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專訪」服務學習項目示範教案 

 

教案以採訪長者、以他的人生故事為題材撰寫一份人物專訪作為例子。 

除了長者以外，亦可以考慮採訪在香港定居的少數族裔、在香港出生及成長的少數族

裔青年、從事文化傳統工藝的人士，例如粵劇演員、舞獅表演者、紮作師傅等等，為

他們撰寫人物專訪。 

 

課程概述 「人物專訪」以長者為服務對象，並以「1950 年的香港」為主題，

要求學生採訪長者，為長者寫作一篇人生故事，將採訪寫作知識與

服務學習兩者相結合，讓學生實踐所學。「人物專訪」通過採訪年

紀較大的長者，及早保留他們珍貴的記憶，補充香港 1950 年往後

的香港文化研究資料的空白，亦是對長者個人、其家人以及社區的

尊重和責任。學習成果亦能反饋有關機構及社區，讓長者得到更多

關注。 
 

教學目標 學生能 
• 運用採訪、寫作知識，完成一篇以長者人生故事為題材的人

物專訪。 
• 了解 1950 年代的香港。 
• 接觸長者，加強與長者的溝通，反思自己與長者的關係。 
• 透過成果分享，展現長者的人生價值和意義，提升長者自

信，讓學生、家人、大眾更深入了解長者和社區，提升關

注。 
 

學習元素 中國語文 
中文口語溝通(採訪) 
中文寫作技巧(人物傳記/記敍寫作/人物描寫) 
 
歷史及文化 
認識 1950 年代的香港 
 
價值觀及態度 
尊重他人 
責任感 
國民身份認同 
關愛 
 
共通能力 
溝通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思辨性思考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協作能力 
 

學習成果 「成果分享會」：邀請長者、長者家人、中心職員出席，聆聽學生

匯報學習成果。透過學生匯報長者的人生故事，展現長者的人生價

值和意義，提升長者自信，讓學生、家人、大眾更深入了解長者和

社區，提升關注。 
「後續活動」：「人物專訪」的內容可以派發給長者及其家人以作

留念；上載到校網；於學校開放日中展示，向公眾人士介紹同學的

學習成果。 
 

意義 兩代溝通 
促使年青人和長者兩代人的溝通，改變同學對老人多病痛、古板、

悲天憫人的刻板印象，促使同學與長者愉快相處。 
 
對受訪長者的意義 
一、「成果分享會」邀請長者的家人作為觀眾。通過學生匯報展示

長者的生命回顧及想法，讓長者的家人對長者有更深切的認識，對

家庭關係造成正面的影響。 
 
二、服務學習幫助長者建構自己的人生意義，通過學生採訪時對他

們經歷的重視與肯定，幫助長者提升自信，重新審視和肯定自己的

人生價值和意義。同時通過文字的力量傳遞給長者、學生，以至社

會大眾知道，「只要活得精彩，就是英雄」的正面訊息。 
 
對社區的意義 
一、透過長者口述人生經歷，同學加以整理，為香港/社區留下重要

的歷史、文化資料，讓大眾對香港/社區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透過同學細心聆聽及整理長者的人生故事，讓同學明白到每一

個人只要努力，都能為社區作出貢獻，從而鼓勵學生關注、以至積

極參與社區服務，培養對社區的歸屬感，提升社區活力。 
 
三、現今世代，無論是社區發展或資訊科技都十分急速，長者難以

跟上潮流的步伐，容易為社區所遺忘，與時代脫節。透過學生與長

者的接觸交流，一方面讓同學了解長者的需要，有機會可以反饋相

關團體作出跟進，另一方面亦讓長者接觸青少年，了解新一代的想

法，凝聚社區向心力。 
 

  



   
 

 
 

課程大綱 「人物專訪」：學生以三至四人為一組，每組訪問一位長者，了解

該名長者於 1950 年代的香港生活，從而探討及了解長者所經歷的

事件與背後涉及的歷史、文化。 
 
具體課程內容： 

服務學習

電子課程 
服務學習電子課程涵蓋基本理論和實踐技巧，學生

可自行在家修讀，修讀時數約三小時。 
學生必須完成。 
 

 
工作坊 課程前期共設兩次工作坊，學生必須出席。 

 
「溝通技巧工作坊」：播放影片，向學生講解服務

學習的理念及採訪方法等；邀請長者中心職員為學

生介紹服務對象及與長者相處的技巧等。 
 
「香港文化工作坊」：讓學生瞭解課程議題下的歷

史文化背景。 
 

 
 

歷史研究 學生於服務前期調查及瞭解背景，有助於後續的服

務進行。 
例：「人物專訪」中與長者中心的職員溝通，初步

了解長者背景。 
 

探訪 學生需與受訪長者進行三次面談。 
 
第一次：熟悉長者，與長者建立關係： 
• 向長者介紹自己，與長者傾談，初步了解長者

的背景。 
(這次面談以建立關係為主，需時約一小時) 
 
第二次：確立研究範圍，服務與後續的專訪寫作： 
• 根據長者的背景，確立研究範圍，擬定訪問題

目內容，向長者採訪。 
• 建議學生筆錄重點之外，可以徵詢長者/家屬/

長者中心同意後錄音，以作紀錄。 
• 徵得長者/家屬/長者中心同意下，可以請長者

於第三次面見時提供一些舊照或相關舊物，作

為人物專訪配圖，建議同學到時即場拍照紀

錄，以免遺失。 
• 徵得長者/家屬/長者中心同意下，可以請長者

提供近照，作為人物專訪配圖，建議同學到時

即場拍照紀錄，以免遺失。 



   
 

 
 

• 向長者表達謝意。 
(由於訪問需時，建議這次面談安排較長時間，約

兩至三小時，中間按長者需要設小休。) 
 
第三次：學生已有明確的主題，通過訪問補充寫作

材料，或取得更仔細的口述資料，以便作深刻的人

物描寫或情節敘述。 
• 初步整理第二次面談後的訪問內容，確定人物

專題的明確主題，檢視需要補充、取得更詳細

資料的地方，擬定訪問題目，再向長者採訪。 
• 如長者有提供舊照/舊物/近照，同學可以即場

拍照作紀錄。 
• 再次向長者表達謝意。 
(由於訪問需時，建議這次面談安排較長時間，約

兩小時，中間按長者需要設小休。) 
 

諮詢面談 學生需與老師進行四次諮詢面談，以小組形式進

行。學生需向老師匯報訪問的狀況與遇到的困難，

以幫助老師了解學生的需要並作出相應的調整。 
 
四次面談內容可以參考以下： 
1、完成第一次與長者面談，小組確立研究範圍及

方向，擬定訪問題目內容，向老師匯報；學生亦可

就個人/團隊遇到的困難向老師查詢。 
2、完成第二次與長者面談，小組初步整理採訪內

容，確定明確主題，擬定跟進題目，向老師匯報；

學生亦可就個人/團隊遇到的困難向老師查詢。 
3、完成第三次與長者面談，小組進一步整理訪問

材料，撰寫人物專訪初稿，向老師匯報；學生亦可

就個人/團隊遇到的困難向老師查詢。 
4、修訂初稿，初步排版，向老師匯報；學生亦可

就個人/團隊遇到的困難向老師查詢。 
 

成果分享 包括課堂討論分享，成果分享會以及後續活動。 
「課堂討論分享」： 
老師於課堂上安排學生逐部分完成反思問題。一些

比較中性的題目，例如對服務學習、服務對象、社

區的看法等，請同學完成個人反思後，與組員分

享，再派代表與全班分享。而一些涉及個人情緒、

探討個人強弱得失的題目，老師可以利用文字雲

(Word Cloud)，請同學輸入關鍵字詞，投影到課室

熒幕。以不記名方式，收集同學反思內容，視覺效

果亦明顯，更重要是讓老師可以對同學的反思作出



   
 

 
 

即時回饋。每堂完成反思工作紙後老師收回過目/
批改。 
 
「成果分享會」： 
邀請長者、長者家人、中心職員出席，聆聽學生匯

報學習成果，透過學生匯報長者的人生故事，展現

長者的人生價值和意義，提升長者自信，讓學生、

家人、大眾更深入了解長者和社區，提升關注； 
 
「後續活動」： 
「人物專訪」的內容可以派發給長者及其家人以作

留念；上載到校網；於學校開放日中展示，向公眾

人士介紹同學的學習成果。 
 
 

 

合作夥伴 長者中心 
• 在服務之前，合作機構如何向受訪長者介紹本次服務學習，

會直接影響到服務學習的質量。 
• 教師與合作機構代表的良好溝通，機構詳細地向長者講解服

務學習計劃、努力宣傳，有助課程順利進行。 
• 教師需要初步了解和篩選受訪長者，確保受訪長者接受採訪

及暢所欲言。 
• 課程習作可以反饋當地合作機構，幫助他們更深入了解長者

和社區，進而完善社區的政策和措拖。 
 

安排 • 學生需與受訪長者進行三次面談。負責老師需於面談前與長者

中心落實時間及安排，尤其第二次面談時間較長，讓長者中心

及長者有所預備。老師亦需要安排旅遊巴接送同學到長者中

心。學生不宜私下探訪長者中心及長者，因此老師需提醒同學

應盡量爭取第三次面談機會，詢問需要補充的資料。 
 
• 學生需與老師進行四次諮詢面談。老師可利用 Google 

form/Google calendar 讓同學剔選面見時間，方便溝通安排。 
 
• 如遇上長者發生突發狀況，例如身體不適、入院等等，無法繼

續受訪，而同學手頭上資料不足，無法完成人物專訪的話，可

以改做「地方專題」。「地方專題」以介紹社區歷史的發展與

今昔變遷為題，學生可到圖書館/網上搜集社區的歷史資料，配

以實地考察，對比今昔變遷，從而深入了解社區的發展，從中

發掘問題，探討社區議題，提升學生對社區的關注。 

 



   
 

 
 

學習反思 老師可以詢問以下問題，引發學生反思： 
 
一、描述 
 
—描述背景

資料、學習

目標、概括

經驗 
 

請描述你所參與的服務學習。 
學生可以運用記敍六何： 
—服務學習的時間、地點 
—團隊成員、服務對象、其他參與者/協作者 
—服務學習有何目標？希望達到甚麼效果？ 

/預期達到甚麼目標？ 
—你參與了甚麼服務？經過如何？ 
—結果如何？服務對象的反應如何？ 
 
你在團隊中擔當了甚麼角色？ 
你所參與的服務學習，在社區中擔當了甚麼角色？ 
從中你觀察到甚麼問題？ 
從中你觀察到甚麼現象/社會現象？ 
 

 
二、感受 
 
—描述個人

感受和感想 

請描述你參與服務學習的心情和感想。 
—當知道要參加服務學習時有何心情、想法？ 
—接觸到長者時有何心情、想法？ 
     —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如何？ 
     —對他們的處境/現況/背景有何感受、感想？ 
—對社區有何感受、感想？ 
—進行服務學習時有何心情、想法？ 
—完成服務學習後有何心情、想法？ 
 
你會怎樣形容這次的服務學習？ 
參與服務學習時，最令你驚喜的部份/時刻是甚麼？ 
請說說你覺得自己表現得最好的地方。 
你最喜歡服務學習哪一個部分？ 
你最不喜歡服務學習哪一個部分？ 
 
與團隊合作有何感想？ 
與團隊合作有沒有令你驚喜的地方？如有，請詳

述。 
 

 

 

 



   
 

 
 

學習反思 
 

 
三、評估 
 
—總結個人

經驗、評價

個人表現 

試說說在服務學習過程中，進行得最順利的部分。 
 
在這次服務學習中，你遇到甚麼困難/挑戰/難題？ 
為何會出現這些困難/挑戰/難題？ 
你怎樣克服/解決這些困難/挑戰/難題？ 
你的團隊又怎樣克服/解決這些困難/挑戰/難題？ 
 
你認為你/你的團隊有何優秀/成功的地方？ 
你認為你/你的團隊有何需要進步/改善的地方？ 
 
你所學過的學科知識怎樣應用在你這次服務學習

上？ 
這次服務學習的經驗怎樣應用在你的學科學習上？ 
 

 
四、分析 
 
—深入探討

及分析原因

及結果，總

結經驗，探

討不同的解

決方法，探

討可以改善

之處 
 
 
 

在這次服務學習中，遇上突發狀況/遇到困難和挑戰

時， 
團隊的反應/表現如何？為何團隊會有以上反應/表
現？ 
你的反應/表現如何？為何你會有以上反應/表現？ 
你如何應用平日課堂所學應付以上的突發狀況/困難

和挑戰？你認為方法有效嗎？ 
你將會以上方法應用到日後的生活上嗎？ 
 
這次服務學習完成後，你對社區有何更深入的認識/
了解？ 
你對受訪長者有何更深入的認識/了解？ 
你對自己有何更深入的認識/了解？ 
 
 

 
五、總結 
 
—總結反思

的過程；總

結需要改進

的地方；了

解到自己需

要學習甚麼

新知識或新

技能 
 
 
 

這次參與服務學習的經驗，對所有參與者來說有甚

麼得著？ 
(參與者包括你、團隊、受訪長者、長者家人、長者

中心) 
 
你認為社區從中得到甚麼好處？ 
完成這次服務學習後，你對社區的印象/認識有何改

變？ 
 
有甚麼因素影響受訪長者、長者家人或長者中心對

服務學習的看法與觀感？ 
這次參與服務學習怎樣針對受訪長者的需要？ 
 



   
 

 
 

你從中學到甚麼新技能？ 
你從中發掘了甚麼興趣？ 
 
在這次服務學習中，你認為有何成功或失望之處？

你從中學會了甚麼？ 
你對團隊成員有何更深入的認識/了解？ 
你了解到自己有何長處/強項？又有何短處/弱點？ 
這次經驗對你的個人成長/發展有何影響？ 
(例如：學業方面/價值觀方面/處事、解難方面/人
際溝通、協作方面) 
 

 
六、行動 
 
—日後遇到

相同處境/
情況有何更

好的應對方

法 
 

你會怎樣裝備自己以應對將來可能發生類似的情況/
挑戰？ 
你希望自己有所改進/進步/增進的地方？ 
你會採取甚麼實際行動去裝備及增進自己？ 
你還想發展甚麼其他技能和知識？ 
 
團隊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分工方面、角色方

面) 
你有甚麼資訊可以與你的同學/社區分享？ 
你會怎樣繼續在團隊發揮影響力？ 
你會怎樣繼續參與/關注社區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