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選擇組別 您的任教科目及組別 (小學組) 您的任教科目及組別 (中學組) 請問是那個課題? 與那句吻合及解說
小學組 中文科1組 活得快樂 T1.4 & 1.5 良心的呼聲 (真正的快樂不只是眼前的快樂,而是需要考慮到對身邊各人的影響,會否因為自身快樂而影響別人，然後作

出選擇。）
小學組 中文科1組 德蘭修女 Lf1.4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人活得豐盛。

Lf2.1 應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不可傷害以至殺害無辜者的生命。
小學組 中文科2組 一上一單元四第七課比尾巴 Lf1.1天主是生命的主宰。

天主依照祂的形象創造了我們以及不同的動物，所以課文中的動物都有獨特的尾巴。

Lf2.2為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應珍惜生命、保護生命、提高生命質素、培養健康的
身體和心靈。
每個人和每種動物都有獨特的身體特徵，我們要好好保護身體，尊重每個個體都是獨特的。

小學組 中文科2組 7. 樂於奉獻的香港人(六上) T1.4 T.2.1 T2.2  幫助有需要的人是明確、真實的事，符合在真理中實踐愛
小學組 中文科2組 五上一冊第一課學會自律 義德J1.2學會每人都應該自律，從而獲得真正的快樂。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手捧空花盆的孩子 T2.1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手捧空花盆的孩子 T2.1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家庭 F2.3  六年級 上冊  表哥駕到 家庭 F2.3  當中母親與兒子的溝通關係需要彼此了解, 加以信任和尊重, 大家才能相處愉快, 融洽.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積極人生-不同的論證方法 T1.5天主給了人尋找真理的渴求及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運用不同的論證方法，尋找真理和分辨是非善惡
小學組 中文科4組 三年級說明文（說物）：說明一種動物 Lf 1.1。解說：動物的出現或其存在都有其價值，這正是天主的創造奧妙
小學組 中文科4組 四上 單元二勤奮苦練-赤道上的金牌 Lf1.5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人活得豐盛。
小學組 中文科4組 一下單元十二 好好學習 T1.3以誠為先的態度

T1.4,T1.5尋找真理、知識
Lf1.2生命是天主的恩賜

小學組 中文科5組 愚公移山  丅1·4  LF2.1
小學組 中文科5組 六年級 議論文 T1.5 T2.2
小學組 中文科5組 生命的蝴蝶 Lf1.5駐給人生命是為讓人活得豐盛
小學組 中文科5組 青少年權利宣言 T1.5、Lf1.2、Lf1.4、Lf2.2
小學組 中文科6組 小心眼 愛德

L2.3
L2.5
L2.6

小學組 中文科6組 23 生命生命 L2.6 &Lf2.2
小學組 中文科7組 蘇樺偉 生命Lf1.4
小學組 中文科7組 樂於奉獻的香港人 2.2我們應在真理中實踐愛，熱愛的行為亦滿全真理。
小學組 中文科7組 赤道上的金牌 1.4 即使身體有缺陷，仍活得精彩
小學組 宗教科1組 小四宗教第六課 生命真妙 Lf1.1 天主與人分享他的生命, 人肖似天主，具智慧、自由和愛
小學組 英文科1組 The new cinderella Lf1.4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活得豐盈。
小學組 英文科1組 P.1 Greetings and school rules T2.3「我們有責任認識真理」
小學組 英文科1組 P.3 Second Term Unit 3 Superheroes T1.4 superheroes are aiming to help people. Are they doing the right things?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Hobbies Lf1.4 認識自己投入生活 Lf2.2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HeadStart Book 5A U4 East meets West 2.1,2.2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Readers -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T1.4 and Lf2.4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A balance diet T1.5 尋求真理的渴求 分辨健康與不健康食物
小學組 英文科3組 1A Chapter 3 - Be good at school T1.5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
小學組 英文科3組 Protect them (Endangered animals) Lf2.1, Lf2.2
小學組 英文科3組 Rules! Rules! (Primary 2) T2.1, Lf1.5
小學組 英文科3組 Wonderful People(My hero)) Lf1.3
小學組 英文科3組 Natural Disasters T1.2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KS 2 Crimes T 1.5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KS1 Seasons T1.2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Now and then Lf1.2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Elect 2A Ch 5 and 6 L.f 1.5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人活得豐盛。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KS1 Seasons T1.2
小學組 英文科5組 P6 Ch.3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 明辨是非,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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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 英文科5組 P.2 LOE 2B Unit 6 Helping at home 家庭中，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愛護和教育子女，彼此要互相尊重。
小學組 英文科5組 Be a star pupil! L2.3
小學組 英文科6組 Ch.1 Island Adventures  Ch.4 The power of

nature Ch. 5 Save the animals!
Lf1.1 天主是生命的主宰。
Lf 2.1-2
應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不可傷害以至殺害無辜者的生命。
 為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應珍惜生命、保護生命、提高生命質素、培養健康的 身體和心靈。

小學組 英文科6組 Primary 5 Lighthouse Book 9 Ch.4 Modern
Detectives

Truth (T1.4)  真理同時也是善，可以指導人作正確的道德判斷。良心的呼聲是真理在人心內的具體表達，但良心需要培育

(T1.5) 天主給了人尋找真理的渴求及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

小學組 英文科6組 Primary 4 Nature T1.2, T2.2, J2.2
小學組 英文科7組 Book 6A chapter 3: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 我們應在真理中實踐愛，而愛的行為亦應滿全真理。
小學組 英文科7組 Book 6B Ch. 4 Animals in danger 生命權在於天主，只有祂有權掌管人的生死。
小學組 英文科7組 P.4 Ch3 (Term 2) Healthy eating Lf2 2.2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PET LF1.1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Healthy food Lf1.2生命是天主一份白白的恩賜。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生命 環保 Lf2.5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Protect endangered animals (P6 B Oxford) 生命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Super heroes (helping others) T2.2 我們應在真理中實踐愛，而愛的行為亦應滿全真理。
小學組 音樂科 旋律與粵語聲調 重建與我們共融的圓滿關係
小學組 音樂科 P1 動物音樂會 Lf2.1, Lf2.2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三年級第五冊第一課《住在香港》 L2.6家庭、學校、社會中常存愛德，我們就在愛德中成長，學會去愛，令人走向美善，令社會走向和諧。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P.4 和諧共處及文化共融 L2.5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認識地球 T1.2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探索四周：五感觀察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人活得豐盛。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五年級第四冊第三課拒絕吸煙，第四課不要喝酒

，第五課遠離毒品
Lf2.2為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應珍惜生命、保護生命、提高生命質素、培養健康的身體和心靈。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認清傳媒 天主給了人尋找真理的渴求及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生命的延續 生命權在於天主，只有祂有權掌管人的生死。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戰爭與和平 應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不可傷害以至殺害無辜者的生命。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簡單機械原理 T2.3
小學組 常識科3組 1,2 生命由受孕一刻開始，是美善和神聖的，生命應受到絕對的尊重。
小學組 常識科3組 生命的循環-動物 生命由受孕一刻開始，是美善和神聖的，生命應受到絕對的尊重。
小學組 常識科3組 跨越困難 L.f.1.4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人活得豐盛。

原因：
本課節的教學目標及內容是培養同學尊重及珍惜生命，活出豐盛的人生。由此可見，學習目標與核心價值句子相當配合，因此可
以借助這個機會，讓同學更深化學習天主教的核心價值。

小學組 常識科3組 資訊科技與溝通 T1.3、T2.1
小學組 常識科3組 珍惜的遺產 J2.5社會的經濟活動要實踐「交換正義」

原因：
本課教學目標在於關注文化產的保存，但在社會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面對保育與發展之間的取捨，這角度與社會的經濟活動
要實踐「交換正義」有共同的討論方向。

小學組 視藝科1組 掃描貝殼 Lf 1.2
小學組 視藝科1組 生命、真理 愛惜天地萬物、懂得欣賞自己及別人的長處、能養成自學的習慣
小學組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成長與改變 Lf1.2. 我們會經歷成長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和轉變，生命是天主賜給我們的，我們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小學組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守規有理 T2.1, T2.2
小學組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失去摯愛 Lf1.6
小學組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尊重別人 LF1.2 生命是美善和神聖，我們要尊重和包容不同的同學
小學組 數學科1組 角、垂直線 T1.3,T1.4,T1.5
小學組 數學科1組 貨幣、折扣 Lf2.5
小學組 數學科2組 數的認識/重量(生命), 日期(真理) 單數/雙數(人的身體部分)，重量(體重/健康)，一星期七日(天主的創造)
小學組 數學科3組 所有運算的課題 T1.5
小學組 數學科3組 四則運算 T1.3, T1.5
小學組 數學科3組 四則運算、解難 T1·5 尋找真理的渴求及分辨是非善惡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不分科目) 習作一：組員互動 -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

2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以下各項只屬同工在活動當日的習作成果，大會沒有核實。) 



小學組 數學科4組 統計圖 應用統計圖時，應反映及使用真實數據，T1.3認知與事實相符

小學組 數學科5組 速率 Lf2.2
小學組 數學科5組 P6百分數 T2.1, Lf2.2  透過搜集活動讓學生懂得選擇健康食物，珍惜天主所賦予我們的生命
小學組 數學科5組 速率/統計圖 車速，珍惜生命, 盡力的運動員 / 不善用統計圖會誤導消費者
小學組 數學科5組 速率、折扣 Lf2.2, T2.1
中學組 中文科8組 論四端，岳陽樓記, 天空閱讀與人生 T1.4, T1.5 , Lf2.2
中學組 中文科8組 生命 尊重生命，維持人的尊嚴
中學組 中文科8組 <岳陽樓記> Lf2.3&2.4
中學組 生命課 中四領袖課（leadership)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活得豐盈。」高中學生除了追求學業之外，亦需要了解以及尋求生命意義，充份發揮自己的強項來為

社會帶來改善。領袖課正正以此為目標，希望學生可以在領袖培育課中了解自己的強項，並找到合適的土壤培植。
中學組 生命課 Big Sisters' Scheme T2.2 大姐姐與小妹妹相處中學習分享，尊重，包容，及愛。大姐姐學習謙卑，不驕傲；小妹妹學習虛心聆聽。大姐姐小妹妹共同

學習並尋找他們各自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中學組 生物科 生態系織 T1.2
中學組 生物科 人的生殖 lf1.2
中學組 生物科 Ecosystem T1.2
中學組 生物科 Reproduction in humans Lf1.2
中學組 生社科 Module 8 Developing values and making

responsible decisions
Lf2.2

中學組 地理科 板塊構造 T1.2, T1.3
中學組 地理科 Ecosystem Lf1.1  Lf1.2  Lf2.1  Lf2.2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中二單元一《自由與責任》 T1.4  良心來自天主，有助我們作出判斷。不過，我們亦要好好學習，豐富知識，有助於作出判斷。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和好的喜樂 T1.4, T1.5, T2.1, Lf1.4, Lf1.5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社會正義 在真理中實踐愛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安樂死 Lf1.3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Making choices T1.4 do good and avoid evil, make moral judgement

Lf2.1 protect the dignity of man
中學組 物理科 核能 T1.2 T1.4T1.5
中學組 物理科 動量與碰撞(撞擊力) Lf2.1(不可傷害以至殺害無辜者的生命)
中學組 物理科 Light is wave or particles? T1.3 真理指認知與事實相符，T1.5 尋找真理的渴求！科學家為了光是波還是粒了做了無數假設及實驗追求真理
中學組 物理科 Atomic structure T1.3... atomic model (and many other theory) keeps evolving with technology advancement.  We are approaching the truth, but

we can't tell we are there.
中學組 物理科 Medical Physics Lf1.1 人從何而來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Being a responsible citizen 我們有責任認識真理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Exploring the Ocean Floor 生命是天主一份白白的恩賜。透過課文講述潛水員看到海洋生物的奧妙及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 教導同學生活是天主的恩賜，

是很寶貴的。海洋生物如是，人的生命也是， 人要活出豐盛的生命。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Ggg Ccc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F.4 English Unit 2 Teenage Problems (Letter of

Advice - Teenage Stress)
1.1. 天主是宇宙和生命的主宰。生命的奧妙來自天主智慧的創造
1.2 由受孕一刻開始，是美善和神聖的，生命應受絕對的尊重和保護。
1.3 生命權在於天主，只有祂有權堂管人的生死。
1.4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活得豐盈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Crime fighting: From the stories of Sherlock
Holmes, studen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crimes and they are aspired to seek for truth and
fight for justice.

T1.4 & J1.4

中學組 英文科11組 Teenage problems / Family problems (disputes) T2.4

中學組 英文科11組 NATURE Life is a gift.
中學組 英文科11組 Reading -- Life Unit on Respecting other

cultures (ethnic minorities)
Lf2.1 We should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dignity of man. No one can destroy an innocent human being.

中學組 英文科9組 生命，認識不同職業中三，中五課文） Lf1.4 是為了讓活得豐盈
中學組 英文科9組 Film Analysis

T1.5 – God has given man the desire to search for truth and the ability to discern good from evil.

Help students analyze whether a character is morally right or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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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英文科9組 F.3 Careers Development Lf1.4 God gave man life to live to the full.

Students need to enrich their life for the future careers choices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公共衛生-醫療科技的發展及其爭議 天主是生命的主宰

生命來自天主，是一份白白的恩賜。
生命由受孕一刻開始，是美善和神聖的，生命應受絕對的尊重。
應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不可傷害以至殺害無辜者的生命。(
為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應珍惜生命、保護生命、提高生命質素、培養健康的身體和心靈。
天主給了人尋找真理的渴求及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
我們應在真理中實踐愛，而愛的行為亦應滿全真理。
真理指「認知」與「事實」相符。人只能認識部分真理，而只有天主是全知的，祂才可認知全部事實，因此，祂就是真理。
應效法耶穌，經過苦難和死亡，才能得到復活和永生‥人面對痛苦時，更顯生命的意義。
以真福八端的精神，追求豐盛的生命。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個人成長：自我了解 成全自己的生命(Lf2.2)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通識教育 公共衛生 醫療科技引起的爭議 應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不可傷害以至殺害無辜者的生命。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經濟全球化 T1.4 指導人作正確的道德判斷
中學組 視藝科2組 自畫像 LF1.5生命的最後歸宿就是進入天堂，永遠與天主在一起

T1.2人藉天主的啟示—聖經—認識天主；另一方面，人也可以憑理智去發現自然界的知識，從而認識天主(即真理)。
中學組 數學科6組 S3_Deductive Geometry T1.3「認知」與「事實」相符
中學組 數學科6組 S3 Deductive geometry T1.3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不分科目) 習作一：組員互動 -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

4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

(以下各項只屬同工在活動當日的習作成果，大會沒有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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