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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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旋風——劉翔 J1.4正義是任何人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正義是實踐愛德的基礎和起點
小學組 中文科1組 小六中文科-地球只得一個 J1.5全體成員，團結一致，共同建設，達至社會公益
小學組 中文科1組 古詩《遊子吟》 F1.6 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
小學組 中文科2組 誰先吃 F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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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長幼有序的傳統文化

小學組 中文科2組 中文五年級火山裝 F1.6, F2.3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與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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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2組 六上 1.捐誠 J1.4 J1.5 L2.5 我們不分年齡、種族、階層盡自己所能幫助有需要的人，共同做善舉，表揚大愛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官倉鼠 J2.4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F2.3 P.6 中文課題: 《表哥駕到》當中提到母親不了解兒子的想法, 亦沒有尊重兒子的尊嚴，導致親子關係出現溝通上的問題。因此一家人必

須多互相了解，多以愛心關懷子女,孩子也要多表達自己的想法，大家就能生活的更和諧融洽。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六中  官倉鼠 J1.4  J2.4
小學組 中文科3組 六年級第九課 《愛惜生命》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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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李白的詩句、尼克的例子，指出每個人都有其價值，珍惜生命。)
愛德
L2.3︰效法耶穌愛世人的模範，幫助有需要的人，特別是被厭惡、被排斥和被遺忘的人。

小學組 中文科4組 四下單元九：歌者的心聲《紙船寄母親》、四下單元十二：校園內外《學校裏的
隱形人》

F1.6 家庭成員間的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

小學組 中文科4組 一上單元五 小小植物真有趣；二上單元五 課題：愛的賬單 愛護植物，尊重生命。（義德J1.5,J2.1）；父母對子女的愛（家庭F1.6）
小學組 中文科5組 五年級 第四課 那傾斜的兩傘 F1.6 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和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
小學組 中文科5組 六年級中文科 毽子裏的銅錢 J1.4,J1.5,J2.3,L2.5對賣番薯爺爺的愛，對事情的不公而作出行動（義德）
小學組 中文科5組 拾金不昧（義）我幫爺爺穿鞋子（愛、家庭） J2.3。F2·3 。L2.6
小學組 中文科6組 風箏 F1.6
小學組 中文科7組 小一中文,親親家人 家姐無條件原諒弟弟的錯/1.6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這是不可取替的。
小學組 中文科7組 小六中文，兇手 記述一家人冤枉花貓的故事，説明我們要保持客觀及清醒，不可妄下決定。J1.4
小學組 中文科7組 小一中文/親親家人 家姐無條件原諒弟弟的錯/L1.2愛德的果實是喜樂平安和憐憫。
小學組 英文科1組 Make a difference L2.3
小學組 英文科1組 P1 English My Family F1.1 家庭是人的第一個團體，天主願意人在團體中成長。
小學組 英文科1組 P.5 Eng Good Behaviour in the society J2.3 在學校內及社會上實踐正義。
小學組 英文科1組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j1.4 how the three brothers formed an army to fight against the Yellow Turban o that people could have food and lived peacefully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P.2 Housework (Let’s help at home) F2.3 孝敬父母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P.6 Ch.5 Film Review (copyright of movies) J2.1 J2.3 遵守法律保護知識產權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P3 Reading Worlshop - The Giving Tree F1.6 家庭成員間的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P.5 East meets West J1.5 尊重文化差異
小學組 英文科2組 F1.6 New Cinderella :   為對方變賣自己心愛的物品，換取生日禮物
小學組 英文科3組 Elect 2B Chapter 1 - Let's help at home F1.6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

J1.5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小學組 英文科3組 Primary 6 English Topic: Be considerate (learn about how to be a considerate

passenger)
J1.2, J1.4, J1.5, J2.3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Elect 2A Ch 6 Meet my family F1.6 家庭成員間的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KS 2 6B  Save Our Ear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J 1.5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6A Ch.3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 J1.5
小學組 英文科4組 P3 BK3B Special gifts f2.3
小學組 英文科5組 P4 Be a star pupil! F2.3
小學組 英文科5組 Book 6A ch. 7 celebrating festivals F1.6 celebrating festivals with families
小學組 英文科5組 P.5 LOE UNIT 2 Lend a helping hand 每個人應實踐正義，養成習慣，成為義德
小學組 英文科6組 Primary 4 U2 In good shape (sickness and housework) F1.6, F2.3
小學組 英文科6組 Primary 4 Eat More Healthily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identities) J1.5
小學組 英文科6組 Primary 3 Hong Kong Stories (Amah Rock) F1.2, F2.2
小學組 英文科7組 Friendship J1.2
小學組 英文科7組 Book 6A chapter 4 Making a difference Chapter 7 Let's celebrate L2.6,  F1.5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P.1 My Family F1.5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Different festivals and respecting other cultures （義徳） J1.5
小學組 英文科8組 Helping at home 愛是天主的本質，天主是愛。天主以愛創造人和萬物，與人分享祂的愛。愛來自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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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 英文科8組 International Week (P6) J1.5 正義的社會由全體成員，團結一致，不分宗教、文化、種族、階層、身份、年齡等，
共同建設，達至社會公益。

小學組 音樂科 4下親情樂滿天 F1.6, F2.3
小學組 音樂科 參加音樂會應有的禮儀和態度 J 2.3 學習尊重表演者和其他觀眾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幸福家庭 F1.1、F1.5、F1.6 養成與家人融洽相處，相親相愛的態度。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P5第三冊第三課《香港主要的經濟活動》 J2.4政府及社會各團體有責任恪守分配正義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P1 親親家人 家庭中，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愛護及教育子女，彼此要互相尊重
小學組 常識科1組 P.3 居住好環境 F2.1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P.1 學校大家庭 J2.3 在學校生活實踐正義，尊重別人身份行為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小學六年級常識/<基本法>與生活/權利和義務 J2.1 人應按照以自然道德律所制定的社會法律來生活。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學校生活  正義的社會由全體成員，團結一致，不分宗教、文化、種族、階層、身份、年齡等，共同建設，達至社會公益。J1.5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基本法》與我  人應按照以自然道德律所制定的社會法律來生活。J2.1

 正義的法律要保障人權及自由，包括宗教自由。J2.2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P.1 溫暖的家 F1.6 與家人相處之道，成員間有無私的愛和關懷，建立以愛德為本的家庭觀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我的親人  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F1.6

家庭是人參與的第一個團體，天主願意人在團體中成長。F1.1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國際問題透視 家庭是社會的核心。天主透過家庭的組織讓各成員在愛中成長和生活，並投入建設更大的團體，包括學校、社區、社會、國家、世界。
F1.5
 每個人應實踐正義，養成習慣，成為義德。J2.3
政府及社會各團體有責任恪守「分配正義」。J2.4

小學組 常識科2組 我愛社區 F1.5 家庭是社會的核心。天主透過家庭的組織讓各成員在愛中成長和生活，並投入建設更大的團體，包括學校、社區、社會、國家、世
界。
F1.6 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不可取替的。

小學組 常識科3組 自由和守規 J2.1
小學組 視藝科1組 我最愛的家人（繪畫） F1.6
小學組 視藝科1組 我的許願樹（P5) 設計 L1.1
小學組 視藝科1組 我的許願樹 J1.5
小學組 視藝科1組 霓裳魔術師(利用環保物料設計新衣) J1.5 達至社會公益
小學組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母親節 繪畫心意卡贈母親,…F2.3 孝順母親，報答養育之恩
小學組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德育：以關懷和友愛的態度與人相處，不以取笑別人為樂 J1.2,J1.4
小學組 數學科1組 除法分物 J1.4
小學組 數學科2組 二年級分物 二年級分物(J1.4)
小學組 數學科2組 二年級(分物) 二年級(分物)(F2.3 情景 : 分糖分飲品開大食會等)
小學組 數學科2組 三年級除法 三年級除法(F2.3情景 : 買禮物送父母每日平均分多少?)
小學組 數學科3組 除法 J1.4
小學組 數學科3組 平均數 每人能公平地獲得資源
小學組 數學科3組 除法-整除性 J1.4, J2.4
小學組 數學科4組 平均數 J2.4
小學組 數學科5組 p3 五位數 J2.3 分組活動時強帶弱
小學組 數學科5組 數學科：活動時間 F1.6 。透過記錄父母工作的時間或與自己活動的時間，感受父母的愛
小學組 數學科5組 除法 J1.4 公平公正的對待，公平地分配物件
中學組 中文科8組 中一白居易《燕詩》、中三《爸爸的花兒落了》 F1.7  ,  F2.3
中學組 中文科8組 <魚我所欲也>,比較儒家思想與天主教義德的意義 J2.3
中學組 生物科 唐氏綜合症 J1.4 正義是任何人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正義是實踐愛德的基礎和起點。

中學組 生物科 親代撫育 F1.4 家庭是夫婦以愛孕育生命，實踐父母的天職，延續天主創造的地方。

中學組 生社科 高中中史：唐代均田制（授田先後次序：先貧後富、先無後少） 義德：J1.2 愛貧為先
中學組 生社科 Political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J2.1 How to act according to social law but under the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中學組 地理科 水資源 愛是人回應天主的「大愛」，當人體會到天主的大愛，自然懂得愛主愛人愛大地。
中學組 地理科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1.1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Respect our parents F2.3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宗教 社會正義 J1.4 J 1.5. F2.1 理論，個案，行動實踐
中學組 宗教科2組 宗教科中二 單元四 《美好的家》 F1 家庭是人生第一個團體。每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中，均可從家庭中成長，延續天主的創造，並得到愛與尊重（F1.3）。

另外，F2.3：基於愛，父母子女均要學習尊重與體諒。
時問不足，寫不完

⋯⋯

中學組 物理科 光的全內反射應用,光纖之父高錕發明光纖,但他沒有申請專利權,讓世人不論貧富
都可以使用。J1.5

J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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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 物理科 Nuclear energy J1.5 正義的社會由全體成員團結一致,達至社會公益 (選擇是否使用核能)
中學組 物理科 光的全內反射與光纖通訊 F1.5 投入建設更大的團體(社會、國家、世界的聯繫)
中學組 物理科 計算用電量與發電 L2.6 我們在愛德中成長，學會去愛。(珍惜及節約能源，救救我們的地球)
中學組 物理科 Einstein...nuclear bomb Lf1.3
中學組 物理科 The fine-tuned universe Lf1.1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Fair trade J1.5正義的社會由全體成員，團結一致，不分階層，達至社會公益。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F.3 Unit 4 Global Warming J1.5正義的社會由全體成員，團結一

致，不分宗教、文化、種族、階層、身份、年齡等，共同建設，達至社會公益。

全球暖化, 引起社會問題. 地球村的人, 應盡力減排,減癈, 共同建設，達至社會公益。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Earth, Nature and Environment: Issues like global w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included in this Unit. It inspires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areas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how to reduce footprints.

J1.5 & J2.3

中學組 英文科10組 S1 English-fun and games 課堂活動安排同學分享童年時與家人的玩意， 藉此帶出 F1.1, 家庭是人參與的第一個團體。
中學組 英文科11組 News forum: Social issues Justice (J2.1-5)
中學組 英文科11組 The darker sides of Hong Kong (Social issues) J1.4, J1.5
中學組 英文科11組 F.2 Reader - Chinese Cinderella F2.3 (The story demonstrates the main character displays her love for family despite sufferings and lack of parental care)
中學組 英文科9組 Crime and punishment Related to “Justice”.  J1.5, J2.2-2.5
中學組 英文科9組 S2, Story book, Christmas Carol L2.2 用生命去愛人，同理心，慈悲，分析故事主角的行為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F1.7 家庭是第一所學校，父母應以耶穌的價值觀，透過言行去培育子女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通識教育 現代中國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F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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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個人成長人際關係 和諧關係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通識教育 今日香港 生活素質 貧富懸殊 J2.4政府及社會各團體有責任恪守「分配正義」。
中學組 通識科1組 今日香港—貧富懸珠 J1.5 正義的社會由全體成員，團結一致，不分宗教、文化、種族、階層、身份、年齡等共同建設，達至社會公益
中學組 視藝科2組 1)學生與悲有自閉症的青年一同繪畫壁畫／2) 銀光一閃（同學與家中長輩的肖像

立體雕刻）
F1.1團體的本質是共融：每一個獨立的個體能夠齊心合力 （家庭的價值）／ F1.6 家庭成員間無私的愛與關懷，讓人體驗人性尊嚴，且是
不可取代的

中學組 數學科6組 Deductive proof J2.1人應按照以自然道德律制定的社
會法律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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