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 光途》小 容簡介《踏上星光途》小二冊內容簡介



二年級課題及價值態度總覽二年級課題及價值態度總覽
課次 課題 價值與態度

第1課 天主愛中國 愛國、和諧

第2課 同一天空下 美善、尊重、關懷

第3課 我愛祈禱 敬(虔敬)

第4課 向聖人學習 修行、追求真善美

第5課 我們懷念亡者 追尋生命意義

第6課 感恩的聖誕 感恩

第7課 尊重朋友 尊重第7課 尊重朋友 尊重

第8課 愛在助人時 服務、樂於助人

第9課 悔改的喜樂 悔改 喜樂第9課 悔改的喜樂 悔改、喜樂

第10課 活出道德勇氣 道德勇氣

第11課 教會愛我 追求真善美第11課 教會愛我 追求真善美



第1課 天主愛中國第1課 天主愛中國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愛國、和諧

 透過利瑪竇在中國傳
教，讓學生知道天主教 讓學生知道天主
愛中國。

 讓學生有機會知道中 讓學生有機會知道中
國的傳統思想，與人
和諧共處。和諧共處。



第2課 同 天空下第2課 同一天空下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美善、尊重、關懷

 藉故事讓學生學習耶
穌去關懷及尊重不同穌去關懷及尊重不同
民族的人。

 是第1課的延伸，讓學 是第1課的延伸，讓學
生明白到天主不單是
愛了中國人，也愛不愛了中國人，也愛不
同的人。



第3課 我愛祈禱第3課 我愛祈禱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敬(虔敬)

 知道祈禱有不同的形
式(意向)，同時，亦式(意向) 同時 亦
可以用不同的方式祈
禱。禱

 是小一第3課的一個深
化。化。



第4課 向聖人學習第4課 向聖人學習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修行、追求真善美

 從學生經驗中帶出宗
教節期的意義。教節期的意義

 讓學生認識不同的聖
人故事，以他們為榜人故事，以他們為榜
樣去學習愛主愛人。



第5課 我們懷念亡者第5課 我們懷念亡者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追尋生命意義

 從中國的傳統禮節延
伸到教會為「亡者」伸到教會為 亡者」
所做的事。

 延續本冊第3課，學習 延續本冊第3課，學習
為亡者祈禱。



第6課 感恩的聖誕第6課 感恩的聖誕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感恩

 聖誕節在六年的小學
課程分層了不同主題，課程分層了不同主題
本課會以聖母對天主
的感恩為核心主題。的感恩為核心主題

 讓學生明白聖誕節應
是一個感恩的節日，是 個感恩的節日，
而不只是收禮物。



第7課 尊重朋友第7課 尊重朋友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尊重

 去學習尊重朋友。

 延續小一的第6課《與 延續小 的第6課《與
耶穌做朋友》，願意
主動地去與耶穌做朋主動地去與耶穌做朋
友。



第8課 愛在助人時第8課 愛在助人時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服務、樂於助人

 藉聖經故事學習幫助
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

 延續小一的第7課《愛
與服務》，讓學生明與服務》，讓學生明
白近人不單是家人或
學校內的人。學校內的人。



第9課 悔改的喜樂第9課 悔改的喜樂

的價值 態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悔改、喜樂

 從活動中讓學生於四旬
期內反省自己，然後迎
接悔改後帶來的喜樂。

 是結合四旬期與復活節
的內容，帶出一分「重
生」的意義。與小一所
學到有關復活節是 個學到有關復活節是一個
喜樂的節日有所不同。



第10課 活出道德勇氣第10課 活出道德勇氣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道德勇氣

 從故事中看出門徒的
轉變，了解道德勇氣轉變 了解道德勇氣
的重要。

 提醒學生在生活中應 提醒學生在生活中應
有的一分道德勇氣去
做正確的事。做正確的事。



第11課 教會愛我第11課 教會愛我

度 本課的價值與態度：

追求真善美

 透過【芥子的比喻】
認識教會是一個愛與認識教會是 個愛與
共融的團體。

 讓學生明白到自己都 讓學生明白到自己都
是在教會團體中愉快
地生活。地生活。



中國人小故事中國人小故事

課次 內容摘要課次 內容摘要

第1課 • 利瑪竇在中國
• 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

第5課 • 中國人在清明節掃墓的習慣

第7課 • 鮑叔牙對待朋友的態度第7課 • 鮑叔牙對待朋友的態度

第8課 • 杜甫幫助別人的精神

第10課 魏徵敢於向皇帝提出意見第10課 • 魏徵敢於向皇帝提出意見



作業的安排作業的安排

作業類型分佈作業類型分佈：

填充

剪貼

選擇選擇

填色

生活反思

簡單創作簡單創作



視聽教材及其他支援視聽教材及其他支援

基督徒故事

 每幅簡報均會配有簡單字幕， 每幅簡報均會配有簡單字幕，
讓教師及學生都可初步理解圖
意意。

 每課簡報亦配有廣播劇可供教 每課簡報亦配有廣播劇可供教
師播放。



例：第4課 聖保祿的故事

保祿在雅典講道，遭人譏笑和拒絕。



保祿不怕死亡，堅持傳教。



保祿幫助有需要的人。



情境短片

 新增情境短片，增加學生對相關情 新增情境短片，增加學生對相關情
境的認識。

 提升學生興趣。



兒歌兒歌

課次 課題 歌曲名稱課次 課題 歌曲名稱

第1課 天主愛中國 天主愛中國

第2課 同一天空下 民族互欣賞第2課 同 天空下 民族互欣賞

第3課 我愛祈禱 天父聽我禱

第4課 向聖人學習 聖人是我好榜樣

第5課 我們懷念亡者 為亡者祈求

第6課 感恩的聖誕 耶穌是我的聖誕禮物

第7課 尊重朋友 朋友樂共處

第8課 愛在助人時 我愛近人

第9課 悔改的喜樂 真心悔改多喜樂第9課 悔改的喜樂 真心悔改多喜樂

第10課 活出道德勇氣 活出道德勇氣

第11課 教會愛我 教會與我



課前簡介課前簡介

 為方便教師備課而增設，目的是希望
可以讓教師能更快更直接知道該課的可以讓教師能更快更直接知道該課的
一些教學重點。此外，亦會將一些重
要的訊息著此片段告知教師 使教學要的訊息著此片段告知教師，使教學
時更流暢及有信心。



多謝各位支持多謝各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