’ assessment are 
summarized as at Appendix 4.  
 
Overall, the LSBE program was found to be effective in enhancing students’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related to HIV/AIDS. The average score students 
achieved after attending the programme were raised from 6.59 to 7.11 (the total 
scores were 8). In general, female students had a better knowledge on HIV 
prevention than male students and more female students answered correctly for 
questions 1 to 8. Overall, more students got the correct answers for all questions 
except question 6 after attending the LSBE programs. Regarding any positive 
change of attitudes, more students agreed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get HIV 
(Q10), which in a way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gained a higher awareness of 
protecting themselves against HIV infection after attending the LSB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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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am effectiveness was also evaluated by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A 
survey using a 4-point Likert Scale (4=agree, 1=disagree) was distributed to 
responsible teachers to assess the satisfaction level about the programme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f similar programmes in the future. 
The number of evaluation surveys received respectively for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lesson was 43, 39 & 34. From the survey, it appeared that most respondents 
considered the program content quality and facilitators’ performance good. For 
instance, there was a high agreement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1. 總的來說，我對活動感到滿意 
Q.2 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 切合對象需要 
Q.4 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 
Q.7 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 

 
Lesson 1 
Question Rating: 4 (agree) Rating:3 (agree) 
總的來說，我對活動感到滿意 51% 49% 
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 切合對象需要 56% 42% 
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 56% 44% 
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 42% 53% 
Lesson 2 
Question Rating: 4 (agree) Rating:3 (agree) 
總的來說，我對活動感到滿意 50% 47% 
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 切合對象需要 45% 55% 
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 51% 49% 
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 41% 51% 
Lesson 3 
Question Rating: 4 (agree) Rating:3 (agree) 
總的來說，我對活動感到滿意 32% 68% 
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 切合對象需要 44% 53% 
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 41% 59% 
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 41% 47% 

 
Besides, written comm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teachers. Some expressed that the 
program format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were stimulating which enabled students to 
reflect own values and sexual attitudes. Some appreciated the audio-visual 
materials, examples used and condom demonstration. Some raised positi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group size and certain teaching activities. A 
summary of teachers’ feedback was shown at Appendi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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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 mobile app game titled “Getting to Zero” 
Apart from direc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students, the message of HIV 
prevention is presented in a game format to attract youth's attention. A sexuality 
education game in the mobile app format titled “Getting to Zero” 零零無歧性教

育流動應用程式 was developed to promote safer sex and condom use, and to 
raise youth’s awareness of the three important goals of UNAIDS, namely zero new 
HIV infections, zero discrimination, and zero AIDS-related deaths.   
 
In the app game, the player has three missions in line with the UNAIDS' targets: (1) 
to kill the HIV virus and protect Hong Kong people from infection; (2) to provide 
continuous treatment to those infected to prevent their conditions from getting 
worse and to prevent deaths; (3) to clarify myths stemmed from misunderstanding 
about HIV/AIDS and infected patients, which would cause further discrimination 
in society. Through the game, players can learn more about HIV/AIDS, routes of 
transmission, methods of preven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safer sex. It also helps 
clarify certain myths, and encourage players to treat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with acceptance, respect and care. Players who have got through all three stages 
can win the “Zero Death” Badge, “Zero Infection” Badge and “Zero 
Discrimination” Badge. 
 
The game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the World AIDS Campaign 2014 event held 
on 29 November 2014. It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on Android, iOS mobile 
phones and tablets, and can be played in the Association’s Activity & Resource 
Centre (ARC) located on 8/F of Southorn Centre and the Mobile Classroom. 
Besides, 1,000 copies of DVD ROM version were developed for distribution to 
schools,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and public. As at 30 November 2015, the number 
of download of the game was 135. 

 
Project Impact &Sustainability:  
Nowadays, many secondary schools still place low priority on HIV/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tightly scheduled examination-oriented system, despite there 
is early physical maturation of today’s youth and an increasingly open attitudes to 
sexuality in the society. This project is effective in facilitating the availability of and 
increasing students’ access to HIV and AIDS information. In particular, the delivery 
of LSBE programmes with age-appropriate content enables students to acquire 
essential information of HIV and AIDS, develop life skills and positive attitudes for 
protecting themselves against HIV infection. The quantitativ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experienced improvements in HIV/AIDS related knowledge, with an 
improved sense of self protection after joining the programme. Teachers of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also expressed appreciation of the programme quality and 
facilitators’ abilit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ndzz.GToZero&hl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getting-to-zero-ling-ling-wu-qi/id933157814?mt=8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getting-to-zero-ling-ling-wu-qi/id933157814?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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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year, the Association’s education team conducts sexual health programmes for 
numerous schools in Hong Kong, serving about 30,000 students per school year. The 
staff will take reference with the lesson plans of LSBE programme for teaching safer 
sex when appropriate for wider dissemination of message of HIV prevention to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esides, guided tour visitors (including students, teachers, 
social workers and parents) of ARC and Mobile Classroom will be introduced with 
the mobile app game that helps spread out message of HIV prevention. 
 
Lessons Learn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ject, staff encountered difficulty in recruiting sufficient 
schools for joining the LSBE programmes since some teachers had hesitation to 
arrange a condom demonstration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Consequently, the LSBE 
programmes were extended to 2015-16 school year. For future LSBE programmes, it 
is important to arrange briefings for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before the project 
start so as to solicit schools’ support for programme implementation. Apart from using 
a real condom, other learning tools such as animations or online resources maybe 
considered for demonstration in the lesson so as to reduce the resistance of schools.  
 
Conclusion & Recommendation:  
Overall, this project was effective in achieving its objectives. Especially, the LSBE 
programmes enhanced youth’s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of HIV and AIDS 
information; empower them with the essential skills for adopting safer sex behaviour 
and making good decisions regarding sexuality. Through observation, teachers of the 
participating schools also gain experience in conducting similar programs for their 
particular students. Furthermore, the mobile app game serves as teaching material to 
supplement the lesson on educating HIV prevention, and in a way helps to spread the 
messag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bout self-protection including condom use and not to 
stigmatize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lthough education alone is not a solution to HIV/AIDS, i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Apparently, this project cannot 
accommodate all in-school youth in Hong Kong. More in-servi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s should be pursued with a joint effort of communities so as to 
empower more teachers and workers with the confidence in delivering sexual health 
and HIV prevention programmes. Meanwhile, the lesson plans of LSBE programmes 
can be further refined and properly documented as a well-structured teaching 
guideline to support wider implementation of HIV prevention education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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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Rundown of “Getting to ZERO 零零無歧 ---  
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 2014 啟動禮” 

 
 
日期︰ 2014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 
地點︰ 沙田大會堂廣場 
 

Time 項目 備註 
2:30pm  司儀 I Love You Boyz 
2:35 pm 致詞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 
2:40pm 啟動儀式 

 

(1) 行政長官夫人 梁唐青儀女士 
(2)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 
(3) 衞生署署長  陳漢儀醫生 
(4)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梁挺雄醫生 
(5) 深圳計生委疾病控制處處長 張英姬處長 
(6) 澳門特區政府防治愛滋病委員會秘書長 梁亦好醫生 
(7) 愛滋病顧問局主席 范瑩孫醫生 
(8) 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主席 吳馬太醫生 
(9) 紅絲帶中心管理諮詢委員會主席 陳立志醫生 
(10)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主席 羅殷巧兒太平紳士 

合照 所有主禮嘉賓 

2:45pm 頒發紀念狀 梁唐青儀女士 
1. 香港愛滋病服務組織聯盟 代表 
2. TEEN AIDS 程翠雲女士及「觸動舞台」 
3. 廠商會中學 
4.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利瑪竇) 

2:50pm 表演 廠商會中學舞蹈表演 

3:00pm 表演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利瑪竇)歌唱表演 

3:10pm 表演 TEEN AIDS 話劇表演 
3:25pm  家計會主席致謝辭 
3:30pm  台上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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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LSBE Programmes School Information 
 

 Name of School Date & Time Student 
Forms 

Attendance 

1 Tsuen Wan Public Ho Chuen 
Yiu Memorial College 

26 Sept, 8 Oct & 30 Oct 2014, 
2:40-3:40pm 

F. 3 151 

2 TIACC Woo Hon Fai 
Secondary School 

26 Sept, 7 Oct & 14 Oct 2014, 
10:30-11:30am 

F. 3 140 

3 Tseung Kwan O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16 Oct, 27 Oct & 10 Dec 2014, 
2:30-3:30pm 

F. 3 138 

4 St. Francis Xavier's School, 
Tsuen Wan 

29 Jan, 5 Feb & 12 Feb 2015, 
2:40-3:20pm  

F. 2 132 

8, 15 & 29 Oct 2015, 
2:40-4:00pm 

F. 2 125 

5 CNEC Lee I Yao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2 Feb, 18 Mar & 27 Apr 2015, 
2:50-3:50pm 
12 Feb, 6 Mar & 27 Apr 2015, 
2:50-3:50pm 
6 Feb, 12 Mar & 10 Apr 2015, 
2:50-3:50pm 
5 Feb, 2 Mar & 21 Apr 2015, 
2:50-3:50pm 

F. 3 148 

6 CMA Secondary School 
 

1, 15 & 22 Apr 2015, 
2:30-3:25pm 

F. 3 134 

7 Lung Cheung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5, 12 & 26 May 2015, 
2:50-3:30pm 

F. 3 96 

8 Kowloon Tong School 
(Secondary Section) 

20 May, 27 May & 3 Jun 2015, 
3:15-4:15pm 

F. 5 94 

9 Rosaryhill Secondary School 
 

4 Dec 2014, 19 Mar & 23 Apr 
2015, 1:00-2:00pm 

F. 1 32 

10 Delia Memorial School (Hip 
Wo) 

16 Apr, 23 Apr & 21 May 2015, 
1:35-2:40pm 

F. 3 109 

5, 12 & 19 Nov 2015, 
1:35-2:40pm 

F. 3 65 

11 Liu Po Shan Memorial 
College 
 

17 Sept, 24 Sep & 22 Oct 2015, 
9:55-11:00am 

F. 3 140 

                  Total Attendance: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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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Lesson Plans of LSBE Programs 

「知多‧滋少 ---- 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計劃」 

 
第一節 抉擇人生 

 

學習目標:  
1. 建立同學的批判性思維，打破謎思，學習正確的愛滋病知識 
2. 提升抉擇能力，應用 3C 方法去學習如何進行選擇 

 

生活技能: 批判性思維技巧、抉擇能力 

 
課堂流程:  

時間 活動 物資 
5 分鐘 課程簡介 

- 課程背景及目的 

- 何謂生活技能? 

- 建立課堂規則 

投影片 

5 分鐘 課程前問卷 

- 測試同學的性/愛滋病知識 

- 就個人的性態度、生活技能水平作自我評分 

問卷 

25 分鐘 活動一 情報分析員 

- 建立同學的批判思維，分析事情 

- 澄清對性和愛滋病的誤解 

情報咭 24 張 
海報、

bluetape 

20 分鐘 活動二 抉擇人生 

- 講解如何以 3C 方法去學習如何進行選擇 

投影片 

5 分鐘 總結 

- 同學在課堂日誌中回應以下的問題:  

- 你有試過被誤導而做了不適當的決定嗎? 你從中

學習到什麼嗎?  

- 你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有了甚麼新的看法或了

解？ 

投影片 
課堂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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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情報分析員 (25 分鐘) 
 
學習重點: 以批判思維去分析事情，澄清對性和愛滋病的誤解。 
 
生活技能: 批判性思維、同理心 
 
活動流程:  
1) 導師交代活動背景: 陳太太懷疑丈夫感染了愛滋病病毒，委託了情報分

析員進行調查。同學須以情報分析員的身分協助陳太太找出真相。 
2) 將同學分為 4 組，每組以問答形式爭奪情報，每次答中的一組可收集到

3 個情報，其他組別只可以分配到 1 個情報，以儘快令各組均收集到情

報為原則。 
3) 各組就其收集得到的情報，按其有用的程度排列出來，並與其他組分享

4 個較有用的情報。 
4) 導師以情報做例子，說明當中哪些較有用的情報，哪些是誤導的情報等。

(註: 有用的情報: 資料可能仍有不足或未經確認，但具有比較客觀和相

關的資訊; 沒有用的情報: 具不相關的資訊、有誤導成份、難以證實

的)。 
5) 導師輔以生活例子，又或以廣告、雜誌報導，與同學探討批判思維的重

要性。 
6) 透過影片播放及講解，導師澄清同學對愛滋病病毒傳播途徑、感染者的

誤解。 
 
討論問題:  
1) 面對不同的情報，你們會如何進行分析?  
2) 欠缺分析，會發生什麼事? 你有相類似的經驗嗎?  
3) 你認為哪些人/行為較有機會感染愛滋病毒? 為什麼?  
4)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為何不樂意公開其感染者的身份? 我們該如何看待

在社會裡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總結:  

關於批判思維:  

1) 處理不同的資料或觀點時，都必須要有批判性的思維，例如:多參考不

同的來源，思考資料的真確性? 有否偏頗? 作者有沒有前設立場? 從不

同角度去討論，檢視自己會否帶有誤解或角色定型?  
2) 此活動主要希望同學帶有批判性思維去分析事情，學習去質疑一些較主

觀的「情報」，並善用較客觀的資訊(有用的情報)去分析事情或作決定，

建立開放中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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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愛滋病:  
1) 感染者，就像其他長期病患者一樣，都需要家人或朋友的支持、社會人

士的包容和接納。但由於不安全性接觸是愛滋病毒其中一種傳播途徑

(其餘包括共用針筒、輸入受污染血液、母嬰感染)，他們多被定型為性

濫交人士，有些感染者怕被冠以特別的眼光，不願向家人、朋友等透露

其感染事實，選擇一個人去面對疾病。  
2) 我們該學習正確的愛滋病知識，客觀地分析，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抱持

中立的態度。 
 

情報舉例:  
較有用的情報:  原因:  
他曾與別人共用針筒吸毒。 共用針筒吸毒的過程中，由於針筒處於

真空狀態，有機會與對方交換血液，如

果對方是愛滋病毒感染者，會因此而感

染愛滋病毒。 
他曾感染性病。 性病感染者的性器官可能會有傷口，如

果與帶病毒人士有不安全性行為，會因

此增加了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每次性行為時都沒有使用安全套。 不安全性行為是其中一個感染愛滋病毒

的途徑。如果對方是愛滋病毒感染者，

會因此而感染愛滋病毒。 
他曾光顧性服務。 這反映他有可能與性生活較活躍的性工

作者發生性接觸，須視乎二人的接觸是

否安全，如果有不安全性行為，便會增

加感染的風險。 
他曾同時有多於一個性伴侶。 同時有多於一個性伴侶，只反映他有較

多機會發生性行為，而性行為次數的多

少與感染風險並不成正比，感染的風險

在於有沒有進行安全性行為及伴侶是否

愛滋病毒感染者。 
他曾聽說初戀女友是愛滋病毒感染

者。 
這情報的資料不全，未有資料指出他與

初戀女友有沒有發生過性行為，不能反

映他有否從對方身上感染到愛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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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沒有用的情報:  原因:  
他曾被蚊子咬過。 愛滋病毒，即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並不存

在於蚊子的身體內，蚊子不會傳染愛滋病

毒。 
他最近患了感冒，身體不適，常請

病假。 
愛滋病毒感染者不一定經常患感冒，也不

一定出現病徵，其他疾病亦有可能會出現

感冒的徵狀。 
他最近消瘦了 10 磅。 愛滋病毒感染者不一定會消瘦，也不一定

出現病徵，其他疾病亦有可能會令患者忽

然消瘦。 
他有濕疹。 愛滋病毒感染者不一定患有濕疹，也不一

定出現病徵，其他疾病亦有可能會出現皮

疹的徵狀。 
他曾患前列腺炎。 曾患前列腺炎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

機會。 
他很受異性歡迎。 受異性歡迎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

會。 
他臉色蒼白，身形纖瘦。 身形外表不能反映是否感染了愛滋病毒 
他用膳時堅持使用公筷。 這可能是個人的衛生習慣，與愛滋病毒感

染並無關係。一起用膳並不會傳播愛滋病

毒 
他曾經一腳踏兩船。 感情狀況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有看 AV 的習慣。 個人習慣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曾離婚，有一子一女。 感情狀況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以前每個星期都會和朋友北上

消遣。 
沒有資料說明他和朋友北上進行感染愛

滋病毒的高風險行為。 
他的個性不拘小節。 個人性格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很關心和照顧家人。 個人性格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近年很少社交活動。 這只是個人的社交模式。愛滋病毒感染者

也會與朋友來往。 
他有過婚前性行為 個人習慣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有自慰的習慣。 個人習慣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他喜歡與伴侶拍攝床照，以作紀

念。 
個人習慣不會增加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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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抉擇人生 
 
學習重點: 學習進行抉擇的技巧 
 
生活技能: 抉擇技巧 
 
活動流程:  
1) 導師簡介進行抉擇的 3 個 C (Challenge：問題所在；Choice：有哪幾個

選擇？Consequence：每個選擇的後果)。 
2) 假設「有同學邀請你做兼職模特兒」，面對這個處境，導師邀請同學分

享 
1. 有哪幾個選擇?  
2. 每個選擇可能帶來的後果 

 
補充資料: 【3C 的應用】舉例 
 
有朋友問你有沒有興趣參加私影活動，當龍友的模特兒，收費為 300
元，你會怎樣做? 
Challenge 問題 
 

該不該參加私影？  
 

Choices 選擇 1) 問對方更多詳情，上網找資料，再決定 
2) 告訴她不想參加私影 
3) 告訴她這次時間不適合，所以不參加 
4) 問其他朋友意見再決定 

Consequences 後果 
 

1) 問朋友更多詳情，上網找資料，再決定 
朋友會繼續游說你參加，上網會找到許多私影

的資訊，但面對更多資訊，會更難以下決定。 
 

2) 告訴她不想參加私影 
朋友會感到失望，以後有兼職都不會再找你

了，你會錯失了一些賺錢的機會。但你不需要

為了應付私影的邀請而感到不安。 
 
3) 告訴她這次時間不適合 

朋友會以為你有可能下次想參加，但你未必是

這樣想的。 
 
4) 問其他朋友意見再決定 

其他朋友或會認為一試無妨，或會認為不該參

加，但最終你該如何決定參考哪個朋友的意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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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在做抉擇時，必須全面地思考，明白每個方案都可能帶來各種好或壞的

後果，作好最壞的打算。 
2) 此外，必須深思熟慮，所做的決定對自己和別人帶來怎樣的影響，會傷

害別人/自己的身體嗎? 有顧及自己/別人的感受嗎?  
3) 選擇是個人的，每個人都須為自己作的決定負上責任，所以，抉擇前需

要考慮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並清楚自己可承受的風險，做個負責任的決

定。 
4) 做了令人後悔的決定，有時是難以避免的，好好重整經驗，將令你更加

認識自己。這些經歷將會是下一次抉擇時重要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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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滋少 ---- 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計劃」 

第二節 自我管理 

 

學習目標: 

 增加自我認識，學會尊重別人不同的價值觀。 

 學習較安全性行為的知識和技巧 

 

生活技能: 自我認知 

 

課堂流程:  

時間 活動 物資 

10 分鐘 熱身活動: 找自己 

- 檢視自我的形象 

- 認識別人對自己的印象 
 

「我是誰?」
工作紙 
 

30 分鐘 活動一 性態度大搜查 
 學習反思、表達自己對不同關係模式的想法 
 學習聆聽和尊重與自己不同的聲音 

角色咭 
 

15 分鐘 活動二 安全任務 
 學習安全性行為的知識和技巧 
 示範如何正確使用安全套 

安全套及陰

莖模型  

5 分鐘 總結 
同學在課堂日誌中回應其中一條問題:  
 你喜歡自己嗎? 最欣賞什麼? 有甚麼希望改善的? 
 你對安全套的使用有了甚麼新的看法或了解？ 

課堂日誌 

 

熱身活動: 找自己 (10 分鐘) 
學習重點: 檢視自我形象 

生活技能: 自我認識 

活動流程:  

1. 每位同學有一張「我是誰?」工作紙，導師邀請同學在圓圈中畫出

自己的模樣，例如: 常見的表情、面部特徵等。並在紙上寫出一至

兩個個人的強項和弱點。 

2. 導師邀請幾位同學分享感受。 

3. 播放短片及總結。 

 
討論問題:  
1. 你認識自己嗎?  
2. 別人眼中的你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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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每個人都各有性格特質、優點或短點。建立自我的過程不要只參考別人對

你的看法，也要多客觀地觀察自己。每個人沒有完美，不要盲目追求比不

上別人的地方，多點欣賞自己，努力發揮自己的潛能，也要多注意和改善

自己不足之處。 
 
活動一: 性態度大搜查 (30 分鐘) 
 
學習重點:  
 學習反思、表達自己對不同關係模式的想法 
 學習聆聽和尊重與自己不同的聲音 
 
生活技能: 自我認知 
 
活動流程:  
1. 分為四組，每組代入不同的角色，如 17 歲，男，中五學生 或 14 歲，

女，中二學生等 
2. 導師邀請同學代入角色，思考是否接受不同的行為，如網戀、姊弟戀、

終止懷孕、一腳踏兩船等。 
3. 每組同學代表分享接受與否，及原因。 
4. 導師需著重營造開放討論，互相尊重的氣氛，以鼓勵同學思考和坦誠分

享。 
 
討論問題:  

1. 是否所有人都認同你所接受的行為?  
2. 有沒有出現雙重標準，如接受自己、但不接受別人做相同行為?  
3. 如果你的另一半/朋友或家人有這些行為，你有何感受?  
4. 當你要向別人分享你的觀點時，你的感覺如何?  
5. 當你的看法被挑戰時，你的感覺如何?  
6. 如你未能接受伴侶認同的行為，你會怎樣辦?  

 
總結:  
1) 此活動主要是希望同學學會反思和表達自己對不同關係模式的想法，沒

有絕對的正確或不正確。 
2) 個人成長背景(家庭教育、宗教、朋友圈子、個人經驗)都在建構我們對

不同關係模式/與性有關行為的看法，所以有些人對性較避忌，有些人

對性處之泰然。然而，性是與成長息息相關的，是關於自己作為男性/
女性，異性和關係的事。學會以平常心面對性、多正面地討論性，有助

我們更清楚認識自己，建立健康的性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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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舉例:  
網戀、一腳踏兩船、結婚、同性戀、生 BB、自慰、看 AV、裸聊、婚前性

行為、召妓、終止懷孕、雙性戀、整容、離婚、影床照、復合、變性、易

服、姊弟戀 
 
 
 
活動二 安全任務 (15 分鐘) 
 
學習重點:  
 學習較安全性行為的知識 
 學習如何正確使用安全套 
 
生活技能: 自我管理技巧 
 
活動流程:  
1) 每班分為 4 組。每組代入角色，按故事發展完成不同任務，以提高其安

全指數。 
2) 任務如下:  
 排列不同避孕方法的成效率  

(高至低: 避孕注射針> 口服避孕丸>男性安全套>女性安全套) 
 配對不同性病名稱及有關知識 
 依照愛滋病毒的感染風險，把不同行為分類為高風險、低風險或無

風險 
高風險: 發生性行為(沒有安全套)、共用針筒、處理傷口(沒有戴手套) 
低風險: 發生性行為(有安全套)、深吻、按摩身體 
無風險: 共用餐具、自慰 
 邀請其中一位同學示範如何使用安全套 

4)  導師講解有關知識，並補充正確使用安全套的要點和注意事項。 
 
總結:  
1) 性健康是一種性的生理、情感和社會層面之綜合表現，不只是沒有性傳

染病或性功能障礙，亦包括對性有健康、負責任的態度、與身邊的人能

建立健康、親密的關係。 
2) 要成為性健康的人，必須認清個人的性態度，學習正確的性健康知識，

懂得拒絕影響性健康的行為，及掌握預防性傳染病的方法。遇有疑難時，

必須儘快尋求專業的援助。 
3) 重申愛滋病毒的傳播途徑，愛滋病毒大量存在於人體深層體液如: 精液、

陰道分泌、血液等，故此，不安全性行為、共用針筒和分娩過程等會造

成直接的體液交換，有機會傳播愛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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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唾液、汗水和眼淚的愛滋病毒含量不多，在日常社交相處，接觸到這些

體液並不會造成感染。如果皮膚完好無缺，接觸到別人的血液，感染的

風險理論上亦較輕微，為安全計，建議在處理別人的傷口時，須儘量使

用手套。 
5) 正確使用安全套，是預防愛滋病毒感染的方法之一，學習相關的知識和

技巧是一種基本的常識，可協助自己評估風險，減少不必要的疑慮。另

外，也要了解清楚懷疑感染後可以求助的途徑和有關愛滋病毒抗體測試

的知識。 
 
補充資料: 男用安全套 
 
原理﹕ 性交前套在男性勃起的陰莖，便可收集精液，阻止精液流

入女性子宮內，可減少體液交換，減低愛滋病毒感染風險，

亦可避免意外懷孕。 
成效率： 在第一年使用這種避孕方法後的意外懷孕機會為 3-14％。 
方法和 
步驟﹕ 
 

1. 留意有效日期及確保包裝袋完整。 
2. 小心沿邊角撕開包裝，將安全套拉出。 
3. 陰莖接觸女性陰部之前就要戴上。 
4. 應先用手擠出安全套前頂端小囊的空氣，以便頂部留有

空位貯留精液。 
5. 將安全套捲起的部份拉開，套著整個陰莖。 
6. 射精後，陰莖要及時從陰道連同安全套一起退出，以免

陰莖鬆弛後，精液從安全套口流入陰道。   
7. 每次性交都要使用一個全新的安全套 。   

優點﹕ 方法簡單，無須醫生處方便能購買，又能減低感染性傳染

病（包括愛滋病）的機會。 
注意﹕ 對橡膠製品和產生過敏人士不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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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滋少 ---- 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計劃」 

 
第三節 關係管理員 
 
學習目標:  
 有效地表達個人的情感，在關係中進行協商 
 如何處理關係中的衝突 
 
生活技能: 自我認識，溝通與人際關係技巧，協商技巧 
 
課堂流程:  
時間 活動 物資:  
10 分鐘 熱身活動: happy bingo 之人際相處好態

度 
 

Bingo 紙 
 

15 分鐘 活動一 emoji 定格 
- 認清情緒在關係衝突中的角色，學會閱

讀自己和別人的情緒 

情緒表情咭 

25 分鐘 活動二 關係管理員 
- 以心理測驗形式認識自己是哪一類型

的關係管理員 
 

白紙 

5 分鐘 課程總結 
- 總結 3 節課程，分享感受 
 
同學在課堂日誌中回應以下的問題:  
- 如果你不同意好朋友提出的要求，你會

怎樣做? 
- 經過這三課，有甚麼給你留下了最深的

印象？ 

課堂日誌 

5 分鐘 課程後測試 

- 測試同學的性/愛滋病知識 

- 就個人的性態度、生活技能水平作自我

評分 

問卷 

 
熱身活動: 關係船 
 
學習重點: 認清關係的核心價值 
生活技能: 自我認知、人際關係的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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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1) 導師講解「關係」的定義，指出人在成長過程中，會建立和發展各種關

係。 
2) 導師以投影片展示多個有關促進良好人際關係態度的詞語，邀請同學從

提供的詞語中，選擇 9 個他認為較重要的態度，並填在 bingo 紙上的 9
個格內。 

3) 完成後，導師隨機選出幾個人際相處的態度，如果同學也選中了同樣的

態度，可以把詞語圈起來。導師請同學簡單分享他的選擇。 
4) 同學如果收集了 3 個被導師選中的詞語，並以打橫、直、或斜的方式連

成一線，即可以 Bingo，並獲得一份小禮品。 
 
總結:  
1) 關係的建立並不是理所當然的，雙方都需要付出，願意與對方溝通和

協調。良好的關係能帶給我們安全、信心、快樂、平等、支持，成長

和愛。 
2) 任何關係都會有不健康的時候，當關係出現了不安、控制、妒忌、吵

架、恐懼，雙方都有責任好好去處理和修補關係，如協商、溝通，改

變相處方式等。有時，更有可能需要結束關係。 

 
活動一 emoji 定格 
 
學習重點: 認清情緒在關係衝突中的角色，學會閱讀自己和別人的情緒 
生活技能: 情感處理技巧 
 
情境舉例:  
 咖喱向同學薯仔請教數學功課。但咖喱反覆聽了幾次都不太明白，薯

仔很憤怒，說: 「你真笨!」咖喱也很憤怒，二人打起架來。 
 雜果叫男朋友涼粉不要整天待在家中玩遊戲機，涼粉叫雜果不要理會

他，雜果更加憤怒，大哭大叫。 
 
活動流程:  
1. 分為四組，每組同學獲派發一套情緒表情咭。 
2. 導師演繹上述的關係衝突情境，邀請每組同學選出一張最能代表當中

角色的情緒表情，並分享感受。 
3. 接著，導師請同學重新思考在關係衝突中怎樣做，可以減少衝突的發

生。 
4. 導師總結在關係衝突中，與對方協商的六個步驟(如下)，並簡介一些

有效溝通的技巧，如保持冷靜、細心聆聽、給予肯定、善用身體語言

等。 
「關係協商」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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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個人感受，由「我…」說起 
 聽聽對方的話，找出對方的感受和需要 
 告訴對方你所理解的，以確定明白對方 
 雙方一起想想衝突的處理方法 
 雙方達成共識 
 如不能達成共識，再進行協商 
 
討論問題:  
1. 在衝突中，雙方各自會有什麼感受? 為什麼?  
2. 你能閱讀自己和別人的情緒嗎?  
3. 當事人可怎樣做，令衝突不致於擴大?  
4. 你有否試過與別人衝突? 你的感覺如何?  
 
活動二 關係管理員 
 
學習重點: 學習以「關係協商」的技巧去處理衝突 
生活技能: 人際關係的溝通技巧、協商及談判技巧 
 
活動流程:  
1) 以心理測驗的形式，認識自己屬於哪一類型的「關係管理員」。 
2) 導師講出不同的關係處境及選擇，同學先紀錄其選擇並計算結果。 
3) 導師作簡單的統計，講解不同類型的管理員傾向以不同方式去處理衝突，

建議同學於關係中該保持自信，既顧及對方感受，又要理性分析，以有

效溝通方法與對方展開協商，方可以從衝突中得到共識，既增進了解又

不傷害彼此感情。 
 

討論問題:  
1) 在關係中如果雙方有不同的意見，你會傾向用哪一種方式去處理彼此的

分歧? 在關係中協商會遇到什麼困難? 如果關係不平等，協商會變成怎

樣的狀況?  
2) 如果協商不成功，你認為還可以怎樣做?  
 
總結:  
1) 在關係中，如果某一方權力較大，又或者人數眾多，都會令協商出現困

難，權力較弱的一方往往害怕觸怒對方，破壞彼此關係，而不敢拒絕對

方的要求，也不敢提出相反的意見，令協商難以在平等的基礎下達成共

識。 
2) 在健康的關係中，雙方是平等的。尊重對方的感受，任何一方都有提出

不同意見的自由，這才是真正的愛。以愛為名，控制對方，妄顧對方的

感受，以權力令對方臣服於自己的決定，並不是真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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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知多‧滋少─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計劃」課程前後問卷統計  

 級別分佈 

F1 F2 F3 F5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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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答人數及性別分佈 

課程前 課程後 
 

 問卷問題及答案（Q1-8）： 
1. 愛滋病毒感染者壽命最多只有 5 年（不正確） 
2. 性病只會影響性器官（不正確） 
3. 一個人可成為愛滋病毒感染者而不自知（正確） 
4. 愛撫身體是感染愛滋病毒的較高風險行為（不正確） 
5. 性伴侶愈多，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愈高（正確） 
6. 只有同性戀者才會感染愛滋病毒（不正確） 
7. 使用安全套時須檢查安全套的有效日期（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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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感染愛滋病毒初期，性器官會感到刺痛（不正確） 
 Q1-8 平均得分（以每條 1 分計，最高 8 分） 

6.59  6.51  6.76  7.11  7.06  7.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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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男 女 

1-8題總得分平均值 

課程前 課程後 
 

 
 課程前學生平均得分為 6.59，課程後增加至 7.11 
 女生表現較男生佳 
  



26 
 

 Q1-8 正確回應比率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課程前 85.34% 82.04% 85.34% 79.90% 86.85% 95.80% 91.81% 58.64%

課程後 94.12% 85.92% 90.41% 85.85% 92.58% 95.52% 96.78% 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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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題正確回應比率 

 

 
 除 Q6 的表現沒有太大分別外，課程後各題的正確回應比率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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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意見題（Q9-12） 
9. 在進行選擇時，我會聽信權威人士的意見 
10. 我認為自己沒有可能感染愛滋病毒 
11. 如果與戀人的感情出現了問題，我會嘗試與對方好好溝通，以修補彼此的關係 
12. 表達不同的意見會影響感情關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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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前）：表達不同意見會影響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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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後多了同學根據權威人士的意見去作出選擇，以男生的改變較大（Q9） 
 整體少了同學在課程後認為自己沒可能會染上愛滋病，顯示同學的危機意識增強了（Q10） 
 大部份同學同意出現問題要與戀人好好溝通，課程後亦有上昇（Q11） 
 課程前後改變不大，但男生比較女生更同意會影響感情（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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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5: Summary of Teachers’ Feedback 
 

 「知多‧滋少 ─ 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計劃」意見調查問卷 
 

1  學校及活動資料  
 
 

 
主題：第一節  抉擇人生  Total :43 
 

2  活動檢討  
  

 請就課程安排提供意見﹝請圈上 4/3/2/1 ﹞：  
 

 同意        不同意     沒填寫  
 

   4    3        2    1 
 

   
 

 

1.  總的來說，我對活動感到滿意  
 

22  21  0  0 0 

2.  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  切合對象需要  
 

24  18  1  0 0 

3.  活動的形式  /  表達方法吸引  
 

22  21  0  0 0 

4.  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  
 

24  19  0  0 0 

5.  視聽教材運用恰當  
 

6.  活動時間長短適中  
 

25  18  0  0 
    

18  22  1  0 

0 
 

2 

7.  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  
 

18  23  2  0 0 

8.  活動行政安排妥善  
 

  20  23  0  0 0 

9.  歡迎提出內容建議或其他意見：  

 

  活動形式刺激學生參與，講者能有效控制課堂氣氛。  
  利用比賽形式帶出內容，能引起學生興趣。講者說話速度略快。  
  咪質素差。  
  成功打破不少謎思、3C 方法未能內化 /深化於學生中。  
  可加多點視聽，多讓學生發表，時間可延長一點點。  
  可準備小禮物予積極回答問題的學生。  
  引入時，可問一些問題，不用老師全部說出來！  

活動時間略長。主題「抉擇人生」與活動中「認識愛滋病」不太緊扣，

使主題不夠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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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多‧滋少 ─ 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計劃」意見調查問卷 
 

1  學校及活動資料  
 
 

 
主題：第二節  自我管理 Total :39 
 

2  活動檢討  
  

 請就課程安排提供意見﹝請圈上 4/3/2/1 ﹞：  
 

 同意        不同意     沒填寫  
 

   4    3        2    1 
 

   
 

 

1.  總的來說，我對活動感到滿意  
 

19  18  1  0 1 

2.  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  切合對象需要  
 

17  21  0  0 1 

3.  活動的形式  /  表達方法吸引  
 

19  18  2  0 0 

4.  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  
 

20  19  0  0 0 

5.  視聽教材運用恰當  
 

6.  活動時間長短適中  
 

21  17  1  0 
 
14  23  2  0 

0 
 

0 

7.  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  
 

16  20  3  0 0 

8.  活動行政安排妥善  
 

  21  16  0  0 2 

9.  歡迎提出內容建議或其他意見：  

  學生對性病知識部分較感興趣，建議加入影片，讓他們認識更多，從而

學會如何預防相關病患。  
  有創意：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安全套。  
  活動時間 (討論部分 )可減少。  
  教材多元化切合學生成長知識，讓學生於討論及報告中增長性知識  
  林二汶 Video 分享較吸引及成功！  
  讓學生代入角色的安排很好，學生都不介意發表意見！  
  學生一般喜歡競賽，故策略正確。  
  可再用多些影片解釋題材，活動十分足夠。  
  若小組分組活動有安排同學作討論才表態，每組人數限 2-4 人，效果或

更佳。  
  示範使用安全套很好！  
  如果全個活動以英語進行則可達預期效果，因大部分學生不太懂中文。 
  學生很投入！  
  宜給予學生更多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時間許可，活動結束後可以加

插反思的環節。  
  組活動人數太多，學生參與機會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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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多‧滋少 ─ 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計劃」意見調查問卷 
 

1  學校及活動資料  
 
 

 
主題：第三節  關係協商 Total :34 
 

2  活動檢討  
  

 請就課程安排提供意見﹝請圈上 4/3/2/1 ﹞：  
 

 同意        不同意     沒填寫  
 

   4    3        2    1 
 

   
 

 

1.  總的來說，我對活動感到滿意  
 

11  23  0  0 0 

2.  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  切合對象需要  
 

15  18  1  0 0 

3.  活動的形式  /  表達方法吸引  
 

11  21  2  0 0 

4.  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  
 

14  20  0  0 0 

5.  視聽教材運用恰當  
 

6.  活動時間長短適中  
 

11  22  1  0 
 
11  21  2  0 

0 
 

0 

7.  參加者投入參與活動  
 

14  16  4  0 0 

8.  活動行政安排妥善  
 

  13  21  0  0 0 

9.  歡迎提出內容建議或其他意見：  

 

  單向講授較多。  
  周姑娘講解清晰，生動、有活力！我們十分欣賞你！  
  課題較適合初中生。  
  部分學生今天疲態畢露，集中力不足，建議可減少單向講授，以互動遊

戲帶動課堂。  
  希望翌年貴會仍能提供此類活動。  
  導師講解生動，同學反應十分理想。  
  可多加音效，以便學生理解說話者的心情。  
  利用 Emoji 吸引同學參與，向同學投入活動。  
  可以多問同學答案  (指定某一個答 )效果會更佳！  
  「Emoji 定格」略欠討論氣氛，因為組別太大部分同學較難投入參與。  
  分組人數太多，可以改 4 人一組，將會有更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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