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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heroes
DFC创意⾏行行动 英雄⼿手册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问题的解⽅方

超过 70 个国家
17种+语⾔言
200万+个孩⼦子参与⾏行行动
解决1万8千+个⾝身边问题

来分享你解决问题的故事
将你的名字登录在DFC超级英雄册上

DFC 全球孩童创意⾏行行动
超过 70 个国家⼀一同响应的全球教育创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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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C ⾏行行动
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
全球孩童创意⾏行行动

DFC 四步骤
Feel 感受，Imagine 想像， Do ⾏行行动， Share 分享

DFC ⾏行行动期程&参加资格
即⽇日起 DFC ⾏行行动报名没有截⽌止⽇日期快进来看看吧

DFC ⾏行行动流程
参加队员、辅导员、家庭队伍及成年年挑战者注意事项

DFC ⾏行行动故事资料料
参与者要缴交哪些资料料分享⼈人会要怎么参加

资源及客服
参与⾏行行动分享碰到困难和疑惑可以怎么办



1.DFC ⾏行行动
全球孩童创意⾏行行动 ( 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简称 DFC ⾏行行动 ) 是由印度

河滨 学校的瑟吉校⻓长 ( Kiran Bir Sethi ) 发起的活动，提倡透过 DFC 四步骤 —— 

感受、想像、⾏行行动、分享，让孩⼦子活⽤用所学知识，积极解决⽣生活周遭问题，并培

养孩⼦子「我做得到」的精神，让孩⼦子在⾯面对问题时，愿意勇于不断尝试。

DFC中国带给你⼀一个超过 70 个国家⼀一同响应的全球教育创新运动

17 种+语⾔言

200万+个孩⼦子参与⾏行行动

解决1万8千+个⾝身边问题

欢迎⼤大学同学、教师及家⻓长带著孩⼦子⼀一同报名参与全球孩童创意⾏行行动。

你会欣赏孩⼦子的能⼒力力，更更会感动孩⼦子的进步。 01



我们相信透过 DFC 四步骤，能够让每个⼈人愿意⾯面对眼前挑战，不断学习、修正及尝试各种解决⽅方法，最后具备

能够活⽤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力及信⼼心。

Feel Imagine Do Share

2.DFC 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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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孩⼦子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可以先从观察⾃自⼰己的感受开

始，让孩⼦子透过各种⽅方式发现、了了解问题，并同理理其他与

问题相关的⼈人的状况和需求。

尽可能把观察到的问题挖深⼀一点，甚⾄至是重新定义问题，

最后试著整合并清楚表达困扰他们的问题及原因。

Feel 
感受 / 发现⾝身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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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问题，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若若担⼼心孩

⼦子的点⼦子太天⻢马⾏行行空，不妨先想想问题解决后的「最佳状

况」吧！ 

当我们将最佳状况作为解决问题的⽬目标后，再让孩⼦子们透

过脑⼒力力激盪，想出各种⾯面向、多种的解决⽅方法，就不⽤用担

⼼心讨论会失焦。接著，跟孩⼦子⼀一起依据现有资源，进⾏行行评

估或是调整，并选出最适切的解决⽅方法。

Imagine
想像 / 各种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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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起袖⼦子开始⾏行行动吧！ 与孩⼦子⼀一同善⽤用资源、拟定并付诸

⾏行行动，创意计划在实践过程中，不断重複「执⾏行行、遇到困

难、解决」的历程，并蒐集使⽤用者回馈、建议及影响⼒力力等

相关数据，落落实最佳状况。

且藉由分享个⼈人⼼心得及⼼心态上的转变，了了解整体⾏行行动对他

们⾃自⾝身的影响。

do
⾏行行动 / 创意计划在实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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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著带领孩⼦子们，将执⾏行行四步骤的完整历程统整成⼀一个故

事。并将统整后的故事，运⽤用不同⽅方式分享给⾝身边的⼈人，

发挥更更⼤大的影响⼒力力。

更更可以跟孩⼦子讨论如何针对不同⽬目标族群，运⽤用不同的⽅方

法及管道将故事分享给更更多的⼈人。

在分享过程中，透过⼀一次次的诉说，不只能增加孩⼦子的影

响⼒力力，同时还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啊！

Share
分享 /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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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FC ⾏行行动期程&参加资格

DFC ⾏行行动 - 任何时候都能起动

⼀一起来

07

每年年DFC各分部均会举办不同类型的地区分享会，让优秀⾏行行动故事现场分享，各地区优秀⾏行行动故事

       更更有机会在全国年年会上分享。请密切留留意我们微信公众号发报各地区最新分享讯息以及年年会期程安排啊！

我们将在收到参与报名及⾏行行动故事后发出电⼦子参与证书，会员可为优秀⾏行行动故事申领⾏行行动奖牌⼀一枚。



特别欢迎幼⼉儿到⼆二年年级孩⼦子的家⻓长们带著孩⼦子⼀一起解决问题，

参与V Can中国家庭创意计划以家庭会员报名 DFC ⾏行行动！

三年年级到⼗十⼆二年年级孩⼦子由⾝身边的⼤大⼈人们带领⼀一起解决问题，创

造⾏行行动故事，以个⼈人会员⾝身分报名 DFC I Can ⾏行行动！

⼤大学⽣生想改变⾝身边问题建立美好社区，可以个⼈人会员⾝身分参与

⼤大学⽣生U Can⾏行行动成为挑战者。

年年满18岁的成⼈人们参与DFC培训后也可带领孩⼦子组队报名参
加 DFC ⾏行行动成为辅导员。

年年满 1 8岁的⼤大学

⽣生、教育⼯工作者、

家⻓长皆可成为辅导

员带孩⼦子⼀一起报名

参加！

18
3.DFC ⾏行行动期程&参加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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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
就是带著未满18岁的孩⼦子
参加 DFC ⾏行行动的你

01

02

03

04

05

注册
成为 DFC 官⽹网会员，关注 DFC 微
信公众号并升级为个⼈人/家庭会员。

登入DFC官⽹网
challenge.dfcchina.net「报名 DFC ⾏行行动」。

上传孩⼦子们的成员名单
并填写孩⼦子们感受到的问题。

引导孩⼦子们
运⽤用FIDS，经历 DFC 四步骤，
完成 DFC ⾏行行动。

上传基本内容
A. DFC 四步骤內容  B. DFC 四步骤照⽚片 
C. 故事授权资料料       D. DFC⾏行行动学习单
E. DFC证书-姓名罗⻢马拼⾳音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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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若你有影⽚片／PPT
记录孩⼦子们的解决问题过程，
欢迎与我们分享 challenge.dfcchina.net 。

下载魔法四步骤⼿手册
学习FIDS四步骤，开始创意⾏行行动。

送出故事资料料
等待故事资料料审核。

审核后资料料缺件者
补交资料料，等待故事资料料审核。

审核后资料料完整者
完成 DFC ⾏行行动报名，DFC总部发出电
⼦子参与证书，个⼈人/家庭会员可为优秀
⾏行行动故事申领⾏行行动徽章⼀一枚。

4.DFC ⾏行行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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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
就是团队成员皆为⼤大学⽣生⼀一
同参加 DFC ⾏行行动的你们

4.DFC ⾏行行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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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成为 DFC 官⽹网会员，关注 DFC 微
信公众号并升级为个⼈人会员。

登入DFC官⽹网
challenge.dfcchina.net「报名 DFC ⾏行行动」。

上传挑战成员名单
并填写挑战者们感受到的问题。

寻找好点⼦子
运⽤用FIDS，经历 DFC 四步骤，
完成 DFC ⾏行行动。

上传基本内容
A. DFC 四步骤內容  B. DFC 四步骤照⽚片 
C. 故事授权资料料       D. DFC⾏行行动学习单
E. DFC证书-姓名罗⻢马拼⾳音

若若你有影⽚片／PPT
记录挑战者们的解决问题过程，
欢迎与我们分享 challenge.dfcchina.net 。

下载魔法四步骤⼿手册
学习FIDS四步骤，开始创意⾏行行动。

送出故事资料料
等待故事资料料审核。

审核后资料料缺件者
补交资料料，等待故事资料料审核。

审核后资料料完整者
完成 DFC ⾏行行动报名，DFC总部发出电
⼦子参与证书，个⼈人/家庭会员可为优秀
⾏行行动故事申领⾏行行动徽章⼀一枚。

http://challenge.dfcchina.net


基本内容
FIDS⾏行行动学习单
以⽂文字记录 DFC 四步骤历程

DFC 四步骤照⽚片
上传每个步骤⼀一张最具代表的照⽚片吧！建议完整表
达主题，若若以⼿手机拍摄需注意横向，对焦必须清晰。

故事授权资料料
将你的故事授权给我们，我们会将你的故事分享给更更
多⼈人知道。

DFC证书-姓名罗⻢马拼⾳音
由于我们的证书为国际授权核发，因此需要每位参
与者的姓名罗⻢马拼⾳音（与护照上相同为佳）

影⽚片
以影⽚片记录你们解决问题的过程，
并与我们分享，就有额外机会可以
参与 DFC 分享会，若若以⼿手机拍摄需注
意横向啊！

影⽚片未经后製的档案
没有上字幕、无背景⾳音乐、无特效、无
剪接之影⽚片档案。我们会将这份档案作
为宣传素材，让更更多⼈人知道你们的故
事。

进阶内容

完成⾏行行动
必须要缴交基本内容啊

也欢迎你与我们分享进阶内容
让我们更更了了解你的故事

5.DFC ⾏行行动故事资料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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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入 DFC 官⽹网后，请在 http://challenge.dfcchina.net 上传故事。

若若对 DFC ⾏行行动有任何⾏行行政事项或引导教学相关问题，欢迎您使⽤用以下⽅方法联系我们：

欢迎您随时来信，我们会尽快给您回覆。

6.资源及客服

12DFC中国官⽅方执⾏行行机构
中⼭山市宏⼒力力创意商务策划有限公司

http://challenge.dfcchin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