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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Training House 創辦人  余修賢 2019

Apple創辦人喬布斯在史丹福大學畢業的演講上提到，他的人生座右銘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面對著訊息萬變的科技發展，將來社會的改變是我們今天不能預測的，所以我們必
須不斷學習，不斷進步，以『求知若飢，虛心若愚』的態度面向世界。

然而在生活中，我們發現可以改變世界的人不單單是擁有謙卑學習的心，還有堅毅不屈的性格
、勇於嘗試和創新的思維，好像喬布斯被同事踢出自己創立的公司後沒有放棄繼續努力、
Airbnb 是由一張氣墊床開始、Nokia 被裁出來的工程師開發了 Angry Bird 等等事項，這些成功
的素質都是在書本上不能操練回來的。SENSE Training House 自 2008 年起便為不同中小學
校以及大專院校提供各類型的溝通技巧、創意思維和領袖義工訓練等工作坊，導師經驗豐富，
透過平等關係和活潑的教學方法，建立愉快學習氣氛，鼓勵同學走出書本，以活學活用的態度
勇於面對百變的社會和成長環境。

總結過往活動經驗，我們發現同學除了需要良好的師資和學習環境外，同時還需要一個能接納
、能嘗試和能表達的空間去成長，才可達至全人發展。我們推出一系列以 LEGO  為主題的輔
導和訓練活動，亦加入了嶄新的創意和形體課程，同時為老師及家長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援工作
坊，希望更全面支援學生和老師的精神心理健康。

我希望 SENSE Training House 可以和大家並肩同行，一起為新生代營造一個自由、平等和富
創意的學習環境，發掘每一位學生的潛能，和他們一起找到人生方向和使命。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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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工作坊

LEGO® SERIOUS PLAY®為本 

生涯規劃工作坊
LEGO®SERIOUS PLAY® 是一種思考與問
題解決方法，其中有三個重要元素： (1)
以手帶動腦部思考、(2)用故事及比喻來溝
通、(3)啟發廣闊無邊的想像力。這三種方
法都有助學生探索自己的特質與價值觀，
及把自己生涯規劃具體化，藉由建造積木
模型來探索生涯，是新興而有顯著成效的
方法。

內容:
1. LEGO®SERIOUS PLAY®基本概念
2. 以「手腦並用法」搜探特質與價值觀
3. 小組活動，學習規劃合適的路向

對象：中一至中六學生
人數：20-40人
節數：3-6節
時間：每節1-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生涯規劃不只是「選擇工作」，而是「計劃人生」。人生是由很多不同的元素組成，人際關係、目標
感、價值觀、情緒管理等，在人生中原來比學業、職業、個人能力更加重要。

持續不斷地了解自己和認識世界是必需的過程，所以我們提供不同形式的工作坊，引導學生認識自我
，定立人生目標，計劃如何裝備自己，讓學生有信心及希望，迎接未來的種種挑戰

穩定生活跟追求夢想又是否有衝突？

價值觀與其他人不同是否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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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取向 
Strength-Based工作坊

潛能取向(Strength-Based Approach)概
念來自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相信每人天生都有豐富的內在資源，只
要加以發掘和肯定便可以自然提升。有了
自信和效能感，可更積極面對將來。

此工作坊的目標是加深同學對自我潛能認
識，從而著手規劃合適的路向，擴大對將
來的想像和出路。

內容:
1. 「潛能取向」基本概念
2. 簡易測試，了解自己潛能和強項
3. 小組活動，學習規劃合適的路向

對象：中一至中六學生
人數：10-15人
節數：3-6節
時間：每節1-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夢想．飛行
隨著亞太區國家急速發展，亞太區航空業
需要大量人才，但市面缺乏途徑讓學生了
解航空業。有見及此，本計劃提供課堂及
活動讓學生了解航空業的運作及前景，也
會透過影片、講解、模擬飛行器及各種實
驗讓學生學習飛行知識，增加學生在社會
（尤其是航空業）中的競爭力，亦藉此增
加學生對科學、地理、英語等學科的興趣
及認知。

活動目標 :
讓學生學習航空基本知識
（包括：基本空氣動力學、氣象學等）
增加學生對香港航空業的了解

對象：中一至中六學生
人數：10-15人
節數：15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性格透視
Personality Dimension 

性格透視® (Personality Dimensions) 以4 
種顏色作為性格分類，着重參加者的自我
發現歷程。學生在探索性格取向的過程中
，更了解自己的價值觀、強項、性格、特
質及行為，這有助規劃生涯及選擇合適職
業取向。活動亦會讓參加者學習團隊協作
，學懂如何運用合適的溝通方式與不同性
格的人相處。

潛能取向 

對象：中一至中六學生
人數：12-20人
節數：2
時間：每節1-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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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習需要小組
SENSE Training House為有特殊學習需要 (SEN) 的學生提供小組式的支援
服務，以輕鬆及循序漸進的方法提升專注力、創造力及社交能力

對象：高小及初中學生     人數：4-8人     節數：6-8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對象：高小及初中學生     人數：4-8人     節數：6-8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自我肯定．價值觀小組

拼拼樂LEGO®互動遊戲小組
英國及台灣均有研究指出，透過色彩鮮
明的LEGO®積木及進行結構化的解難遊
戲，可引起自閉症兒童或有學習困難學
生的興趣，他們會較願意與人交談。在
遊戲中賦與兒童不同角色，可增加他們
與人交流的機會，學習表達及聆聽的技
巧。本小組目標是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
感，及提升他們與人互動的信心。

透過輕鬆砌LEGO®模型及小遊戲，探討不同價值
觀問題。組員學懂欣賞自己，關心他人，變得更
自信﹑主動和更有能力追尋自己的夢想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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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2 Learn LEGO® 
專注力小組

對象：高小及初中學生     人數：4-8人     節數：6-8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有 不 少 專 注 力 不 足 及 過 度 活 躍 症 
(ADHD) 的學生，在學校經常被投訴
，上堂亦難守規則，令老師及家長都
很頭痛。眾所周知，LEGO®對訓練專
注力有很好的成效，就算專注力不足
的學生，亦往往可以長時間玩LEGO®
。本小組以循序漸進式的活動設計，
令學生一步步提升專注力，並透過「
半創作式」的模型設計，鼓勵學生發
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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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思考小組
社交思考是指任何情況下人與人共
處時，能靈活自如地關顧到別人當
下的想法和感受等，同時能推敲別
人背後意思並作出合宜回應。

然而，很多時候學生會在社交思考
時出現困難，本計劃透過遊戲、角
色扮演和小組活動讓學生明白如何
運用社交思考，從而做出合宜的行
為。

活動目標：

1.讓學生了解日常規則及潛規則

2.讓學生學習及練習留意語言及
   非語言的溝通方法（例如：語
   氣，動作，表情等）

對象：確診或懷疑自閉症學生、
         或社交能力較弱的學生

人數：4-8人
節數：12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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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形式

A. LEGO® SERIOUS PLAY® 遊戲治療

》個別遊戲治療設計

》服務前期及後期評估

》包括(但不限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專注
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自閉症譜系、讀寫困難
等等

B. 家長支援服務

》家長面談（跟進個別學生的治療進度）

》家長支援小組

C. LEGO® SERIOUS PLAY® 小組訓練

》特殊教育需要：社交技巧小組、執行能力小
組、專注力小組等

》生涯規劃小組

》其他題目可按學生需要制定

D. 教師支援服務

》團隊建立

》壓力處理

》溝通技巧強化

E. 協助處理校園危機

》輔導員駐校期間，可為個別出現突發行為問
題／情緒問題的學生提供支援

LEGO® SERIOUS PLAY® 
及遊戲治療計劃

對象：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
形式：個別面談、駐校支援
、治療小組、講座

日子及時間可配合學校時間
表及學生需要

歡迎詳情查詢

Copyright © SENSE Training House Limited



「築夢高飛」
模擬建築師領袖訓練
「起條橋有幾難？」試一試便可以體
驗得到。Construction Simulation 
Project 由計劃、分工、選材、建築
、測試，各項工序無不講求合作與溝
通。成功完成任務的滿足感，相信所
有投入參與的同學都可以感受得到。

義勇新力軍
義工訓練及服務計劃
透過四次的義工服務訓練，讓學生了解做義工應有
的熊度、知識及技巧，並希望他們能了解服務對象
的需要及特色，學習與他們相處，關懷有需要的人
士。訓練會以不同的形式包括討論、角色扮演及影
片分享，內容包括基礎義工技巧訓練、策劃服務方
向、內容、分工，以及服務對象需要及相處投巧等
。本活動由富帶領義工訓練及服務之專業的社工或
輔導員（學歷：學位或以上）帶領。

學生以小隊方式，遊走香港不同地區，在導師指引
下，合作完成任務。對考驗領導才能，相處技巧，
表達需要，很有幫助；小朋友更會更認識自己的強
項，接受改善自己的弱點，從而增強自信。「流浪
香港」是很受歡迎的活動，參加者完成活動後都有
脫胎換骨的成長，成為更成熟、有責任感、更關心
他人。

流浪香港

對象：高小或以上
人數：一小組、一班或一整級均
         可，視乎學校需要而訂
節數：4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對象：小學四年級或以上
人數：20-80人
節數：一次性活動
時間：4小時
場地：學校活動室 / 機場或營地

對象：小學二年級或以上
人數：8-12人
節數：1-3節
時間：半日或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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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Wild Power!! 戶外體驗活動

對象：小一至中六學生 (亦可舉
辦親子戶外活動)
人數：20-200人
日數：1日 -  3日2夜

Abseiling 遊繩體驗活動

對象：中學生 
人數：10-30人
日數：1日

我們的專業教練團隊，可為學校安排20人至200人
的野外訓練活動。學生除了可學習野外技能如煮食
及紮營，亦可因應季節及地點安排不同的活動，包
括浮潛、部落遊戲、野外急救求生、小型運動會等
。

*如有需要，我們可提供技術人員及露營器材等支
援。 偶爾走出校園，從不同角度欣賞大自

然之美，實在是難得的體驗。透過一
天的活動，讓學生掌握基本遊繩技巧
及安全，及享受戶外遊繩樂趣。小組
可以在教練指導下，以團隊合作完成
遊繩任務。

Re-Adventure歷奇訓練活動
沿用多年的歷奇為本訓練活動，很多學生都參加過
，甚至不止一次，毀譽參半。如何有效達到歷奇活
動的目標又不失趣味？我們悉心為學校及學生設計
了傳統歷奇、創新競賽以及混合式的活動選擇，適
合參加者的不同需要。

創新競賽活動包括：

1.單車定向團體賽 – 小組以不同功能的單車進行定
   向比賽，考驗的並不是速度，而是高度的團隊合作
   。
2.野外模擬戰略遊戲 – 將網絡戰略遊戲帶到現實的
   戶外環境中，連一眾只愛「打機」的學生亦大讚好
   玩﹗
3.STUDENT BREAK 室內逃生挑戰 – 刺激及投入
   感高的團體遊戲，考驗學生解難、溝通和合作技能
   。

對象：小一至中六學生 
人數：20-40人
日數：1日 -  3日2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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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創意工作坊
IDEA Creator 創意家
不論是大學研究還是從事創作人士的分享，都指出創意是可以訓
練出來的。如何訓練大腦，增強觀察力，培養「擴散性思考」，
令自己可以有源源不絕的創意？透過有系統的訓練，及以LEGO® 
作為溝通工具，參加者將會經歷一次創意大爆發。

內容:
1. LEGO®SERIOUS PLAY®「手腦並用法」
2. 系統的刺激創意聯想法
3. 擴散性思考的運用

對象：中一至中六學生
人數：20-40人
節數：4
時間：每節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創意工作坊
創新是一種發明過程，新構想、新裝備，可以改
善現狀，解決問題。在資訊氾濫的年代，「創新
思維能力」愈來愈受到重視。政府及企業為提升
競爭力，都渴望覓得有創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才。我們的課程著重於增強學生創意思考能力，
讓學生能更有效及有系統地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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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併砌樂高模型
2. 故事創作
3. 學習運用詞彙把抽象的境像
    實體化
4. 小組遊戲

對象：
小一至中三學生 
(亦可舉辦親子工作坊)

人數：10-15人
節數：4-6
時間：每節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對象：小學學生 
(亦可舉辦親子工作坊)

人數：10-15人
節數：4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內容:
1. 認識逐格動畫的原理及製作
2. 編寫劇本
3. 併砌樂高模型場景及角色
4. 動畫拍攝及後期製作

對象：小四至中三學生 
(亦可舉辦親子工作坊)

人數：10-15人
節數：6
時間：每節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溝通課程
溝通用來傳遞你的經歷、想法、信念、態度和情感，是
人際關係中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增進溝通能力、如何有
效表達自己、處理衝突和情緒管理，是改進人際關係關
鍵課題。

砌樂高說故事 
LEGO®nYOU

LEGO®  
逐格動畫工作坊

一隻大象可以有無限寓意，
可以代表媽媽、可以代表自
由、亦可以代表目標。一塊
小小的樂高®積木就盛載了
小 孩 子 的 無 限 投 射 。 「
LEGO®nYOU」讓參加者在
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下，用
積木來堆砌屬於自己的小故
事，培養對創作興趣，提升
表達能力。

「用最簡單的拍照原理，把
每一個靜止的連續動作，拍
攝下來，再依序串聯，就能
形成一部逐格動畫。」
聽來容易，但要製作認真，
對故事、對白、場景和燈光
就有嚴謹要求。同學透過分
工協作和計劃，可充分發揮
團隊的溝通和合作精神，完
成後更可以與其他同學分享
成果。

小孩子有很多大膽創新思想
及對世界的獨特想法，只是
未必有足夠的溝通能力，或
適合的環境去表達。本工作
坊以LEGO® Build To 
Express為主要工具，提供
「充滿鼓勵、刺激創作及沒
有批判」的環境，讓參加者
自然及自信地表達想法及感
受。
工作坊有不同主題，覆蓋個
人、家庭、朋輩以及社會層
面，亦會教授如何平等溝通
，學習尊重別人。

LEGO® 
Build to Express

Copyright © SENSE Training House Limited



新興
運動
體驗

三人羽毛球 
Family Badminton

地
壺
球 
Floor Curling

地壺球講求與隊友配合和溝通
，除了鬥智鬥力外，還可培養
隊友之間的信任及團隊合作精
神，而且此運動會因應不同年
紀而互相調節，適合作共融及
不同人士一同參與。

對象：中小學生
人數：6-12人
節數：4-6
時間：2小時
場地：活動室或小禮堂
        (其中一邊長10米)

新興運動，除了具新鮮感之外
，更可為同學提供更多發揮平
台。我們提供體驗活動，讓學
校及同學容易認識這些好玩意
。導師都是正式及專業教練。

對象：小學四年級或以上
人數：20-40人
節數：1-2
時間：2-3小時
場地：學校球場

三人羽毛球以羽毛球運動作基礎
，入門更容易，提高初學者擊球
率及自信心，更適合用於親子活
動，技術可應用於一般羽毛球運
動中。

對象：中小學生
人數：12-15人
節數：1-2
時間：1-2小時
場地：學校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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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球
Kin Ball

近年，香港從加拿大引入了一
項 新 興 運 動 「 健 球 ( K I N 
BALL)」 。健球是一項強調
Inclusion(包容)、Respect (尊
重) 和Team Work (團隊合作) 
的運動，現已發展成國際性賽
事 ， 遍 及 2 5 個 國 家 和 超 過
400萬人參與。除了進行比賽
，健球都很適合用作團隊溝通
及合作的訓練。

雪合戰 
Yukigassen

雪合戰易學好玩，講求速度、
敏捷度及身體協調。於香港因
氣候所限，改以特製的豆袋代
替真雪球，玩法類似WAR 
GAME，當中主要的技巧為投
擲及閃避，故可從中訓練學員
的大小肌肉及反應。而活動當
中需商討作戰方案，可藉此訓
練團體合作和溝通。

對象：中小學生
人數：14-30人
節數：1-2
時間：2小時
場地：學校球場

對象：小學四年級或以上
人數：20-40人
節數：1-2
時間：2-3小時
場地：學校球場

躲避盤易學好玩，毋須身體碰撞，安全性高
，特別適合學生參與。由於在細小的場地也
能進行練習，所以十分適合在香港推行，近
年不少學校都開始引入作為體育活動

對象：小學四年級或以上
人數：20-40人
節數：1-2
時間：2-3小時
場地：學校球場

躲避盤
Dodge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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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Tech培苗體驗
「DIY有機小農圃」課程
教授基本的有機種植知識和科學概念，同
時亦重視人、心靈、社會與大自然的連結
，促進學生的身、心、靈健康發展，明白
有機資源循環及綠化生活對我們的重要性
，知道有機農作物對身體健康的裨益。此
外，透過創新的有機培苗技術，學生可以
跨越空間的界限，進行室內耕作，發揮他
們的創意思維去設計屬於自己的「有機小
農圃」，體驗和實踐「綠色有機生活」，
舒緩城市中的壓力，培養他們對大自然的
愛心。

運用及實踐教學裡的創新農耕技術與知識，
培養學生身體力行活出 綠色有機的生活。                           

透過設計個人的「有機小農圃」，激發學生
的創意思維和科學研究精神，讓他們建立自
信心，並認識真正生命奇妙之處。                         

透過人與植物的接觸，讓人的身、心、靈得
以健康成長和發展。     

對象：中學生、老師
人數：建議18人一組
(導師比例) 校內︰1對20（建議）、校外︰1對10
（建議）

節數：6
時間：1.5-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活動室、粉嶺有機認證農莊

課餘興趣班

課堂和習作簿以外的世界很大，還有很多有趣
的手藝可讓學生參加和嘗試。透過輕鬆的興趣
班，發掘每位同學不同方面的才能，還可以促
進親子和師生關係，讓大家在合作過程中互相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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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課程
透過學習民族舞，可讓學生掌
握各種舞蹈的基本技巧，亦能
讓他們發揮創意，編排組合或
圖形，從中了解各國舞蹈文化
，以至國家文化之異同，享受
學習民族舞帶來的樂趣。課程
有助學生增進社交技巧，懂得
欣賞舞蹈藝術，從而建立活躍
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對象：中小學生
人數：10人起
節數：8-10節
時間：1-1.5小時 
場地：禮堂或活動室

親子民族舞工作坊
以親子互動的舞步，讓家長及子
女能透過舞蹈同樂，一同享受跳
舞的樂趣，建立彼此間共同語言
，促進親子間的默契。

對象：12歲以下學生及其家長
人數：10人起
節數：4節
時間：1-1.5小時
場地：禮堂或活動室

運用及實踐教學裡的創新農耕技術與知識，
培養學生身體力行活出 綠色有機的生活。                           

透過設計個人的「有機小農圃」，激發學生
的創意思維和科學研究精神，讓他們建立自
信心，並認識真正生命奇妙之處。                         

透過人與植物的接觸，讓人的身、心、靈得
以健康成長和發展。     

對象：中學生、老師
人數：建議18人一組
(導師比例) 校內︰1對20（建議）、校外︰1對10
（建議）

節數：6
時間：1.5-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活動室、粉嶺有機認證農莊

非洲鼓敲擊樂課程
非洲鼓非主流音樂，是一項容易
掌握當中技巧的樂器。老師將帶
領學童進入一個富動感的時空，
配合非洲的傳統歌曲，強勁節拍
，讓學生容易掌握。過程中有助
同學加強手眼協調，增強專注能
力，亦能增加學童對音樂的興趣
及成功感。

內容：
1. 認識非洲鼓結構及姿勢
2. 訓練手部及腳部的耐力
3. 學習節拍及技巧
4. 初階樂理認識
5. 氣紛及感情運用
6. 即興演奏訓練

對象：中小學生、親子
人數：6人以上
導師：1-2位
每節：1-1.5小時
場地：課室或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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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併砌樂高模型
2. 故事創作
3. 學習運用詞彙把抽象的境像
    實體化
4. 小組遊戲

對象：
小一至中三學生 
(亦可舉辦親子工作坊)

人數：10-15人
節數：4-6
時間：每節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對象：小學學生 
(亦可舉辦親子工作坊)

人數：10-15人
節數：4
時間：每節1.5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對象：中小學生
人數：10人起
節數：8-10節
時間：1-1.5小時 
場地：禮堂或活動室

文化交流團
我們會規劃和安排海外深度文
化體驗、多元文化工作坊及培
訓，讓參加者認識不同文化，
進行深入的文化互動與交流，
反思各種文化差異，藉此提升
參加者的文化觸覺與國際視野
。

對象：小一至中六學生
日子及時間可配合學校時間表
及學生需要

歡迎詳情查詢

內容:
1. 認識逐格動畫的原理及製作
2. 編寫劇本
3. 併砌樂高模型場景及角色
4. 動畫拍攝及後期製作

對象：小四至中三學生 
(亦可舉辦親子工作坊)

人數：10-15人
節數：6
時間：每節2小時
場地：學校課室或活動室

小小演說家訓練
課程分為初階口才班、說故事班、
小司儀訓練，以及進階辯論技巧。
透過各種形式的演說活動，如講故
事、小組討論、個人短講等，讓同
學把自己的想法，以活潑的手法、
適合的肢體動作及聲線技巧表達出
來，同時訓練小朋友的說話技巧及
組織能力，加強同學在大眾面前演
說的信心，讓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
暢所欲言，自信地表達想法。

對象：小一至中六學生
人數：10-30人
時間：每節1.5至2小時
節數：4至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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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課程／工作坊名稱
生涯規劃工作坊

SCH-A01   LEGO® SERIOUS PLAY®為本  生涯規劃工作坊

SCH-A02   潛能取向 (Strength-Based) 工作坊

SCH-A03   性格透視 Personality Dimension 

SCH-A04   夢想．飛行

特殊學習需要小組

SCH-B01   互動遊戲小組

SCH-B02   自我肯定．價值觀小組

SCH-B03   專注力小組

SCH-B04   社交思考小組

SCH-B05   LEGO® SERIOUS PLAY® 及遊戲治療計劃

領袖訓練

SCH-C01   義勇新力軍 義工訓練及服務計劃

SCH-C02   模擬建築師領袖訓練

SCH-C03   流浪香港

SCH-C04   GO! Wild Power!! 戶外體驗活動

SCH-C05   Re-Adventure 歷奇訓練活動 － 1. 單車定向團體賽

SCH-C06   Re-Adventure 歷奇訓練活動 － 2. 野外模擬戰略遊戲

SCH-C07   Re-Adventure 歷奇訓練活動 － 3. STUDENT BREAK 室內逃生挑戰

SCH-C08   Abseiling 遊繩體驗活動

創意工作坊

SCH-D01   IDEA Creator 創意家

溝通課程

SCH-E01   砌樂高說故事 LEGO®nYOU

SCH-E02   LEGO®逐格動畫工作坊

SCH-E03   LEGO® Build to Express

新興運動體驗

SCH-F01   健球 Kin Ball

SCH-F02   躲避盤 Dodgebee

SCH-F03   三人羽毛球 Family Badminton

SCH-F04   地壺球 Floor Curling

SCH-F05   雪合戰 Yukigassen

課餘興趣班

SCH-G01   GreenTech培苗體驗「DIY有機小農圃」課程

SCH-G02   民族舞課程

SCH-G03   親子民族舞工作坊

SCH-G04   非洲鼓敲擊樂課程

SCH-G05    小小演說家訓練

SCH-G06    文化交流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