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组织工具包

工具包目的

本工具包适用于任何想要在Youth Talks框架内组织活动的人，Youth Talks是
一个面向全球年轻人的咨询调查，由Higher Education for Good提供支持。

工具包的设计旨在提供活动组织所需的各个元素，从前期准备到组织开展，
再到结束归档。它还收集了一些建议和实践参考，以及关于该咨询调查的一
些更全面的信息。

不要犹豫，把握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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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Youth Talks

YOUTH TALKS

如何做到？

我们诚邀全球15至29岁的年轻人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在线问卷和活动。
也可以两者同时参与！

对于问卷，只需登录访问平台
youth-talks.org/survey。至于活动，则可由任何感兴趣的人借助本工具包组
织。活动可以让我们收集到与问卷不同的内容，并成功接触到更多样的参与
者。

Youth Talks是对年轻人的期望和抱负的集体思考。这是倾听、交流和了解年
轻人在共同福祉方面的位置的开始。

它面向全球15至29岁的年轻人，询问他们对未来的看法、要应对的挑战以及
为了构建这一未来而要接受的放弃、为了明日世界所需要的学习。

通过将话语权交给年轻人，这一咨询调查旨在通过反思来重新思考未来的教
育模式。

什么时候 ?

合作伙伴

这一举措得到了众多合作伙伴的支持。如欲详细了解，请前往youth-
talks.org

2022年10月
咨询调查启动

2022年3月
咨询调查结束

2022年5月
发布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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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形式可选

YOUTH TALKS

根据你的品味和偏好，我们希望为你提供多种方式帮助你组织一次活动。因此，
本工具包为你提供4类不同活动形式所需的全部元素。你可自行选择想要哪种！

微型路调：在该活动中，你可以询问路人，向其提出本次咨询调查的
问题。

展台：该活动旨在宣传本次进程的信息，鼓励人们参与进来。

研讨会：通过组织该研讨会，你将参与者们聚集在一起，就一个或多
个与本次咨询调查相关的问题展开交流和小组讨论。

创意工坊：该活动可以尽情放飞想象！从一点提示出发，工坊参与者
需要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故事、雕塑、壁画……）

准备时间：5分钟

活动时间：15分钟至几个小时

准备时间：30分钟

活动时间：30分钟至一整天

准备时间：15至 30分钟时间来准备会场，还需预留足够时间招募参与者
研讨会时间：1小时

研讨会时间：2小时

准备时间：15至30分钟时间来准备会场，还需预留足够时间招募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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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TALKS

你想要组织一次活动但不知道该选择哪种？根据你的野心和可用资源，某些类型
的活动或多或少适合。我们为你准备了一项测试来帮助你做出决定。别忘了，你
可以组织多个活动！

测试：选择哪种形式？

如果你的答案更多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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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答案更多是B

我们建议你选择创意工坊！请
前往第13页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建议你选择微型路调！请
前往第6页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你的答案更多是C
我们建议你选择展台！请前往
第8页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你的答案更多是D
我们建议你选择研讨会！请前往
第10页了解更多信息

最能打动我的：
A. 创意、创新
B. 交流、发现
C. 教育、传递
D. 讨论、辩论

我想要：

A. 和一些参与者共同努力
B. 和路人交谈
C. 让更多人了解
D. 聆听参与者交流

一般而言，我喜欢：
A. 构建或发明东西
B. 结识新朋友
C. 装饰空间
D. 和朋友一起改变世界

我的空闲时间：
A. 我有几个小时的空闲
B. 我不确定自己的空闲时间
C. 我可以空出半天时间
D. 我可以空出1小时以及一些准备时间

我最大的优点：
A. 我有想象力
B. 我有好奇心)
C. 我有教学经验
D. 我知道如何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

我希望拓展：

A. 构想能力
B. 人际关系能力
C. 组织能力
D. 主持讨论的能力



组织微型路调

YOUTH TALKS

• 去马路上与年轻人交谈，询问调查问卷上的
问题

• 接触更多的潜在受访对象

• 为那些不喜欢以书面或数字工具回答问题的
人提供参与机会

形式和⽬的 预计时间

根据空闲时间自行决定

1. 前往你选择的有人的场所（比如公园）:

2. 招呼过往行人；

3. 向他们简要介绍活动（你可以借助通讯工具包）并提出让他们和你一起回答问卷
问题；

4. 如果他们接受，请使用你手机的私密浏览器访问youth-talks.org/survey。挨个提
出问题并记录答案（你无需组织语言）。记得在每个想法之后跳转到下一行！

5. 结束后，感谢路人配合并寻找下一位参与者

活动流程

必要设备

一个充满电并带有网络
连接的手机（必需）、
一块外接电池（备用）

• 以礼貌而友善的方式接近路人

• 快速介绍项目以激起兴趣
• 如果他看上去不感兴趣，请勿坚持
• 地点的选择非常重要：最好选在人们不显得匆忙的地方（公园、节庆活动、
大学门口……）而不是通道场所。

⼀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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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TALKS

清单

我已为手机充电

我在私密浏览器上准备好youth-talks.org/survey的链接

如果我是大使，我已通过在Discord上发送#activities话题信息提供我的微
型路调情况

我已找到适合组织微型路调的地方并确认我可以在那里停留

活动中

活动后

活动前

组织微型路调

前往选择场所

在私密浏览器上登录以确保后续可以完成多份问卷（否则，前面的回答将
仍然保留）

记录参与者的回答（每个想法一行）

感谢参与者花费宝贵时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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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outh-talks.org的“活动”版块填写问卷“归档我的微型路调”，可以
发布照片并分享活动过程中的一些反馈

https://youth-talks.org/activities/


组织展台

YOUTH TALKS

• 推广Youth Talks

• 鼓励路人参与，特别是回答问卷
• 向潜在参与者解释说明，回答他们的问题

• 在填写问卷的时候提供帮助

形式和⽬的 预计时间

活动流程

必要设备

一张桌子、一台电脑、
一些印刷资料（通讯工
具包中提供）……

1. 在找到地方后，获得批准在此设立展台，并确定一个日期，提前抵达现场
以留出足够时间布置准备：桌子、海报、音乐（根据个人需要）等等

2. 招呼过路行人，邀请他们来展台看看
3. 向感兴趣的路人介绍活动，并回答他们的提问
4. 鼓励他们在youth-talks.org/survey上回答问卷（你也可以采用微型路调的
模式，建议他们和你一起完成问卷）（参见前页）

5. 不要犹豫，邀请他们加入大使网络！

⼀些建议
• 如果你在Youth Talks的合作机构，需要印刷一些内容（传单、海报等），请
直接联系你的牵头人

• 你可以邀请其他人和你一起组织展台：这样氛围更热烈，而且你们可以轮流
接替

•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布置和装饰你的展台！咨询调查结束后，最美展台将获得
奖励🤩

准备：30分钟
现场：30分钟至4小时
归档：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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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在通讯工具包中找到希望分享的内容（海报、传单等）或已根据
Youth Talks的图形规范创作了自己的视觉效果图

YOUTH TALKS

我已找到适合设置展台的地方，并已提前获得批准（市政厅、大学
……）

我已打印出想要分发的内容

活动中

活动后

活动前
清单
组织展台

如果我是大使，我已通过在Discord上发送#activities话题信息提供
我的展台情况

我提前抵达来布置展台

我向来访者介绍活动并鼓励他们填写问卷

最后，我已找到一个或多个人来与我共同组织展台

我为我的展台拍一张照片

我在youth-talks.org的“活动”版块填写问卷“归档我的展台”，可以发
布照片并分享活动进展过程中的一些信息

如果可能，我记录下来访者数量

我已准备了一台电脑（和电池！）来投影内容或是展示活动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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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ello.com/b/LG9qZuSL/assets-ambassadors
https://youth-talks.org/activities/


组织研讨会

YOUTH TALKS

• 提出一种与在线咨询相辅相佐的参与Youth
Talks的方式

• 让各位参与者围绕咨询话题开展集体交流

• 加入这场全球活动，与年轻人一起畅想明日
世界

形式和⽬的 预计时间

活动流程

必要设备

记号笔、纸张、便利贴，
可能需要一块白板，如
果你打算在线进行的话
还要一台电脑

1. 聚集参与者，组织一轮快速的自我介绍并介绍Youth Talks活动

2. 将参与者分组，按实际人数情况每组最多6人（可以只有一组）；

3. 从活动完整工具包提供的“提纲和说明”文件中选择一份提纲分发给每组。你
可以记录下交流内容并确保每人均有表达机会。

4. 你负责控制时间：向参与者提醒时间

5. 活动结束时，收回所有完成的提纲以方便稍后在youth-talks.org上归档

⼀些建议
• 在招募参与者时，你可以借助通讯工具包，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信息、找其他
人来相互接替……

• 记得拍些照片发给我们！
• 为了方便研讨会的准备和组织，你可以找一个朋友或另一名大使一起结对行
动

• 别忘了安排时间在youth-talks.fr上归档

准备：不定
时长：1小时
归档：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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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TALKS

活动中

活动后

活动前
清单

我找到了场地并已获批使用它来举办研讨会（比如学校的会议厅、咖
啡馆……）

我已向参与者发送了带有活动地点和详情的邀请提醒

我创建了一份报名表以便追踪参与者（我们推荐使用Google form或
Eventbrite）

如果我是大使，我已通过在Discord上发送#activities话题信息提供我
的研讨会情况

我向参与者们发送了感谢留言

我已在youth-talks.org上归档了所有参与者填写的提纲

我迎接参与者并组织了一轮自我介绍并介绍了该活动

我将参与者分组并分发了提纲

我已记录下交流内容以便完善参与者在提纲上留下的书面信息

我征求参与者同意拍下研讨会照片并将与我归档的报告一起发送给youth-
talks.org

组织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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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借助我所在学校/组织的网络渠道（邮件列表、内联网……）和社交网络
进行宣传

http://youth-talks.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TEMPLATE_Conversation_ZH.pdf
https://trello.com/b/LG9qZuSL/assets-ambassadors


YOUTH TALKS

第1步
登录youth-talks.org/activites。

第2步
选择我已组织的研讨会（这里“归档一场研讨会”）。

为了让研讨会上的每一个观点都记录在册，在平台上归档非常重要

第7步
结束归档，我可以下载组织者证明。

在平台上归档研讨会

第3步
填写研讨会一般信息

第4步
回答研讨会提纲上处理的所有问题，并确保在不同回答行分别记录每个观点

第5步
如果我有一张征得参与者同意或无法识别参与者（比如背影）的照片，我上
传研讨会照片

第6步
在最后我可以添加一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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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研讨会

https://youth-talks.org/activities/


YOUTH TALKS

预计时间

活动流程

纸张、铅笔和记号笔、
便利贴，如有需要，适
用于作品创作形式的材
料

⼀些建议

形式和⽬的

组织创意工坊

1. 前往所选场地放置所有需要的材料或提前登录
2. 工坊第一阶段：灵感。向参与者放映本视频（记得设置字幕）
3. 分享工坊提示（详见主导人部分）
4. 根据人员数量将参与者分成多组（每组3至6人）
5. 给出1小时15分钟的创作时间，让参与者自行创作。不要犹豫，随时确认一
切进展顺利，并提醒参与者时间进度。

6. 最后，用30分钟时间让每组介绍自己的作品内容。你可以邀请观众过来！

• 在这种活动形式下，参与者通常想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作品。请在组织时提
前做好准备！

• 在工坊进行中随时确认是否有参与者停滞不前！

• 提供一种基于创意和作品创作的Youth Talks
参与方式：文字叙述、绘画、集体造句游戏、
雕塑、戏剧小品……

• 以原创而艺术的方式畅想年轻人的未来

• 宣传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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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不定
时长：2小时
归档：20分钟

必要设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agCxWiJGE


YOUTH TALKS

活动中

活动后

活动前
我找到了可以组织活动的会议厅或场地

组织创意工坊

清单

我借助我所在学校/组织的网络渠道（邮件列表、内联网……）和社交网络
进行宣传

我创建了一份报名表以便追踪参与者（我们推荐使用Google form或
Eventbrite）

我已向参与者发送了带有活动地点和详情的邀请提醒

如果我是大使，我已通过在Discord上发送#activities话题信息提供我
的研讨会情况

我选择了创作形式并已准备好活动所需的全部材料

我放映了灵感视频并说明了相应提示

我告诉参与者创作时间，开始计时，并定时做出提醒

我留出时间来让他们介绍作品

我已向参与者发送感谢留言。

我在平台上完成归档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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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TALKS

提⽰
组织创意工坊

欢迎来到本次创意工坊！在本次工坊，我们将尝试展现我们当代年轻人梦想中的
未来世界。

通过你的创作，我们邀请你讲述一段故事，形式不限，可以是文字、雕塑、视觉、
诗歌、声响……唯一要求就是出发点：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我们成功了！在经过多年重塑世界后，我们的愿望
终于实现。让我为你们讲述……”

关于创作时间的分配，并且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你的作品，我们建议你安排：

• 20分钟用于确定思路，可能涉及的人物、场景等

• 45分钟用于创作（书写、绘画、建造、作曲……）

• 10分钟用于检查作品，进行最终修饰。

请注意，时间过得很快！

一旦创作完成，欢迎你展示作品。为此，不要犹豫，将其带到幕前！戏剧、小品、
组员旁白，你可以自由还原。

你的作品随后将出现在Youth Talks上。在活动结束时作品将在平台上展示，并
且在整个咨询调查期间会有大量作品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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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TALKS

在平台上归档研讨会
组织创意工坊

第1步
登录youth-talks.org/activites。

第2步
选择我已组织的研讨会。

为了让研讨会上的每一个观点都记录在册，在平台上归档非常重要

第8步
结束归档，我可以下载组织者证明。

第4步
上传创意工坊作品（格式包括Word、pdf、jpg……）

第5步
将作品分类并添加关键词将其区分

第7步
在最后我可以添加一些评价。

第3步
填写研讨会一般信息.

第6步
添加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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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h-talks.org/activities/


加入大使网络

YOUTH TALKS

成为Youth Talks大使意味着：
一个有意义的承诺，让你能够采取行动推动一项服务于未来教育的举措
• 与全球Youth Talks大使群体成员认识和交流！

• 一个将对你的未来增值添彩的丰富经验：你将获取管理团队和主持活动的
能力。这对你将来的求学和职业生涯都将大有裨益

• 一次拓展潜力、提升能力的投资

具体来说，它包括：
• 在你的网络中推广举措：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Youth Talks的问卷调查
和活动中

• 组织Youth Talks活动：开展微型路演迷你采访、设立Youth Talks展台、
组织辩论或创意工坊……

• 确保活动圆满归档，并在大使网络的Discord讨论区进行推广。

想要加入进来？如欲报名，只需填写本问卷。随后你将加
入我们的Discord服务器，从而通过网络追踪所有组织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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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rvey.youth-talks.org/survey/ambassadorzh/questions


你有疑问？你想评论？联系方式：

• 邮件发送至 : ambassadors@youth-talks.org

• 通过大使Discord服务器

mailto:ambassadors@youth-talk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