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的處境

此階段的少年一般視不如意的事為「痛苦」，他們對痛苦已有一定

經歷，包括來自身體的傷痛、來自家庭、學業、朋友的壓力等。然

而，當面對痛苦時，他們總希望早日去除這份痛感。由於他們未懂

得處理，故容易傾向逃避要面對卻又痛苦的事情，或埋怨為何那些

痛苦要在自己身上出現，卻少會明白跨越痛苦有助成長。     

學生在本科已學習有關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可是，他們未

必知道耶穌在遇到痛苦時，也像我們一樣，有軟弱的時候，但他會

全心依賴天主，勇於面對。

  本課主旨

本課讓學生明白每人都會經驗痛苦，只要我們以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去面

對，這些痛苦是可以跨越的，並有助成長。藉【耶穌面對痛苦】的故

事，讓學生認識耶穌的苦難，學習他信靠天主和勇於面對痛苦的態度。

同時，透過介紹中國一句諺語，讓學生明白中國人亦強調人面對痛苦

時，不輕言放棄，方能有成。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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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何謂痛苦

2.明白痛苦的意義

3.從【耶穌面對痛苦】中學習他

如何面對痛苦

4.明白每人都會經歷痛苦

5.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應該

鍛煉出不怕吃苦的精神

6.願意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痛苦

  與其他學習經驗的關係

●  學校政策 

1.如學生在四旬期學習這課，可於操場壁報張貼十五處苦路圖，並作

介紹。

2.圖書館可以「與痛苦同行」為主題，展示以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痛苦的名人傳記或心靈小品。

  教師參考資料

●  相關天主教教理   

CCC 599-609 耶穌痛苦的死亡顯示了天主對人的愛，在十字架上
 發揮出來

CCC 613 基督的死使人與天主重歸於好

CCC 618 人類的痛苦與基督的愛相結合

價值

堅毅、積極

基督徒故事

路22：39-65及瑪27：27-31

【耶穌面對痛苦】─ 

耶穌信靠天主，勇於面對

痛苦

能力

1.掌握面對痛苦的要訣

2.能夠恰當地處理痛苦

建議課節

5節(每節40分鐘)5  與痛苦同行5  與痛苦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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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節流程

●  本課探究的問題

1.痛苦是甚麼？

2.人為何要面對痛苦？

3.耶穌如何面對痛苦？

4.中國人如何看吃苦?

5.人可以如何面對痛苦？

●  文字及網站資料 

1. 安德魯‧馬修斯巴達（著），鄧碧霞（譯）（2010）：克服逆境，《苦

中作樂》，頁30-47，香港，貝殼出版社、知出版社。（有關在逆境中要

有一份正面的態度）

2. 若望保祿二世(1984)：《「論得救恩的痛苦」牧函》。瀏覽日期，

02-02-2015，http://www.hsscol.org.hk(圖書館/教會文憲/頒布年份/ 

1984(4)/論得救恩的痛苦（有關耶穌基督受苦的意義）

3. 施惠淳（1991）：「主啊﹗為了甚麼？」聖經論痛苦，《神思》08。 瀏

覽日期：12-5-2014，http://www.hsscol.org.hk（圖書館/期刊索引/

刊名/神思/08期/施惠淳）（有關聖經中提及耶穌的痛苦）

4. 嘉理陵（1991）︰天主愛我自有他的方式︰默想痛苦的神學意義，《神

思》08。瀏覽日期：19-5-2014，http://www.hsscol.org.hk（圖書館/ 

期刊索引/刊名/神思/08期/嘉理陵）（有關痛苦的解說）

● 建議教材

1. 靈火文化（2010）：「與你同行」簡報光碟（透過彩色插圖及簡要的

《聖經》故事，讓學生能輕鬆地認識基督的苦難）

第二節

1. 知道耶穌同樣會
經歷痛苦

第一節

1. 知道痛苦的定義

2. 認識【耶穌面對
痛苦】的故事

2. 知道耶穌為愛而
受苦

第四節

1. 認識面對痛苦的
不同方法

2. 知道中國傳統

鼓勵人要能吃

得苦

第三節

1. 明白痛苦可以有
積極的意義

第五節

1. 明白如何裝備自己
以積極面對痛苦

2. 明白天主教會「拜
苦路」的意義

2. 認識痛苦的積極
意義

小五 第5課：與痛苦同行 1.明白每人都會經歷痛苦 

  2.願意學習耶穌信靠天主，以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痛苦

小三 第8課：生活滿希望 1.明白耶穌復活戰勝死亡為人帶來喜樂與希望

  2.面對生活中的困難仍充滿希望

小一 第8課：背起十字架 1.明白耶穌背十字架的故事

  各級相關課題表

課題級別 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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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根源

•天主在造人之初，原給了人一個特殊恩典，按照《智慧篇》2:23，「其實

天主造了人，原是不死不滅的，使他成為自己本性的肖像」，教會傳統稱

這恩典為「原始聖德和義德」（original state of holiness and 

justice）；可是，人的罪惡破壞了這計劃，《創世紀》敘述的墮落史告

訴我們，人類因原罪而帶來死亡，及其所產生的痛苦，原罪的後果，使人

性的力量變得脆弱，又要受無知、痛苦及死亡的困擾。因此，痛苦的根源

來自罪惡。

•耶穌來並非消除此世的所有痛苦，而是把人類從更大的奴役，即罪惡的奴

役中，拯救出來，因為罪惡妨礙他們作為天主子女的召叫，並造成世上種

種的奴役。

痛苦的意義

•疾病和痛苦往往是人生命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人在生病時，會體驗到自

己的無能、有限和終極。一切疾病都能使我們隱約地看到死亡。痛苦尤其

是病苦，能使人陷入焦慮不安，甚至有時對天主感到失望和忿怨，但人也

能藉此自我反省。疾病也可使人更趨成熟，幫助他辨別並追求生命中最重

要的事物；疾病時常激發人追尋天主並歸向天主。

面對痛苦的方法 

信友的生活，例如：讚美、痛苦、祈禱、工作，都與基督的讚美、痛苦、祈

禱、工作及他整個的奉獻結合，因而獲得新的價值。基督的祭獻臨現祭台，

使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可以與他的奉獻相結合。

基督藉著十字架上的苦難和死亡，賦予痛苦新的意義：從此，痛苦可使我們

肖似他並結合於他為救贖世人所受的苦難。

一切喜樂和痛苦，一切事件和需要，都可成為感恩的材料。感恩是參與基督

的感恩，應充盈整個生命：「你們要事事感謝！」（得前5:18）。

  神學及教育背景

5.1 神

教師可讓學生明白︰

•痛苦可以來自身體的疼痛感覺，亦可以是內心的難受感覺。不論你喜歡與

否，人生必然會經驗痛苦。

為何會有痛苦？

•沒有人喜歡痛苦，它可以來自很多方面：有些來自人為的破壞與傷害，有

些來自天災；即使來自天災，也可能介入了人為的破壞，例如：人類不斷

破壞大自然，導至溫室效應加劇，世界各地的氣候出現變化，影響生態發

展，人和萬物都因而受苦。

•基督徒認為，痛苦是一個奧秘（人不能完全理解），因此，生命中有些痛

苦是難以解釋的，只能在成長中嘗試領悟其意義。

痛苦有何意義?

•痛苦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從中學習，依賴天主，懷着堅定的意志去克服，

這有助我們成長。痛苦是成長的代價，幫助我們鍛煉自己的體力和意志，

去面對更大的挑戰。

怎樣面對痛苦?

面對痛苦的方法：

•積極和正面的想法︰痛苦是一種心理狀態，能帶給人負面情緒，但人可以

藉理智控制情緒和積極面對。

•積極和正面的做法︰面對痛苦時，有些人懂得透過正確而合適的方法減輕

痛苦，例如：做運動、充足的休息、與朋友交談、祈禱等。

•當我們採用不當方法嘗試減少痛苦時，會有機會傷害身體，例如：運動過

量、暴飲暴食、長期玩電子遊戲，甚至傷害自己或輕生。教師應讓學生明

白，生命是天主所賜的，他讓我們好好管理自己的生命。因此，當面對痛

苦時，我們應謹記愛惜生命，不做傷害自己或別人的行為。

5.2 教

根據以上訓導，基督徒面對痛苦的方法包括:

(1)祈求天主恩賜力量面對；

(2)以積極和樂觀的態度面對，因為可以視痛苦為體驗基督受苦的機會，

可以更肖似他，並結合於他為救贖世人所受的苦難；

(3)視痛苦為補贖自己和他人罪過，以及立功勞的機會；甚至視痛苦為感

恩的原因，因為天主讓我們有分於他救世的苦難，參與救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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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教

•耶穌知道將受的苦難，內心恐懼。可是，他向
天父祈禱，並願意跟隨天主的旨意行事，勇敢
地面對痛苦。

•門徒為金錢利益而通知士兵去捉拿耶穌，耶穌
就像被自己的兄弟出賣一樣。

•士兵用刑具鞭打耶穌至遍體鱗傷，又迫他戴上
茨冠、恥笑他，完全沒有顧及他的感受。

•被釘的巨大肉身痛苦，及被別人侮辱的痛苦。

情境 面對痛苦的細節

耶穌是天主，他會受苦嗎？

由於聖言成了血肉，取了真正的人性，基督的肉身就有了局限，換言之，他

可以受苦及死亡。

耶穌受痛苦，想告訴我們甚麼？

罪惡令人與天主關係破裂，耶穌選擇受苦難，就是為了救贖，用愛去修補人

與天主的關係。他顯示了天父對人類的愛，且是毫無保留，愛到極點。在他

的苦難和死亡中，耶穌的人性成了天主之愛的自由和完美工具，這是天主願

意人得救的愛。事實上，為了愛天父和他所願拯救的人類，耶穌自由地接受

了苦難和死亡：「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若

10:18）。耶穌自由地走向死亡的時候，正正顯示出天主子的至高自由。

5.3 神

耶穌受了甚麼痛苦?

(1)人性對死亡的恐懼︰耶穌在山園祈禱時，預見了將要承受的苦難，內心

在極度恐慌中，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耶穌受難時，也表達了他的

人性對死亡的恐懼，這方面的人性與我們的人性完全一樣，但他的

人性與我們有不同之處，是在於耶穌的人性完全免於罪惡。耶穌藉人

性意願去承行天父的意願，接受了他贖罪的死亡，為的是「在他身

上，親自承擔我們的罪過，而上了木架」（伯前2:24）。

(2)被所愛的門徒出賣︰猶達斯出賣恩主，耶穌固然感到難過，而且盡力

使他覺悟，在晚餐中遞給他的那塊餅，原是愛的召喚，呼籲他棄暗投

明，但猶達斯寧選擇黑暗（參看若13:30）。

(3)肉體上受苦︰耶穌受鞭打及戴上茨冠，除皮肉之苦外，更飽受凌辱，

最後更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如何面對痛苦?

•耶穌在山園祈禱，知道將受的苦難，內心恐懼。可是，他向天父祈禱，並

願意跟隨天主的旨意行事，勇敢地面對痛苦。。

•耶穌在十字架上，感到恐懼和孤獨，他用《聖詠》祈禱說：「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詠22:2）但這並非表示耶穌絕望，其

實他在誦念《聖詠》22篇，這《聖詠》末段表達對天主懷有深厚的希望：

「我要在盛大的集會中向他頌讚……」（詠22:26-31）。最重要的是這首

《聖詠》，充滿耶穌受難的預言（22:8-9,15-19），如今一一在耶穌身

上應驗了。

•耶穌最後也用《聖詠》表示他全心信賴天主：「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

中」（詠31:6）。

耶穌的痛苦與十字架有甚麼關係？

•十字架是一種刑具，將犯人以繩索或釘子懸木樁上，使之受酷刑至死。

•羅馬人只對非羅馬公民及奴隸施以十字架刑，羅馬公民的死刑只採用斬

首。舉例說，聖伯多祿和聖保祿同在羅馬受死，前者因為不是羅馬公民，

所以判受十字架刑，聖保祿因為是羅馬公民，所以判受斬首之刑。

•耶穌為人類犧牲，把人從詛咒中解救出來，承受天主的祝福，因為經上記

載說：「凡被懸在木架上的，是可咒罵的」，而基督卻把我們由罪惡和所

應得詛咒中贖了出來。（迦3:13）

耶穌會不會受苦？

•學生在初小階段已知道有關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故事，因此，本課主要講解

耶穌與人一樣會面對痛苦，而且，他所面對的痛苦絕不輕：面對不公平的審

判、給門徒出賣、受士兵辱罵及傷害，最後背十字架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受痛苦，想告訴我們甚麼？ 

•耶穌所受的痛苦是有意義的，他相信只要依從天父的計劃，接受痛苦，換

來的是全人類的拯救；所以他甘願忍受這些痛苦，為人犧牲，而不會運用

任何神蹟去擺脫，以顯出他對人的愛。

•耶穌降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與我們在一起，除了不沾罪惡，一切與人

同。他以人性歷盡人間悲歡離合，受苦受難至死。他天天與我們同在，時

刻陪伴我們，能與我們一起笑，一起哭，並在我們低落的時候，給予扶

持，甚至背起我們，《沙灘的足印》正道出這點。

耶穌受了甚麼苦，他如何面對痛苦?

5.4 神

山園祈禱

被猶達斯出賣

被士兵鞭打及
被迫戴上茨冠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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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教 《天主教小寶庫》︰拜苦路

起源和內容

•朝聖者到耶路撒冷都會參與一項基督徒的傳統習俗：就是「拜苦路」。有

些歷史學家說「拜苦路」是始於拜占庭時代。那時候的朝聖者會在聖週四，

從耶路撒冷東邊的革責瑪尼山園（耶穌在山園祈禱的地方）出發，列隊向

西遊行至聖墓大殿。到了十八世紀，這段路程被稱為「苦路」（Via 

Dolorosa）。從十四世紀開始，方濟會士根據傳統，在苦路上建立聖堂或

祭台，為紀念耶穌在苦路上的情節，讓朝聖者在那些地點作信仰反省，默

想耶穌的苦難。

•今天的「苦路」是從安東尼堡（Antonia，即耶京的東北）的遺址開始，

向西遊行，穿過耶路撒冷的街道，一直到達聖墓大殿（紀念耶穌被釘死的

地方）。大多數考古學家都認為耶穌是在黑落德王宮（在今日的雅法門

Jaffa Gate附近，即耶京的西門）受般雀比拉多審判，而不是在安東尼

堡。耶穌被人從黑落德的王宮帶往加爾瓦略山。

•現時教會的「拜苦路」：熱心敬禮有十四處或十五處的情節（耶穌復活事

件為第十五處），每處的內容包括讀經、反思、祈禱和歌詠。

「拜苦路」的意義

•無論考古學家作出甚麼判斷，虔誠的基督徒都認為「拜苦路」是默想耶穌

苦難的好方法，根據《路加福音》對耶穌最後旅程的敘述，給我們提供了

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路程大綱，讓我們追隨著耶穌的腳步重溫苦難及其

意義。

5.7 神教師讓學生明白，每人都會有機會面對痛苦，應該以正面的態度面對，不要

被痛苦打倒，反而應該利用痛苦助自己成長。

5.8 教 教師簡單介紹天主教會「拜苦路」敬禮的內容。大部分天主教聖堂中都設有

以耶穌受難事蹟為本的畫或雕像，順序分為十五處，每處有讀經、默想和祈

禱。傳統稱為「拜苦路」的敬禮，多於四旬期間進行。教師進而解釋「拜苦

路」旨在鼓勵信眾憑藉默想耶穌所受的痛苦，憶念天主對世人的愛，學習耶

穌的堅忍，敢於面對痛苦。

當人遇到痛苦時，可以是一個看清楚自己的機
會，以及學習如何處理困難，這正是自我成長
的時候。

只要有堅定的意志，我便不會害怕遇到痛苦及
考驗。

每人都有自己的才能，當能夠在處理痛苦時發
揮，相關的能力會有所提升。

正面的信念/態度 擁有這種信念/態度的原因

痛苦讓我成長

天主伴我面對痛苦

我不向痛苦低頭

我可以跨越痛苦

天主會常在我左右，給我足夠力量來面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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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以這諺語的典故帶出痛苦與成長的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痛苦可以是一個磨練人的機會，只有能夠下定決心吃得苦

的人才有機會成功。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智慧，相信吃苦的盡頭必有好境，那

可能是生活環境改善了，或是個人的修養提升了。總之，當人看到吃苦過後

的成果，在痛苦中看到希望，才甘願在一切痛苦中，堅忍到底。中國人看痛

苦與成長的關係與天主教會的觀點一致。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明朝的一位文學家，曾在一本著名小說中提到「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

後人就將這句諺語改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其意在提醒我們，只

有在生活中能夠不怕困苦，艱苦奮鬥，經歷磨練後，才能成為一位廣受尊重

和敬佩的人。（教材K）

背
景
資
料

【中華小寶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諺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是改自明朝文學家馮夢龍

（1574-1646）其中一部有名作品《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逢夫》。

主人公受到別人侮辱，回家後看到長輩所書的兩對對聯：「十年受盡

窗前苦，一舉成名天下聞」和「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因而專

心讀書，最後中舉成名，一雪前恥。

所謂「人上人」指的是一個人能做到比一般人優勝。中國自古以來皆

指當官者，或經濟條件較好的人為「人上人」。要成為這些「人上人」，

必先經過讀書、考試、官場打滾等，當中須吃不少苦頭方能有成。為

勉勵人成功，古人以「吃得苦中苦」指出成功之道。

5.9 教



學生本 P.4學生本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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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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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 P.5



1817 踏上星光途 五下 第五課 與痛苦同行

看片段、思考、默讀課文

1.教師播放教材A片段（0’00-01’23”）或其他有關不幸經驗的短片；

2.向學生提問︰

Q1.你認為片中的父親和小女孩分別面對甚麼問題？

（可能答案：父親瞎了，被人取笑，感到不快樂。）

Q2.你若是那位父親，你會感到怎樣？為甚麼？

Q3.你若是那位小女孩，你會感到怎樣？為甚麼？

（學生自由作答）

Q4.你認為這些遭遇是「痛苦」嗎？為甚麼？

（學生自由作答，教師可以      「痛苦」的解釋作補充）；

痛苦

指肉體或心靈感到難受。痛苦在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

出現，是人生避免不了的事。

3.教師展示教材B，讓學生從人的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體會人的痛苦；

4.教師問學生︰

Q5.你感到痛苦時也像圖中的人一樣嗎？

Q6.你曾經歷或目睹別人遭受痛苦嗎？試分享一次經驗或所見所聞。

（問題旨在引出以下活動）

5.教師請學生完成作業【訴苦信箋】，請他們回顧並寫下痛苦的經

驗，可以是個人的、目睹或聽聞的；（可能答案︰病痛、同學需

要留班、好朋友離去、被父母責備、受別人欺凌、落選校隊）然

後剪下來；

6.教師可先準備一個「訴苦信箱」，收集學生完成的作業，留待第

四節課再發還學生；

7.教師邀請部分學生分享，然後可分享一次自己面對痛苦的經驗；

8.教師請學生默讀課文（學生本P.2），藉此明白痛苦的特質︰

(1)痛苦是很多人都會遇到的，沒有人喜歡；

(2)痛苦是個奧秘，即人不能完全明白的事。

〉〉〉教學提示

1.提醒學生不應比較各人的痛苦，也不要否定別人稱為痛苦的事，

因為每人的痛苦都因應當事人的感覺，沒有輕重之分。

第一節 

知道痛苦的定義

學習目標1、2、4

學生本 P.7

重
點
一 5.2 教5.1 神

學生本P.2

作業P.1

【訴苦信箋】

經驗

經驗

經驗

資料欄

資料欄

學生本問題

經驗

教材B

教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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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故事

1.教師問學生：

Q7.你猜耶穌受苦時，有何反應？有想過逃避嗎？

（問題旨在帶出基督徒故事）

2.教師展示教材C-F，向學生講述【耶穌面對痛苦】的內容，亦可

展示教材G以       「十字架」輔以解說；

十字架

是耶穌時代的一種木製刑具。犯人被繩索或釘子懸在

木架上，受刑至死。當時人對十字架敬而遠之，後來，

基督徒才以十字架來紀念耶穌的死亡與復活。

3.教師請學生在「我的小天地」寫下他們認為故事中哪些事為耶穌

帶來痛苦，留待下一節與同學分享。

認識【耶穌面對痛苦】的故事

學習目標3

重
點
二

- 痛苦是指身體或內心感到難受，是每人都會經驗到的，耶穌同樣

遇到痛苦。

小結

學生本P.3

學生本P.4

5.5 教5.3 神 5.4 神

朗讀課文、分享

1.教師跟學生朗讀課文（學生本P.3-4），並重溫上一節重點；

2.教師安排學生4-5人一組，請他們翻閱自己在上一節記在「我的

小天地」的內容：認為故事中哪些事為耶穌帶來痛苦，與組員分

享，再作匯報；

3.教師把學生的答案寫在黑板上，然後展示教材H作綜合及補充；

做配對、答問

1.教師展示教材I，請學生找出耶穌經歷的事情，令他面對甚麼痛

苦；

教材I參考答案︰

（1）e，（2）b c ，（3）f g h，（4）d f g h i，

（5）a c d f h i

2.教師問學生：

Q8.耶穌是天主子，他會感到痛苦嗎？（學生自由作答）

3.教師指出耶穌雖是天主子，但跟我們一樣都是人，同樣會受苦，而

且他所經歷的是很大的苦，因此，能明白人面對的痛苦。

〉〉〉教學提示

1.對教材I的答案，只要學生的答案合理，老師也可接受。

第二節

知道耶穌同樣會經歷痛苦

學習目標3

重
點
一

學生本問題

教材H

教材I教材G

教材F

教材E

教材D

教材C

資料欄

資料欄

5.5 教5.3 神 5.4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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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問題

- 耶穌像所有人一樣，都經歷過痛苦；他的痛苦是有意義的，能

讓人明白天主的愛。

小結

第三節

朗讀課文、答問

1.教師跟學生朗讀課文（學生本P.5），重溫上一節重點；

2.教師問學生︰

Q11.耶穌因為愛人類而受苦，那麼我們受苦有何意義？

（問題旨在讓學生思考人類痛苦的意義）

3.教師播放教材J，看看故事中不幸的人力克•胡哲（Nick Vujicic）

如何理解痛苦的積極意義（連結見網上教師本）；

4.播放後，教師問學生︰

Q12.你認為主角的痛苦是甚麼？

（答案：天生沒有四肢，不能如常生活，被孤立，嘲弄等 ）

Q13.主角對不幸有何看法？如何面對？

（答案：他認為那只是外表上的不同，勇於積極面對。）

Q14.假如他選擇逃避，結果會如何？（學生自由作答）

5.教師引導學生明白力克·胡哲能有今天，是由於他甘願面對事實，

並從痛苦中找到積極意義。

明白痛苦可以有積極的意義

學習目標2、4

重
點
一

學生本P.5

5.2 教 5.6 教5.1 神

教材J

聽歌曲

1.教師問學生︰

Q9.耶穌是因為做錯事而要面對這些痛苦嗎？

（問題旨在引出以下活動）

2.播放本課學生本P.33歌曲《痛苦中見主愛》（教師本P.121），

讓學生藉此明白耶穌為甚麼要受痛苦，歌詞內容大致如下：

3.聆聽歌曲後，教師邀請學生分享，然後作補充；

4.教師指出耶穌從沒犯錯，但他知道他受的痛苦能完成天父給他的

旨意：讓世人看到天父的愛，因此，他甘願犧牲至死，而不會用

任何神蹟去改變；

5.教師問學生：

Q10.假如你在耶穌的處境，你會如何面對？

（問題旨在讓學生從耶穌的抉擇，明白愛使人甘願受苦，並堅持

下去。）

知道耶穌為愛而受苦

學習目標2

重
點
二 5.5 教5.3 神

1.透過他經歷的痛苦讓人明白他對人的愛；

2.他的行動亦表達了天主對人的愛；

3.透過他經歷的痛苦來展示天主的偉大；

4.天主愛人，所以透過耶穌經歷的痛苦而希望人能與天主和好；

5.展示愛能夠克服所有痛苦與失望；

6.希望了解痛苦是怎樣一回事；

7.以自己的苦難來消除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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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耶穌為愛而甘願受痛苦，死而復活，又從別人的勵志故事，

我們相信痛苦有其積極意義。只要我們能夠找出痛苦的積極意

義，便有助我們面對，且能從中成長。

小結 學生本P.5

討論、默讀課文

1.教師展示教材K，然後問學生︰

Q15.你認為圖中哪5項際遇令人最痛苦？

（學生舉手示意）

2.請學生4-5人一組，給每組派發教材L，每組就剛才全班選出的5項

痛苦進行討論；

教材L參考答案︰

3.教師請學生匯報，然後指出雖然沒有人喜歡受苦，但痛苦的確有

其積極的意義；

4.教師板書「痛苦是天主給人化了妝的祝福」，然後問學生︰

Q16.有人說︰「痛苦是天主給人化了妝的祝福」。你同意嗎？

（學生自由作答）

5.教師鼓勵學生在面對痛苦時，找出痛苦的積極意義，這不但有助

他們面對痛苦，更可從痛苦中成長；

6.教師請學生默讀課文(學生本P.5)。

認識痛苦的積極意義

學習目標3、5 

重
點
二 5.2 教 5.6 教5.1 神

教材K

教材L

受苦情況 可以帶來的積極意義

•堅持殘而不廢，彰顯勇毅面對困難的美德，贏
取別人尊重

•讓自己知道身體出了毛病，好能及早醫治

•知道健康的可貴，從而注意健康

•鍛煉強健體魄

•令人明白真理及伸張正義的重要

•視作鞭策自己奮鬥向上的動力

•只要問心無愧，自有水落石出的時候

•令人明白友誼可貴，從而學會惜福惜緣

•作為對自己的告誡，以改過遷善

•看到家人重視自己，願意事事盡力做好

•愛之深，責之切

•激勵自己，培養包容與體諒

•學習了解家人

•令人體會到自己的限制，因而學懂謙虛、減少
自大狂妄；

•檢視自己錯誤和不足之處，發奮向上，增強能
力

•看到生命的可貴，從而愛惜生命

•念到父母養育劬勞，知道要孝敬父母

•視作鞭策自己奮鬥向上的動力

•知足常樂

•懂珍惜，不浪費

•家人互相扶持，非金錢可買

•加強自我的照顧能力

•知道生命的可貴，從而愛惜生命

1. 天生殘障

2. 病痛

3. 含冤受屈

4. 好朋友退學

5. 被家人責備

6. 與家人爭執

7. 比賽落敗

8. 寵物離世

9. 生活貧窮

10. 家人離世



經驗

結合學生本問題

結合學生本問題

結合學生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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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痛苦時，每人都可以用不同方法處理，有些人會大哭一場，

有些人會向人傾訴，中國人以不怕吃苦來鍛煉自己的方法也值

得參考。不論怎樣，我們必須找出積極的方法處理痛苦；否則，

用了消極的方法，不但不能除去痛苦，反而會令人更煩躁。

小結

第四節

討論、分析

1.教師取出第一節的「訴苦信箱」；

2.教師請學生4人一組，給每組一張白紙，請他們寫出「青少年感到

痛苦時會做的5件事」（例如：與人傾訴、睡覺等）；

3.完成後，教師請各組匯報，把最常見的寫在黑板，並邀請部分有

這些經驗的學生回答以下問題︰

Q17.為甚麼你選擇這樣做？能令你減輕痛苦嗎？

（學生自由作答）

Q18.你做這事時的心情如何？（學生自由作答）

4.教師請學生從這些方法中找出哪些是「積極」的，再引導學生思

考「積極」和「消極」的方法會引致的後果，從而明白積極面對

痛苦的方法較可取。（下表為一些例子）；

2.教師取出「訴苦信箱」，從中抽出一張信箋，讀出內容（不公開

學生姓名），邀請全班討論面對這痛苦的積極方法；

3.討論後，教師問學生︰

Q21.假如仍不能解決痛苦可怎麼辦？

（問題旨在引出以下反思活動）

4.教師展示教材M，請學生反思︰

5.教師請學生分享看法，然後指出時間有淡化痛苦的效力，因此，

即使不能立時解除痛苦，將來仍有機會讓痛苦逐漸減退。教師也

可鼓勵學生多祈禱，與耶穌訴心事。

〉〉〉教學提示

1.教師可播放柔和音樂，營造反思氣氛。

反思、分享

1.教師指出沒有人喜歡痛苦，但既然人皆有之，我們惟有設法解決。

只有積極的方法能夠幫助我們面對和跨越痛苦；

5.教師問學生︰

Q19.耶穌如何面對痛苦？積極嗎？

（答案︰耶穌同樣害怕受苦，但他透過祈禱向天父表達自己的不

安及恐懼，更對天父懷着信心和希望，這都是積極的做法，使他

有力量面對那極大的痛苦）

Q20.假如你在耶穌的處境，你會如何面對？

（問題旨在讓學生從耶穌的抉擇明白：a.愛使人堅持；b.消極的

方法無法處理痛苦。）

認識面對痛苦的不同方法

學習目標6 

重
點
一 5.2 教5.1 神

聽故事、答問、祈禱

1.教師展示教材N，介紹《中華小寶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

上人。】

2.教師問學生：

Q22.吃得苦才能成功，你同意嗎？為甚麼？

（學生自由作答）

3.教師指出這是裝備自己的方法之一，平日學會了面對痛苦，便有

能力接受更大的挑戰或痛苦的事； 

4.教師問學生:

Q23.你曾經因為克服了困難或跨越了痛苦而得到別人的讚賞嗎？

                 （學生自由作答）

5.教師邀請學生分享經驗，並給予適當鼓勵和讚賞；教師亦可分享

自己成功跨越痛苦的經驗。然後指出，中國人看痛苦與成長的關

係與天主教會的觀點一致；

6.教師與學生一起以本課禱文向耶穌祈禱，祈求他賜予我們力量面

對痛苦。

知道中國傳統鼓勵人要能吃苦

學習目標4、5

重
點
二 5.9 教

教材M

教材N

痛苦 方法 後果

請教老師指出自己
的問題，然後訂下
改善的範圍和方法

- 針對問題所在

- 面對而不是逃避，增
加下次成功的機會

逃避、推說是別人
的錯、總說「明天
才開始溫習」……

- 逃避問題，痛苦下次
可能會再來

考試
成績

不理想

積極

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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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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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R

教材S

教材P

教材Q

教材O

回應

結合

回應

結合

- 痛苦是每人都會經歷的，只要我們信靠天主，能有一個正面和

積極的態度，用正確的方法去處理，我們便可以從中學習如何

跨越痛苦，並得以成長。

小結

第五節

討論、反思

1.教師請學生4人一組，給每組派發教材O作討論︰

（教材O參考答案︰感恩的心、堅毅的心、滿懷希望的心等）

2.教師邀請學生再靜思︰

Q24.你有這些特質嗎？何以見得？（學生自由作答）

3.教師展示教材P，請學生自評，看看哪些「鎮痛貼」可作自我

裝備，以面對痛苦。完成後請他們貼在「我的小天地」作自我

提醒；

答問、讀金句

1.教師問學生︰

Q25.你認為這些方法有效嗎？為甚麼？（學生自由作答）

2.教師展示教材Q，介紹「沙灘上的足印」（學生本P.5），然後

問學生︰

Q26.從那人與天主的對話中，明白在最困苦時，他最渴望得到甚

麼？（答案︰天主的陪伴）

Q27.在你困苦時，你最想得到甚麼？

Q28.在天主的回答中，哪句話或哪些字詞令你感動？為甚麼？

（學生自由作答）

3.教師指出在我們痛苦時，天主必會陪伴左右，也會透過關心我

們的人來安慰我們。然後讓學生一起誦讀本課金句：「上主親

近心靈破碎的人，他必救助痛苦的人。」（取自 詠34：19）

明白如何裝備自己以積極面對痛苦

學習目標4、6 

重
點
一 5.6 教5.4 神 聆聽講解

1.教師展示教材R-S向學生介紹《天主教小寶庫》︰【拜苦路】，

指出天主教會特別在四旬期鼓勵教徒進行「苦路默想」，藉耶穌

苦難的事件再次提醒自己學習他的堅忍，敢於面對痛苦，同時感

受天主的愛；

朗讀課文、做作業

1.教師請學生朗讀課文（學生本P.6），鞏固本節學習重點；

2.教師請學生完成作業【痛苦？不必怕】，讓學生寫出耶穌和身邊

的人在生活中面對痛苦時會如何處理。並將他們的積極方法，作

為自己面對痛苦的借鏡。老師可利用作業指引內的建議，按學生

所寫的內容給予鼓勵作回應。 

明白天主教會「拜苦路」的意義

學習目標2、6

重
點
二 5.8 教5.7 神

作業P.2

【痛苦？不必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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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痛苦？不必怕】P.1【訴苦信箋】

    作業指引：

- 教師讓學生填寫此作業前，請先準備一個「訴苦信箱」，讓學生可以將自己

的痛苦經驗記錄後放在箱內；

- 本作業旨在讓學生記錄自己現階段經歷過的一件痛苦事，並在第四節分享自

己可如何處理這個痛苦的經歷；

- 如學生記下較尷尬的事（例如：青春期、家庭問題），教師不宜在課堂中與

學生進行討論，但可在課堂以外的時間與該生溝通，教導他如何面對這些痛

苦。有需要時，可邀請校內社工協助。

    作業指引：

- 本作業旨在讓學生明白面對痛苦時，耶穌、家人與親友的經驗可供參考。教師必

須強調學生應該學習一些積極的方法。

- 為了讓學生感受到老師亦是一位可鼓勵他面對痛苦的人，教師可利用以下例句回

應學生的勉勵語。例如：

甲、一個提醒，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乙、我們未必會明白家人的一切，但是我們可以有一顆愛心去學習彼此寬恕和包容。

丙、每人都會經驗痛苦，可視作一次練習，讓自己在將來遇到同樣的事時，可以更輕易面對。

丁、家人與老師一定會支持你，有需要可向他們說出自己的不安，他們可予你忠告。

戊、你有一個正面的想法，事情便會易於處理。

己、欣賞你！

庚、願你成功！

辛、好有心思啊！

壬、我也想將你的勉勵句子送給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