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的處境

憐憫人指對人的同情心，可見於對人的情感反應和認知反應。此階段的

兒童由觀察、分析人的想法和行為而對人產生同情，把同情心由身邊人

擴至陌生人，心理學稱為抽象同情心階段。他們對劣勢群組，無論是否

生活在同一社區或同一家庭，都會表示同情。簡言之，此階段的兒童除

了對不幸者有情感反應，也認識不幸的原因，願意採取行動助人，卻不

大了解何謂憐憫心或同情心的概念。

學生對耶穌的教導（如蕩子的比喻、慈善的撒瑪利亞人）已有認識，知道

耶穌愛人，知道他是天主子；但未知道耶穌有天主的能力，施行復活死

人的奇蹟。

  本課主旨

本課旨在透過【耶穌復活寡婦的獨子】，讓學生認識耶穌對不幸者的憐憫

而行了奇蹟。透過中國先賢李時珍悲天憫人的事蹟，學習救助有需要的

人。讓學生發展天賦的同情心，感受別人的不幸，體諒別人的境況、限制

和需要，懷着憐憫心，以實際行動關愛別人。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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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白人有憐憫之心

2.從【耶穌復活寡婦的獨子】

明白耶穌如何憐憫人

3.明白耶穌行奇蹟以顯示天主

對人的愛

4.從【悲天憫人的李時珍】知

道中國先賢如何憐憫他人

5.願意學習耶穌憐憫他人

價值

同理心、關懷

基督徒故事

路7:11-17【耶穌復活寡婦的

獨子】

─耶穌憐憫寡婦而行奇蹟

能力

1.能夠推想別人的不幸處境

2.掌握表達憐憫的方法

建議課節

4節(每節40分鐘)3  憐憫他人3  憐憫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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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學習經驗的關係

●  學校政策 

1.以「假如我是視障/身體殘障/……的人」為題請學生寫下一位被憐憫

的人的感受；篩選優秀作品製作短片或張貼壁報。

  教師參考資料

●  相關天主教教理   

CCC548    奇蹟證明耶穌是天父派遣的

CCC1716   憐憫人的人得到天主賞報

CCC1777   道德良心存在人的內心深處，推動人行善避惡

CCC1829   愛德的成果是喜樂、平安和憐憫

CCC2448   人間的悲慘贏得基督的憐憫

●  文字及網站資料   

1.CCTV-4中文國際（亞）（2011）：《醫藥雙聖李時珍》。（長24:28分，

李時珍的成長過程，他以身許醫，矢志救人的醫者故事）（連結見網上

教師本）

2.思高聖經學會（2004）：《聖經辭典》，72條「不潔」，香港，思高聖經

學會。（有關新約時代對「不潔」的解釋）

3.思高聖經學會（2004）：《聖經辭典》，856條「奇蹟、異事」，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有關「奇蹟」的解釋）

4.高夏芳（2013）：《只緣身在此山中》，頁68-70，香港，天主教香港聖經

協會。(福哉憐憫人者)

●  建議教材

1.《中華里》中華文化專題網站：《李時珍― 立志修藥書》。（連結見

網上教師本）

2.瑪利諾女修會（Maryknoll Sisters）在1920-1970年代在香港的故事。

（片長7分鐘，英語對白，不設字幕)（連結見網上教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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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節流程

●  本課探究的問題

1.憐憫是甚麼？ 

2.耶穌如何表達他的憐憫？

3.耶穌的奇蹟是甚麼？

4.李時珍如何表達憐憫？

5.怎樣從同情心和同理心學習做憐憫人的人？

  各級相關課題表

小四 第3課：憐憫他人 1.瞭解耶穌如何以奇蹟憐憫寡婦

小三 第5課：關懷弱小 1.瞭解耶穌為何特別關懷貧窮弱小者

小二 第8課：愛在助人時 1.明白耶穌教我們幫助有需要的人

小一 第7課：愛與服務 1. 明白耶穌以身作則，教我們彼此相愛

課題級別 教學重點

第二節

1. 知道耶穌憐憫婦   
人的感受、想法和
行動

第一節

1. 知道人有憐憫之心

2. 知道耶穌為憐憫婦
人行了奇蹟

第四節

1. 明白憐憫人的方   
法

第三節

1. 明白耶穌奇蹟的   
性質和意義

2. 檢視自己對別人   
的憐憫

2. 知道李時珍是個   
悲天憫人的人

3. 李時珍像耶穌一樣
有憐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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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是甚麼？  

人性要求我們追求自己和別人的幸福，當我們看到別人遭遇不幸，會產生

同情和惻隱之心。世上的不幸和痛苦，是人類罪惡的後果，也是天主讓人

實踐愛的機會。天主是愛，人若看見別人有難，卻關閉憐憫的心，天主的愛

便不存在他內。人是按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故擁有天主的愛；愛生慈悲，

慈悲生憐憫，憐憫叫人協助將別人的痛苦消除。

憐憫是面對別人的不幸身同感受，理解別人的困境，願意伸出援手。當人見

到弱小者陷於困境，或慘劇發生時，自然觸動和流露憐憫之情。憐憫包括

態度（憐憫心）和行動（憐憫的行動）。憐憫心雖說是天賦的，來自天主，

但人有自由，人若不加善用、培育和發展，憐憫心會被蒙蔽，發揮不了作用，

漸漸面對不幸者時變得心硬和冷漠，不會催促自己採取憐憫的行動。

發展心理學以同情心和同理心解釋憐憫。同情心的發展包括對人的情感反應

和認知反應，一般在兒童六歲前發育成熟。同理心可見於年紀較大的兒童身

上，它可幫助兒童理解他人的觀點和情感。

同情心是非常珍貴的感情，是很多高尚道德情感的基礎，是人的道德品質之

一。同情心是對人的不幸和困難產生共鳴，並以行動關心、支持和幫助的

情感。它的產生有賴兒童的自我意識和社會認知能力的發展，如對他人的

需要、情感和情緒的認知與理解。讓學生從小保持同情心，不致被社會的

冷漠同化，成為一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冷血無情的人。

教師讓學生明白︰

1. 憐憫是對人的不幸起同情心，身同感受，明白他的困境，願意伸出援手，

以行動幫助他；

2. 憐憫包括態度（憐憫心）和行動（憐憫的行動）；

3. 憐憫從人心中的愛而來，是表達愛的方式。天主是愛，他憐憫世人。人依

天主的肖像造成，在受造時已被賦予一顆愛心憐憫別人。

教師透過活動讓學生︰

1. 意識自己有憐憫人的能力和機會；

2. 面對別人的不幸，要保持人性的同情心，不要讓自己冷漠無情；

3. 想像別人面對的困難，設法明白他們的感受，幫助他們脫離困境，這就是

憐憫他人。

  神學及教育背景

3.1 神

3.2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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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故事︰【耶穌復活寡婦的獨子】

耶穌在加里肋亞葛法翁治好羅馬百夫長的僕人後，與門徒來到四十公里外的

納因城。進城時，剛遇到送殯的人群，死者是一個青年，是寡婦的獨生子。

耶穌看見這位寡婦便動了憐憫心，叫她不要哭泣，按住放着死者的擔架，

復活那青年。

喪子的寡婦尤其可憐，日後無法靠兒子照顧，因此，耶穌特別憐憫她，甚至

打破猶太人對接觸死者的禁忌，按住運送死者的擔架，不怕自己受玷污，

成了不潔。耶穌復活寡婦的獨子，一方面令她重獲依靠及社會地位，另一方面

顯出耶穌憐憫人的心，打破社會及文化的禁忌，顯示天主的愛超越一切制度。

《聖經》多次提到寡婦，又常與孤兒並論，因為他們是以色列社會容易被

遺忘和無依靠的一群。寡婦無承繼權，由兒子照顧生活，兒子無力時，她可

重歸父家，或改嫁。梅瑟法律強調對待寡婦要以慈愛和憐憫，以及正義

為懷。故事中的婦人是一名寡婦，沒有丈夫依附，已悽慘，只能靠兒子；

現今連兒子也去世，婦人無依無靠。耶穌先安慰她，再用奇蹟把她帶離困厄，

重燃希望，表示天主對她的憐憫；耶穌以愛的行動展示天主愛人。

本課重點在「憐憫他人」，基督徒故事着重展示耶穌看到不幸的事，不會

視而不見，卻流露憐憫之心和採取憐憫的行動，是一個憐憫人的人，是可供

學習的好榜樣。為幫助學生明白「憐憫他人」是怎樣一回事，教師以耶穌對

婦人的憐憫逐一分析：

1. 注意送殯行列；

2. 想像寡婦喪失獨子的不幸；

3. 心生憐憫；

4. 願意停下來安慰寡婦；

5. 按住擔架（為免解釋「不潔」的概念，教師可說這是猶太人不喜歡的事）；

6. 復活青年；

7. 把他交給母親。

教師注意：憐憫之情需培養和多練習，在課堂宜給足夠時間、空間，配合

適當氣氛，讓學生發現自己的情緒變化，經驗自己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學習

從不幸者的表情、身處的環境和遭遇，體會別人的感受。提醒學生，人性

雖有憐憫心，仍需後天培育和發展，否則，這顆心會變得遲鈍，趨於麻木，

人長大後，漸漸變成冷漠和沒有愛。雖然我們不能學耶穌行奇蹟，卻能學他

關注別人的不幸，瞭解別人的困難，動憐憫之情，提供幫助。

3.4 教

3.3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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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是甚麼？

「奇蹟」是超越一切自然的現象，是自然不能解釋的。天主親自或藉代表行

「奇蹟」，暫時停止自然律，或按自然律的過程轉變世事。《聖經》記載的

「奇蹟」，可稱為「神蹟」，即特殊的「記號」，證明天主從不離開他創造的

世界，在歷史中仍不斷救贖。

耶穌行奇蹟，表示天主的德能在他身上顯現。耶穌行奇蹟，不是為滿足人的

好奇，也不是炫耀自己，從他有時避開群眾，暗地行奇蹟，禁止在場的人或

治愈者向外宣揚等得以證明。耶穌行奇蹟因為他憐憫人的不幸與痛苦，且

要告訴人：天主國已來臨，也為鞏固人的信德。行奇蹟前，耶穌向人要求信

德。耶穌行的奇蹟包括平息風浪、以五餅二魚吃飽五千多人、天生瞎子復明、

癱瘓的人起來行走、驅逐魔鬼、及本課的復活死人等。這些事超越科學的解

釋，非人所能做的。

教師讓學生明白奇蹟是︰

1. 超越自然律，但不是魔術或掩眼法，也不是特技，是天主憑自己的全能，

做出人不能做到的事。

2. 自然界的萬物都依照天文、物理、化學和生物等法則和定律運作，人沒有

能力改變這些法則和定律（例如人死不能復生、地球繞太陽運轉而有日出、

日落）。天主是宇宙的創造者，是自然法則和定律的制訂者，他當然有

能力暫時改變法則，令事情不依自然定律運作，便出現奇蹟。

本課是學生認識耶穌施行復活死人奇蹟的故事，教師跟他們重溫小一上冊第

4課《喜樂滿聖誕》提到耶穌是天主兒子的身分及小三下冊第9課《體察的

心》，耶穌將水變酒的奇蹟，讓他們明白︰

1. 耶穌是天主的兒子，有天主的能力行奇蹟；

2. 耶穌透過行奇蹟證明自己是天主的兒子；

3. 耶穌證明他愛人；

4. 耶穌展示天父對人的愛。

《天主教小寶庫》：憐憫他人的天主教會

教會按耶穌的教訓力行「愛貧為先」。十九世紀中踏足香港後，在憐憫弱小

的服務上不遺餘力。百多年前，教會為貧弱者提供教育，嘉諾撒聖心書院當

時為盲童提供教育、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聖保祿書院照顧孤兒和殘障兒童。

五十年代戰後的香港，百廢待興，市民生活艱苦，很多家庭連吃的也沒有。

教會決定向有需要的人派糧（最常見是麵粉），解決基本生活所需，使人感

到教會的關懷，不少神父和修女為當時窮困的坊眾提供食物救濟和教育

機會。不少接受糧食的市民因而成為天主教徒，有些成為熱心教友，他們曾

被戲稱為「麵粉教友」。

3.6 教

3.5 神

3.7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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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藉以上例子，讓學生知道︰

1. 教會在香港服務市民超過一百五十年；

2. 服務方式主要是「社會服務」和「教育」（辦學校）；

3. 教會一向是憐憫人的好榜樣。

背
景
資
料

【中華小寶庫】︰【悲天憫人的李時珍】

李時珍（1518-1593），今湖北省人，明朝著名的醫學家、藥學家和

博物學家。出身世醫家庭，由於家庭的薰陶，從小喜愛醫藥。他長

時間一方面刻苦鑽研古人的醫藥學著作，一方面行醫看病，曾到北京

太醫院工作。

行醫救人期間，李時珍發現古代的本草書籍，特別是許多毒性藥品，

竟被認為可以「久服延年」，遺禍無窮。他利用所閱讀的大量醫籍和

堅實的田野考察，親自整理中國歷代有關藥物學的著作，編成「百科

全書」式的醫學巨著《本草綱目》，書中編入藥物1892種，附有藥方萬

餘個，插圖千餘幅。綜合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化學、天文學、

氣象學等許多領域的科學知識。這樣有系統而嚴謹的編排、對後世的

醫藥學和博物學研究有巨大貢獻，影響深遠。

教師藉「憐憫之心」和「憐憫的行動」說明︰

1.李時珍「憐憫之心」︰他對病人非常同情，身為醫者，容易體會和明白

病人的苦痛，因而產生憐憫之心；

2.李時珍「憐憫的行動」︰憐憫心推動他採取行動對付疾病，減輕病人的

不幸。他苦心研究並編訂有價值的醫學巨著《本草綱目》，讓後世千百萬

人受惠；

3.李時珍與耶穌一樣，面對別人的痛苦，身同感受，流露同情，切望解除

別人的不幸，這都是憐憫心的表現。

教師可藉李時珍的故事，讓學生明白他是一個悲天憫人的人︰

> 李時珍目睹嚴重水災引發瘟疫，體會到病人的苦難，努力救助他們。（教

材J）

> 李時珍發現錯誤的醫藥知識給病人很大傷害，既同情又悲憤。（教材K）

> 他透過考訂醫籍和田野考察，糾正漏誤資料，編寫《本草綱目》。（教材L）

3.8 教

3.9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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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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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角色

1.教師向學生展示教材A，圖中小朋友與家人探望因病住院的表哥，

然後向他們提問：

Q1.你猜圖中的人在做甚麼？

（可能答案︰探病）

2.教師請學生扮演探病的小兄妹，然後回答問題︰

Q2.看到受傷的表哥，你心裏有何感受？為甚麼？

（可能答案：為表哥的痛楚感到難過，因為自己也有受傷的經驗；

同情，因為表哥對受傷感到憂慮，不能自由活動、不能正常上課、

可能有後遺症等。）

Q3.你們為何願意探望表哥？

（可能答案：明白自己的探病行動會令表哥感到高興和安慰。）

Q4.你們希望為表哥做甚麼？

（可能答案：令他可以減輕憂悶的方法。）

3.教師邀請學生分享臥病和探病的經驗；

第一節

知道人有憐憫之心

學習目標1 3.2 教3.1 神

重
點
一

經驗

教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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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工作1

回想你看到別人不幸時，你的心情怎樣？

從以下字詞，找出你曾經驗過的，加上 ○ 號；

若有其他，寫在最後一欄。（可選多項）

○ 1. 感到惋惜  ○ 2. 感到傷心  ○ 3. 感到不安  

○ 4. 感到擔心  ○ 5. 感到悽慘  ○ 6. 感到不快樂  

○ 7. 其他：

做小工作、朗讀課文

1.教師請學生完成小工作1；

2.教師指出有這樣的感受，就是有憐憫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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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P.18

資料欄

資料欄

3.教師以       的「憐憫的心」和「憐憫的行動」解釋以下各點︰

(1)憐憫的心使人看到別人的不幸感到惋惜、傷痛，

願意伸出援手；

(2)如果配合助人的行動，就是憐憫人的行動；

(3)一個有憐憫人的心和相應行動的人，就是憐憫人的人；

(4)每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憐憫人的人；

(5)憐憫人的心需要培養的。

憐憫的心

能夠感受和知道別人的不幸，明白他面對的困難，願意

提供援助。

憐憫的行動

受憐憫的心催促而採取的助人行動。

4.教師跟學生朗讀課文（學生課本P.18），以引出本課學習主題。

資料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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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學生本問題

答問

1.教師向學生提問：

Q5.你聽過耶穌憐憫人的故事嗎？

（教師可先讓學生回想及分享過去學習過的《聖經》故事。此外，

教師亦可以與學生重溫小三下冊第9課《體察的心》，耶穌將水變

酒的奇蹟）

Q6.你們試過遺失銀包或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嗎？當時的心情怎樣？

Q7.你們能否猜想，有人失去一個心愛的人，心情會怎樣？

（問題旨在帶出以下基督徒故事）

聽故事

1.教師展示教材B，向學生講述【耶穌復活寡婦的獨子】第一部分；

2.教師向學生提問︰

Q8.你猜這個婦人有何感受？

（可能答案：憂傷、痛不欲生）

Q9.你猜群眾覺得婦人怎樣？為甚麼？

（可能答案：她很慘、很可憐，因為她失去了兒子、失去依靠）

3.教師指出，當時養活家庭主要是男性的工作，婦女只能依靠丈夫

過活，不能工作養活自己。這婦女失去了丈夫，成為寡婦，只能

靠兒子；現在連唯一的兒子都失去，她不但傷心失去愛子，更

失去生活依靠，面對極大困難，實在可憐。耶穌對此，十分瞭解；

4.教師展示教材C-E，講述故事第二部分：

5.教師向學生提問︰

Q10.你認為耶穌復活寡婦的兒子，主要的原因是甚麼？

（答案：因為耶穌看到婦人的傷痛，動了憐憫的心，以行動復活她

的兒子。）

知道耶穌為憐憫婦人行了奇蹟

學習目標2、5 3.3 神

重
點
二

教材B

3.4 教

- 憐憫是同情和明白別人的不幸，願意以行動向不幸者伸出援手。

復活寡婦獨生子的事，顯示耶穌是憐憫人的人。

小結

教材C

教材D

教材E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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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1.教師展示教材F，請學生回憶上節課的故事，重新排序。

(建議答案: 4-2-5-7-3-1-6)

朗讀課文

1.完成後，教師跟學生朗讀課文（學生課本P.19-20），並核對排序

答案。

觀察及討論

1.教師向學生提問：

Q11.如何得知耶穌憐憫那婦人？

（問題旨在引出以下活動）

2.教師派發教材G，請學生完成第一部分：畫中如何看出耶穌憐憫

婦人？請在相關處塗上顏色。（例如：看到耶穌面露愁容—把他

的面貌着色；耶穌用手按住死去的青年，表示悲哀—把他的手着

色）

3.完成後，教師着學生在靜默中思考以下問題，着他們將答案填在

作業第二部分的空格內：

Q12.根據圖意，猜猜耶穌當時想甚麼？

Q13.耶穌在這種心情下有何行動？

4.教師請學生分享寫下的答案，並以下列的建議作補充；

建議答案：

第二節

知道耶穌憐憫婦人的感受、想法和行動

學習目標1、2 3.2 教3.1 神 3.4 教3.3 神

重
點
一

‧送殯行列
‧擔架上有一具

青年屍體

‧婦人失去獨子
悲痛哀哭

‧青年復活

Q12.根據圖意，猜猜耶

      穌當時想甚麼？

Q13.耶穌在這種心情下

      有何行動？

故事中耶穌
看見的事物

‧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那些人如此傷心？

‧上前看看

‧寡婦失去獨子，怎樣生活？
‧我可以為她做甚麼？

‧停下安慰她，叫她不要哭
‧按住棺材（猶太人不喜歡做

的事），然後復活那青年

‧把他交給他的母親‧寡婦不用再悲傷
‧替寡婦高興

教材F

教材G

學生本P.19

學生本P.20

學生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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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課文

1.教師跟學生朗讀課文（學生課本P.21），以鞏固本節學習重點。

〉〉〉教學提示

1.此活動在於透過觀察耶穌的憐憫之情，製造與耶穌接觸的場景，

讓學生明白耶穌的觸動，藉此培育他們學習耶穌的憐憫之心。

活動進行中，給學生安靜環境，鼓勵他們用心觀察，想像耶穌

當時的表情、面貌、情感、行動等。

- 耶穌因體會婦人的感受而同情她，明白婦人的處境，故動了憐憫的

心復活她的兒子。

小結

做作業

1.教師向學生提問︰

Q14.從【耶穌復活寡婦的獨子】，你們學到怎樣憐憫不幸的人？

（學生自由作答）

2.教師請學生藉作業【耶穌的憐憫】（P.5）第一部分，從耶穌憐憫

寡婦，思考他對人的憐憫，學習他︰

1.看見別人遇上不幸，要留意。

2.想像那人的不幸會給他甚麼困難。

3.代入那人的處境，明白他的感受。

4.願意幫忙他。

5.採取行動幫助他。

3.教師請學生回家完成作業1餘下部分。

學生本P.21

作業P.5【耶穌的憐憫】



思考

1.教師跟學生重溫上一節重點︰憐憫他人必須留意不幸者的遭遇，

代入他的處境，感受他所感受的，設法幫助他；

2.教師向學生提問：

Q15.耶穌最終怎樣幫助寡婦？

（答案：復活那寡婦的獨生子）

3.教師指出復活死人是一個奇蹟，然後以學生本        解釋「奇

蹟」是甚麼︰

奇蹟不是魔法，不是特技，是以天主的能力做出現代

科學也不能解釋的事情。

4.教師派發教材H，與學生一起辨別表中哪些是奇蹟；

答案:

答問

1.教師向學生提問︰

Q16.為甚麼復活死人是奇蹟？

（答案︰因為那是人不靠天主的能力便不能做到的事情。）

Q17.為甚麼耶穌能復活死人？

（答案︰因為他是天主子，有天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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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欄

資料欄

教材H

第三節

明白耶穌奇蹟的性質和意義

學習目標3 3.6 教3.5 神

重
點
一

你認為人若不靠天主的能力，能夠做以下事情嗎？  
試以   表示你的答案。         能夠 不能夠

1. 不用任何藥物或手術，把一個死人復活過來。

2. 不用觸摸天生的盲人，用說話令他復明。

3. 魔術師從空袋中變出一隻白鴿。

4. 經過長期醫療研究，發明一種治好癌症的藥物。

5. 一聲喝咤可以平息海面巨浪。

6. 經過長期水利研究，終可將每年嚴重泛濫的河道

疏導。

7. 經過反覆試驗，發明提高產量的新品種稻米。

8. 只用數片餅和數條小魚，可以讓五千人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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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向學生提問︰

Q18.耶穌為何要復活寡婦的兒子？

（學生自由作答）

3.教師展示教材I向學生指出耶穌行奇蹟是為了憐憫寡婦和顯示他是

天主子，有天主的能力；

4.教師向學生提問︰

Q19.我們不能像耶穌行奇蹟，那麼怎樣學習他憐憫人？

（學生自由作答。）

教材I

教材J

教材K

教材L

聆聽講解

1.教師讓學生明白︰

(1)我們不能學耶穌行奇蹟，卻能學習他關注別人的不幸，瞭解別

人的困難，動憐憫之心，提供適切幫助；

(2)每人都有憐憫的心，但需要多運用；否則，這顆心會漸漸冷卻，

變得遲鈍。當我們長大後，可能會變成冷漠和失去愛的人。

知道李時珍是個悲天憫人的人

學習目標4 3.9 教

重
點
二

聽故事

1.教師展示教材J-L介紹先賢李時珍是一位有憐憫之心的中國人（或

建議教材1《立志修藥書》動畫）；

2.教師向學生提問︰

Q20.李時珍對誰起了憐憫的心？

（答案︰水災後被瘟疫害死的人，吃錯藥的人）

Q21.為甚麼李時珍能夠體會這些人的痛苦？

（答案︰因為他是有憐憫心的醫生，明白病苦。）

Q22.李時珍做了甚麼憐憫人的行動？

（答案︰當下他治好病人，為長遠着想編訂醫學巨著《本草綱目》）

學生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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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時珍如耶穌一樣，是一位悲天憫人的人。身為醫者，能感受和明白

病苦者的傷痛，願意不辭勞苦，編訂《本草綱目》，減輕人的不幸。

耶穌是天主子，除了主動關懷不幸者，更能以奇蹟幫助有需要的人，

顯示對人的憐憫。

小結

李時珍像耶穌一樣有憐憫之心

學習目標4

重
點
三

討論

1.教師安排學生4-6人一組，請學生討論以下題目：

Q23.耶穌和李時珍都是憐憫人的人，他們有何相同之處？

2.學生匯報後，教師綜合他們的意見，並向學生指出他們的相同之處：

(1)他們都能感受不幸者的傷痛。

(2)他們都明白不幸者的處境。

(3)他們都願意採取行動幫助不幸者。

2.教師接着指出，李時珍懷着憐憫之心去幫助不幸的人，而耶穌更會

藉天主的能力施行奇蹟，憐憫不幸的人。

3.2 教 3.9 教3.1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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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教師向學生提問：

Q24.你認為憐憫人困難嗎？ 

（問題旨在帶出以下討論）

Q25.你曾參與探訪長者活動嗎？

Q26.參與的同學一般會做甚麼？

（可能答案︰與長者交談、表演、送禮物、玩遊戲、造茶點等）

2.教師安排學生每4-6人一組，然後討論下問題；

Q27.你認為同學在活動中的行動能否表達他們的憐憫之心？

請以例子說明。

3.討論後，教師請各組同學匯報；

聆聽解說

1.教師整合學生的意見，指出探訪長者活動的對象是缺乏家人照顧

及交談機會的長者，他們有些甚至是獨居的。我們應該多理解和

體察他們的孤獨，懷着憐憫的心參與活動；

2.教師可以下列例子，帶出如何在探訪過程中有一份憐憫之情：

3.教師指出有憐憫心的人願意了解別人的需要和感受，對人表現關

懷，令人感到舒服；若欠缺憐憫心，那只會是一項任務而已；

4.教師向學生提問，讓他們意識某些工作特別酬要憐憫心︰

Q28.你猜哪些職業特別需要有憐憫心？

（可能答案︰醫生、護士、消防員、社工、教師等）

第四節

明白憐憫別人的方法

學習目標5 3.1 神

重
點
一 3.2 教

探訪時的活動 帶有一份憐憫之情的表現

與長者交談時，不應只顧自說自話，

應多聆聽他們的經歷和需要，讓他們

感到被接納和受尊重。

應先了解他們的興趣，讓他們從中感

到快樂和不孤單。

向長者解釋禮物的意義，讓他們經驗

被關懷和照顧。

1. 與長者交談

2. 表演、玩遊戲

3. 送禮物、造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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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師指出，某些職業（如：教育、社會服務）必須具有憐憫心，

讓接受服務的人感到被尊重和被愛。教師亦可與學生討論這些職

業能如何帶出憐憫心。

〉〉〉教學提示

1.教師列舉一些服務團體為例，如紅十字會、無國界醫生、扶康會、

明愛機構，讓學生知道社會人士期望這類服務提供者必須富憐憫

之心。

結合

答問

1.教師展示教材M(昔日天主教會在香港救濟市民的照片)，向學生

提問︰

Q29.這時代的香港發生甚麼事？有誰需要被憐憫？

Q30.你猜圖中的人在做甚麼？

（可能答案︰派米、派糧食）

Q31.你猜誰憐憫人？誰被憐憫？

（可能答案︰憐憫人─神父/傳教士；被憐憫─貧困無助的人）

2.教師簡介《天主教小寶庫》：指出在1950年代，世界大戰剛結束，

香港很多人生活條件極差，連吃的也沒有。天主教會免費派食糧

給有需要的人，給他們教育，不少人因此加入教會，成為天主

教徒。

〉〉〉教學提示

1.教師可用某些修會當年在港的故事，介紹教會憐憫人的例子。

本課「建議教材2」是瑪利諾女修會的故事，附有珍貴照片和

修女的訪問片段。

2.教師就以上片段，請學生回家訪問年長的家人/朋友，讓他們更了

解當時的情況。

做小工作

1.教師向學生提問︰

Q32.要憐憫他人，你覺得有甚麼困難？

（問題旨在引出小工作2）

檢視自己對別人的憐憫

學習目標5

重
點
二 3.1 神 3.2 教 3.7 神 3.8 教

教材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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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作業

1.教師請學生回家完成作業【憐憫他人，我可以嗎？】（P.6），讓

學生反思以前對人的服務和行動是否有憐憫之情，鼓勵他們多鍛

煉憐憫之心。

唱歌

1.教師帶領學生一起唱學生本P.42（教師本P.137-138）的歌曲

《耶穌的憐憫》，以鞏固學習重點。

- 天主賜我們憐憫之心，讓我們把同情心付諸助人的行動。過程

中可能遇到困難，我們需要學習和培養才可以成為憐憫他人的

人。

小結

作業P.6【憐憫他人，

我可以嗎？】

讀金句、祈禱 

1.教師指出天主將憐憫放在人心中，我們需要發展它；

2.請學生一起朗讀本課金句「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

憐憫。」（瑪5:7），鼓勵學生成為一個憐憫人的人，這樣不但

可顯出愛人的表現，更會得到別人和天主的憐憫，然後請學生一

起以本課禱文祈禱。

        全課總結

- 教師跟學生重溫本課學習重點（見「本課主旨」及「學習目標），

並從總結中評估學習成果及作跟進。

結合 回應

朗讀課文

1.教師跟學生朗讀課文（學生本P.22），以鞏固本節重點。

學生本P.22

A 感受他/他們的困苦

B 明白他/他們面對的困境

C 以行動幫助他/他們

要做一個憐憫人的人，你認為哪一項最困難？

請    出並解釋你的答案。

小工作：



P.5【耶穌的憐憫】

    作業指引：

- 此作業旨在︰1.從耶穌憐憫寡婦的事件，讓學生找出憐憫的要素；

2.了解自己是否有一顆憐憫的心；

3.有哪些地方可以效法耶穌，培養一顆憐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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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憐憫他人，我可以嗎？】

    作業指引：

- 此作業旨在讓學生反思以往的服務或行動是否懷着憐憫之心；加強他們憐憫

別人的心，或對他們肯定，鼓勵他們繼續以憐憫的心對待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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