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任教科目及組別 (小學組) 在一節課內找出如何教 A位? 在一節課內找出如何教 A+位? (配50句) 在一節課內找出如何教 學生話?
英文科3組 Elect 2B - Chapter 1 - Let's help at home Elect 2B - Chapter 1 - Let's help at home F1.1家庭是人參與的第一個團體，天主願意人在團體中成長, 團體的本質是共融：每一個獨立的個體能

夠齊心合力
常識科1組 珍惜地球資源，減廢    L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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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創造大地，給予我們大地資源，我們人類要做個好管家，管理大地/地球先生。

英文科4組 孝敬父母 F 2.3 學習孝敬父母的道理，明白天主委託父母教養子女。因
此，在生活裡，子女應表達自己對父母的愛意，特別在
成長過程裡，可能與父母有不少生活上的衝突，要學會
體諒父母的處境，保持彼此的愛意，鞏固血脈而來的深
厚關係。

英文科1組 家庭生活 (P.1) L1.1 在家庭生活中，天主很愛我地，爸爸媽媽愛我們就如天主愛我們一樣。
中文科4組 意志和毅力 勤奮苦練《赤道上的金牌》蘇樺偉的事例  Lf1.5天主

給人生命，是為了讓人活得豐盛。
天主創造我們每一個都十分寶貴和獨特，我們要珍惜天主賜與的生命，不要輕看自己，就像課文中的蘇
樺偉，他天生殘疾，最初連站也站不穩，但他沒有自怨自艾，憑着意志和毅力，後來成為奧運賽場上的
金牌得主，他把生命活得豐盛，精彩，正如聖經提到「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人活得豐盛」，我們每
個人也可以像他一樣，燃亮自己，活出豐盛人生，做個榮神益人的人。

中文科7組 小一中文 課題：好姐姐.........A位:姐姐愛護弟弟，家
人和睦相處、互相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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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話：如果你係姐姐，文章的弟弟做你做了這事，
你會點樣做？（告訴媽媽、責罵弟弟）

如果你係姐姐，文章的弟弟做你做了這事，你會點樣做？（告訴媽媽、責罵弟弟）
文中的方法與你的方法較好？（學生自由發表，學生不能評論）

小結:文中的姐姐選擇原諒，讓弟弟自己有學習反思的機會，呢個就係我哋天主教家庭的關係，家人要互
相原諒，對家人要有無私嘅愛，家人之間互相尊重，讓家人能在家中建立尊嚴。

英文科6組 Primary 5 Stop Bully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Lf2.1, L2.3 (Life and Love) 每個人都有天主的形象，我們要以尊敬天主的相同態度，尊重每一個人，在言語上、行為上都不能欺凌
和傷害人。　1. 先讓學生閱讀有關Bullying的課文／文章 2. 如果你的朋友被欺凌，你會怎樣做？給學生
幾個選擇  3. Class Discussion 後 (用50句及bible quote explain,讓學生明白這是天主的話語)，選出正確
方法  4.Final Product Role Play

數學科1組 除法分物，公平分配 J1.4,J2.4 用分糖果情景，怎樣分？是否人人有公平分配？
英文科2組 愛德 家庭 L2.6  F1.6 1.你從故事中學懂了甚麼？ （體諒別人 留意別人需要） 2.你身邊有沒有需要幫助的人？ 你會如何幫助

他/她？ 3. 如果哥哥很喜歡你新買的玩具/ 你會分享玩具嗎？ 你的妹妹和你一起看電視但不同channels
你會如何讓她看嗎？ 為什麼？

英文科3組 學習Nick敢於面對困難面對挑戰 Lf1.5……生命……活得豐盛 善用主賜，欣賞及創造真善美。
英文科5組 To talk about the roles of family member. All

members should care fo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They should help at home too.

F1.1家庭是人參與的第一個團體，天主願意人在團體
中成長, 團體的本質是共融：每一個獨立的個體能夠
齊心合力

We should help at home because we are parts of our families.

音樂科 音樂P.2 聽音樂說感受 （講解貝多芬） 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予讓活得豐盈。 貝多芬面對耳患沒有放棄，反而希望創作更多美好的音樂，活得豐盈。
英文科8組 green life and love the Earth L1.3 Pollution cause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t eco-friendly actions can help reduce pollution. People

should love our Earth and respond to the great love of God.
英文科7組 Caring for others : Taking care of the Earth 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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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udents read the passage of ch.4 the story of Noah(Noah's Space Ark)
2. Let students to choose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3. Ask students the reason and explain "When men experience the great love of God, they should
respond to that great love. Naturally they will love God and the earth he created.

常識科2組 1. 關愛世界上貧窮地區的人
請學生觀看圖片，讓學生想像身處圖中的環境，說說
感受
2. 金錢管理，善用金錢，捐款幫助有需要的人

J2.3每個人應實踐正義，養成習慣，成為義德。
J2.4政府及社會各團體有責任恪守「分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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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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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課題：守規有理   A位：「守法」、「尊重他人」 A+位: J1.4, J2.1 正義是任何人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訂立規則的主要目的是要維持秩序，保障我們的安全。各人能
盡己的責任自律守規，能叫生活更安全愉快。

中文科5組 愚公移山    承擔、堅毅 真理  T1.4  T2.2   家庭 F1.2 F2.2 移山方便了出入，但同時破壞了環境，我應該為環境及受影響的表達意見。
家庭是一個團體，一家人應共同努力，承擔、承傳。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不分科目) 習作四(小學組)：組員互動 -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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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3組 P.6 English Topic: Junior Super Chef (talk about a
boy who is willing to share half of his ingredients with
a girl, one of his competitors, during a cooking
competition when he knows that girl doesn’t have
enough ingredients. In the end, that girl becomes the
winner but he won an even bigger prize – Best Team
Player)
A: It is important to be a good team player and help
each other. We should not be selfish.

A+: L2.1, L2.3, L2.5, L2.6, J1.4, J2.4, T1.4 無私分享但輸掉比賽 VS 自私但勝出比賽 -->Make your own choice
Share the reasons behind your decision

數學科2組  除法:均分概念 (公平、公正)
分數: 分數的概念

正義是任何人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
分數概念:兩個人都是捐五元，10元中的5元還是20元
中的5元珍貴。(稱讚窮婦人的故)

捐獻的數量雖然相等，但佔的比分可以不同。
公平，不是每個人得到的東西都要一樣。

中文科3組 願意與別人分享(A+)
善導學生特質「關愛」行為指標: 幫助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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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2效法耶穌愛世人的模範，用生命去愛人，甚至為
罪人犧牲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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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教我們幫助弱小，李松慶先生的行為是一個好例子，你願意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種精神嗎?

英文科8組 Love nature 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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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created the world out of love. The best way to thank God is to love and protect all creatures in the
world. That’s why we should be friendly to the environment.

數學科4組 平均分 J2.4 政府及社會各團體有
責任恪守「分配正義」。

如在小組工作、班會事務，如果自
己是負責分配工作的人，能夠公平地分配；自己是成員
之一，能夠恰如其分地完成自己所負責的工作。反過來
說，如遇上分配不正義的情況，應該提出疑問，尋求改
善。

視藝科1組 畫一幅花鳥國畫，欣賞畫家齊白石的畫作，讓學生學
習欣賞自然界。

T1.2 , L1.1 人是很渺小，自己界的花草樹木、小鳥也是由天主創造。天主以愛創造人和萬物，與人分享祂的愛。把
這份愛盡展現在畫中。

中文科2組 紙船:
借折疊和放流紙船，寄託了作者對母親的思念和摯愛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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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認識到理想中的家庭中應有的愛與關懷，
努力建立學生正確的家庭觀。

中文科1組 小六中文 吃魚頭 培養知恩及關懷家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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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地的屋企人都係我地最重要的人，我地要一齊互相關心，讓對方感到溫暖。

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 LF 1.2 為何要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避免自己生病及將病毒傳染給別人）天主無條件地讓我們活在世上，所
以天主會好好珍惜每一個生命，而我們要保護身體，健健康康。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不分科目) 習作四(小學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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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回應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