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任教科目及組別 (中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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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8組 《逍遙遊》：不要用固有的思考來判斷事物，否則不能發揮事物的大用  ( 審視生命的價

值)
Lf.1.2 文中提到世人多以固定的標準判辨事物價值，少從事物的本質來判斷。從天主的角度，

生命來自智慧、美善，是一份恩賜，值得被尊重。因此，我們從事物的本質來看才能看
到當中的價值，凡事都有並用。 ( 透過影片讓同學反思自身的價值，生命的意義)

生命課 Compassion in actions週會講野分享,學生訪問,實地觀察,以學生第一身經驗令其他學生認
識活動當中價值

q&a, 讓師生對談, ole後班主任課跟進,,,,愛德：Ｌ2.2, 學生在班主任課或跨學科之中協作完成相關價值觀議題的任務

生物科 生命的孕育過程奇妙 認識生命的奧妙來自天主智慧的創造 讓學生反思生命的寶貴，讚揚天主的創造與智慧，向天主祈禱表達感恩（詩篇139）
生社科 F2 L&S M8 Developing values and making responsible decisions - at the beginning when

this topic is introduced, students are asked about who have affected their thinking and
actions most.  We have usually 1/3 of students in each class are born Catholics. So when
some of them responded on the introductory ques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have students
answering ‘thinking and acting under the Church’s teaching’, and some of them are from
Catholic families, Catholic parents are significant others influencing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urs of the students. These can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our lesson discussion.

Lf2.2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respect human dignity, we should
cherish life, protect it, rais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cultivate a
healthy body and mind

We believe students are born to have kind qualities in heart as what Canossian
Education emphasises, in students’ responses in lessons, they can view an issue in view
of some Catholic values in discussions.

生社科 全球化：透過討論環保海鮮，明白人類的生命在延續過程中，也需要懂得尊重天主的恩賜
，珍惜生態循環中的點滴生命。

生命來自天主，是一份白白的恩賜。 通過提問引導學生逐步反思。

地理科 解決饑荒問題的方法 解決饑荒問題的原則為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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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2.2)

解決饑荒問題的原則是要提升身心素質。

宗教科2組 宗教科中二單元六《健康生活》(我走星光路)：A位：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A+：L1.3：生命權於天主。L2.1：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不
可毀傷。

要有最好的狀態，才可以在人生中事事作出比較合宜而正向的選擇。

物理科 噪音對環境的影響(STEM活動：製作音量顯示器) J2.3( 實踐正義和培養良好的品格)、L2.6(在愛德中成長，學會去
愛‘，令社會走向和諧)

多從別人角度設想

物理科 circular motion： attractive force between objects 月球圍著地球轉動，如果月球不圍著轉
動，會發生什麼程況？

Lf1.1 天主是宇宙的主宰，天主創造的智慧 透過討論，拼合RME科的創世記,帶出天主設計的奧妙

物理科 萬有引力及圓周運動－包括有真理丶生命 TT1.1Lf1.1 天主主宰萬物
英文科10組 Christmas Carol reader - 教導同學愛德 L2.3 效法耶蘇愛世人的模範，幫助有需要的人，特別是被厭惡、

被排斥和被遺棄的人
透過故事和主角教導同學，每個人都會犯錯，但都有改過的機會，愛別人會令自己生活
變得更豐盛

英文科10組 Exploring the ocean floor. L1.3 為甚麼我們要愛大自然？為了人類發展， 少不免要犧牲大自然， 否則世界豈能進步？
但因為天主愛我們， 為回應天主對我們的愛， 我們要愛主以及祂所創造的一切受造物。

英文科10組 F.3 English Reading - Plastic Surgery Lf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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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f1.4天主給人生命，是為了讓活得豐盈。

真正的美麗, 不只是外表. 因為每個人都有其獨特性, 內心的美麗都是好重要. 引導學生欣
賞自己的特質, 找出美麗的地方.

英文科11組 Reader - the main character experiences negligence and humiliation in her family;
therefore, she longs for love, respect and attention from her siblings and parents

F1.6 Through selfless love and care among family members
which is irreplaceable, one can experience human dignity.

to learn to show love and care for family members and value oneself and the others

英文科11組 Reading about aboriginal tribes J1.5 discussion and reflection
英文科9組 In a Literature lesson teaching the ending of Chronicle of Narnia: The Lion, the witch and

Wardrobe, at which the Lion sacrificed His own life for Edmund, the theme of love can be
incorporated.

Compare the sacrifice of Aslan the Lion with Jesus, who died on
the cross for the sins of mankind. (L2.2)

Discussion: What would you sacrifice.? For whom would you sacrifice?

通識科1組 在基本法下公民享有權利和義務，在運用權利時不影響別人的權利，同時盡上公民責任履
行義務就是盡責任的公民。

J2.3 作為公民，在實踐義務上（基本法下權利和義務）本着義德，才能把天主的義在生活中
踐行

通識科1組 在公共衛生_藥物專利權:損害病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治病權 ；人權與
責任

J1.4 正義是任何人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正義實踐愛德的基
礎和起點。

現時在經濟發展及人民的權益中或許出現失衡的現象。很多發展中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
人民人權都被剝削。但其實世上所有人都應該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大家都是平等，不
應因為別人的經濟能力差而剝削他們。反而應該多關懷以愛的態度對待所有人。

視藝科2組 教導「木匠聖若瑟」藝術評賞（尊重、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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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匠聖若瑟」的畫作讓學生知道像耶穌一樣在夜晚照亮木匠工作已是一種愛的表現，
充滿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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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研討會(不分科目) 習作四(中學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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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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