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erheroes 

DFC 挑戰開始報名
超過 65 個國家一同響應的全球教育創新運動

200  萬 的孩子

解決1萬8千  的問題

+
+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問題的解方

DFC 挑戰簡章

分享你解決問題的故事

將你的名字登錄在超級英雄本上

DFC 挑戰報名時程及規則變動 DFC 挑戰平台優化更新

本屆分享季舞台將擴大辦理，歡迎所有參加 DFC  挑戰的故事組別參與

臺灣已經有

  位孩子

所學校

位老師

使用過 DFC 四步驟

解決身邊的問題

3688
134
297



Contents
01

02

03

04

05

06

DFC 挑戰. . .

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

即日起 DFC 挑戰報名沒有截止日期

快進來看看吧

帶著未滿18歲的孩子參加 DFC 挑戰的輔導員們

團隊成員皆滿18歲，一同參加 DFC 挑戰的挑戰者們

一起來看看你們的歷程吧

參與挑戰要繳交哪些資料

分享季要怎麼參加

參與挑戰碰到困難和疑惑可以怎麼辦

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

DFC 四步驟. . .
Feel 感受

Do

Imagine 想像｜
實踐 Share 分享｜

DFC 挑戰期程&參加資格. . .

DFC 挑戰流程. . .

DFC 挑戰故事資料. . .

資源及客服. . .



01
DFC 挑戰

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簡稱 DFC 挑戰） 是由印度河濱

學校的瑟吉校長（Kiran Bir Sethi）發起的

活動，提倡透過 DFC 四步驟 —— 感受、想

像、實踐、分享，讓孩子活用所學知識，積

極解決生活周遭問題，並培養孩子「我做得

到」的精神，讓孩子在面對問題時，願意勇

於不斷嘗試。

目前全臺已經累計超過 300 位教師、3600 

位孩子參加過 DFC 挑戰，用創意解決了身旁 

800 多個問題。 歡迎於教師、家長帶著孩子

一同報名參與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戰。



我們相信透過 DFC 四步驟，能夠讓每個人願意面對眼前

挑戰，不斷學習、修正及嘗試各種解決方法，最後具備

能夠活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及信心。

引導孩子踏出改變的第一步，可以先從觀察自己的感受開始，讓孩子
透過各種方式發現、了解問題，並同理其他與問題相關的人的狀況和
需求。盡可能把觀察到的問題挖深一點，甚至是重新定義問題，最後
試著整合並清楚表達困擾他們的問題及原因。

02DFC 四步驟

感受 / 發現身邊的問題
Feel

捲起袖子開始行動吧！ 與孩子一同善用資源、擬定並付諸行動，實踐
計畫在實踐過程中，不斷重複「執行、遇到困難、解決」的歷程，並
蒐集使用者回饋、建議及影響力等相關數據，落實最佳情境。且藉由
分享個人心得及心態上的轉變，了解整體行動對他們自身的影響。

實踐 / 執行擬定的計畫
Do

感受到的問題，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解決辦法  ，若擔心孩子的點子太天馬行空，不妨
先想想問題解決後的「最佳情境」吧！ 當我們將最佳情境作為解決問題的目標後，再
讓孩子們透過腦力激盪，想出各種面向、多種的解決方法，就不用擔心討論會失焦。
接著，跟孩子一起依據現有資源，進行評估或是調整，並選出最適切的解決方法。

 
想像       / 各種解決的辦法

試著帶領孩子們，將執行四步驟的完整歷程統整成一個故事。並將統整後的故事，運
用不同方式分享給身邊的人，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更可以跟孩子討論如何針對不同目
標族群，運用不同的方法及管道將故事分享給更多的人。在分享過程中，透過一次次

的訴說，不只能增加孩子的影響力，同時還能夠增強孩子的自信心喔！

 
分享 / 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Share

Imagine



我們將在一年內安排兩個時段

寄出國際證書及挑戰徽章

配合上下學期寄出時間個別為

特別歡迎三年級到九年級孩子身邊

的大人們帶著孩子一起解決問題，

完成報名 DFC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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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月      日前

報名並資料審核通過的故事

11 30 3將於隔年    月底前

收到證書及徽章

每年    月      日前

報名並資料審核通過的故事

3 31 5將於當年    月底前

收到證書及徽章

DFC 挑戰期程

即日起
DFC 挑戰報名

沒有截止日期

年滿18歲的
教育工作者、家長
皆可成為輔導員
帶孩子一起報名挑戰！

& 參加資格

年滿18歲想改變身邊問題的成人們
也可組隊報名參加 DFC 挑戰

成為挑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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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FC 挑戰流程

輔導員就是
帶著未滿18歲的孩子參加 DFC 挑戰的你

註冊
成為 DFC 官網會員

3.上傳孩子們的成員名單
並填寫孩子們感受到的問題

4.引導孩子們運用學習單，經歷 DFC 四步驟，完成 DFC 挑戰

記錄孩子們的解決問題過程，歡迎與我們分享

5.上傳基本內容A.學習單
B.DFC 四步驟照片
C.故事授權資料
D.國際證書-姓名羅馬拼音

6.若你有影片
（所有輔導員皆須填寫）

7. 填寫輔導員問卷
等待故事資料審核8.送出故事資料
補交資料9.審核後資料缺件者
則完成 DFC 挑戰報名10.審核後資料完整者

2.登入點選「報名 DFC 挑戰」

.1註冊
成為 DFC 官網會員

.3上傳小組成員名單
並填寫孩子們感受到的問題

.4運用學習單
經歷 DFC 四步驟，完成 DFC 挑戰

記錄你們的解決問題過程，歡迎與我們分享

.5上傳基本內容
學習單

DFC 四步驟照片
故事授權資料

國際證書-姓名羅馬拼音

.6若你有影片

（一位挑戰者代表填寫即可） .7填寫挑戰者問卷

等待故事資料審核 .8送出故事資料

補交資料 .9審核後資料缺件者

則完成 DFC 挑戰報名 .10審核後資料完整者

.2登入
點選「報名 DFC 挑戰」

你會經歷以下步驟

你們會經歷以下步驟

挑戰者就是
團隊成員皆滿18歲

一同參加 DFC 挑戰的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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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挑戰

必須要繳交基本內容呦
也歡迎你與我們分享進階內容

讓我們更了解你的故事

DFC 挑戰故事資料

基本內容

學習單
以文字記錄 DFC 四步驟歷程

影片

以影片記錄你們解決問題的過程，

並與我們分享，就有額外機會可以

參與 DFC 分享季。

影片未經後製的檔案

沒有上字幕、無背景音樂、無特效、

無剪接之影片檔案。我們會將這份

檔案作為宣傳素材，讓更多人知道

你們的故事。

DFC 四步驟照片
上傳每個步驟一張最具代表的照片

吧！建議完整表達主題，對焦清晰。

故事授權資料
將你的故事授權給我們，我們會將

你的故事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國際證書-姓名羅馬拼音
由於我們的證書為國際授權核發，

因此需要每位參與者的姓名羅馬拼

音（與護照上相同為佳）

進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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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客服

註冊登入 DFC 官網後，您可以

於「免費資源下載」頁面中，下

載、使用所有的 DFC 挑戰資源

，同時若對 DFC 挑戰有任何行

政事項或引導教學相關問題，歡

迎您使用下列管道聯絡我們：

DFC 挑戰客服信箱
歡迎您隨時來信，我們會於三日內回覆。

DFC 挑戰線上客服
線上客服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7:00

challenge@dfctaiwan.org

LINE ID : @dfctaiwan

DFC 挑戰客服專線
客服專線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7:00

想深入討論 DFC 引導教學嗎？

歡迎加入 DFC 教學社群

臉書搜尋：DFC 教學社群

02-2555-1804



聯絡資訊

報名挑戰

贊助夥伴

若想知道更多關於 DFC 挑戰的資訊，歡迎聯絡我們

challenge@dfctaiwan.org

www.dfctaiwan.org

02-2555-1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