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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公帶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乙部:計劃書

計劃名稱:
「燃亮生命之旅」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學校名稱:鳳溪創新小學

直接受惠對象
(a)界別: 口幼稚園 回小學 口 中學 口 特殊學校f請在E賞的�fz亨!Jo.止J動

(b)受惠對象: (1)學生:斗盟主 P.1-P.Q_; (2)教師:一旦L; (3)家長:斗且A一;
(4) 其他 (請註明)

計劃時期: 4/20 I9 至斗2位i

1. 註盟軍罣

1.1背景

根據現行的社會狀況本港學童的正面 思維、精神健康和抗逆力備受關注。 根據死因裁判庭的資料，
2017年共有916宗 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 2.36(即每十萬人 中 有2.36人死 於自殺)，即每天約2.51人
自殺死亡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 自殺會2017年年報24小時支援熱線數據分佈來線求助者年齡 、 性別及
求助問題分佈資料，求助者人數0 -9歲只佔0.17百分比， 10-19歲只佔5.24百份比 ，由此可見學校是成
為責無旁貸生命教育的前線場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先生於2018年4月28日出席兩岸三地生命教育論
壇 2018致辭內容提及 r ...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關鍵。教育的目的除了追求知識，更要教導學生做人道
理。 故此，特區政府致力推動全人教育，透過學校推廣正面積極的人生 觀，加強學生面 對逆境的能力，
建立珍情 自己、關愛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為自己的學業和人生 建立目標和理想，貢獻社會 ，造
福人群。 ......要推動生命教育不能單靠政府的努力，我們需要社會各界 ... . ..J 有見及此，本校希望透
過推廣具特色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嘗試從小做起，在學校社群中建立健康、正向、積極的生命觀，
加強學生抗逆力，面 對生命路上的各種挑戰。

1.2計劃目標

且還

以生活化、易於認識了解的生活事件為基礎， í經驗學習」 的教學流程及利用本校大自然生 態教學、
引人虛擬實境技術(Virtual Reality ，縮寫VR)、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簡稱AR)和Classflow教
學互動平台模擬生活場景、繪本小故事和歷奇 活動，建立多元化及動態的「燃亮生命之旅」校本生命
教育課程，藉此提升lEi&/J曹'lJjé<JÁ盆窟，知禮守規 、自律自重、 關愛他人; 培育學生安身立耕仿古聲
是?要1J1f8I!lW.態度，í堅毅」、「尊 重 他人」、「責任戚」、「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 和「關
愛J ' 發展以人為中心 '涵蓋面包括人與自己 、 他人 、 社會 、 國家、 環境 、 宇宙等不同範疇 ，去 認識
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探索生命，推展 以 六年一貫的生命教育，讓學生由心釋出生命的真善笑 ，
實踐於生活上，以生命影響生命，燃亮自己及別人生命。本校會把成果，以公開課形式展示，約 安排
校外不少於30位老師參與本校的公開課，推動業界生命教育課程。

短期

在計劉進行期間 ，編寫一至六年級 「燃亮生命課程」校本品德及生命教育課程大綱。



長期

建立一套為期六年螺腹式，每級各13個主題，整個課程共78個主題的「燃亮生命之旅」校本生命教育
課程，涵蓋五大範疇包括 「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和 「我的祖國J'課
程內容 環 繞正 面 積極的人生觀(知禮守規、自律自重 、關愛他人)、安身立命的仁種首要價值觀( r堅
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 同」、r.承擔精神」、「誠信」和 「關愛J )、生命的真善其
(認識生命、欣賞生命 、尊重生命和探索生命)。 本校有經驗的老師會編寫相關課程、書本及教材，讓
學生以有系統的方法學習。 同樣地，本校會把成果 ，以公開課形式展 示，約 安排校外不少於30位老師
參與本校的公開課，推動業界對生命教育課程的認識，蔥及更多學生。

霆蓋起JJU

本計割的服務對象包括本校的師生 ， 學生約 800人 ， 老師約50人，家長約 800人， 本校會把成果 ，以
公開課形式展示，約 安排校外不少於30位 老師參與本校的公開課。

司評估的優點

1. 全校老師參與，並在各級推行。計創完成後更有一套教材可作推廣，故受惠 人數甚廣。

2. 計劃為設計教材，教材全部經由老師設計 ，並經過實踐 「策劃.推行.評估」 的自評循環週期 ，學
期中及學年終均會填寫 「意見調查表J'學生和老師便會透過問卷反映意見，作為蒐集及檢討此
計劃成效的工真，並經分析意見或數據後 ，於會議上j匯報 及檢討 ， 以 加強工作透明度和問責，
並作為下 次修訂課程時的參考 ， 並定期在輔導會諧與全體老師共同分享此計劃的成效及討論改
善地方， f愛他內容 ，故可見其信度效度，更可定期(愛他的教材。

3. 善用學校的特色資源，如獨有的大自然生態環境及監富的資訊科技設備等。

4. 各持份者參與度甚高:除了教師 、學生參與當中教學活動外，家長也有機會參與 「燃亮生命﹒我
做到」 課後延伸親子實踐活動。

1.3創新元素(圍一)

以生活他、易於認識了解的生活事件為基礎，r經驗學習」 的教學流程，設計多元化及動態「燃亮生
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著重教學環境和教學策略上注人創新元素，利用本校獨有的特色大自
然環境， 大 草地 、 小樹林、 荷花池、木棉樹花開花落、烏龜樂園等，講學生進行「 經驗學習J '理解
人與環境的關餘 ，欣賞生命之美;除此以外，本組利用本校豐富的資訊科技設備，設計互動課堂，配
合校本周年計剖，善用VR、 AR就lClassflow教學互動平台，讓學生透過虛擬，模擬一些不能經驗或未
有機會到達的環境或生活情景，如災難、中國 的山河景色等，體 味生命的可貴和價值。

區二

環境
利用本校大自然生態的教

t;，l!ft境

資訊科技
虛擬賀境技街、傲地質

坡、Classno\V • tç!凝生活
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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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計劃如何配合校本 / 學生的需要

本校為一所為座落北區的津貼小學，校內學生的家庭環境日漸複雜，如:單親家庭、 重組家庭、 新
來港家庭 、 雙職家庭 、 跨境學童(雙非/單非)等，均影響學生。 部份學生的抗逆能力及自律能力都表
現較弱，較易出現負面情緒問題。再者， 本校有超過五成跨境學童，家庭教育存在著很大的文化差
異，部分家長參與學校活動量較低，尤以跨境及高年級家長為甚，除7校內因素，社會 上不良的風
氣的形成及傳 媒之渲染，對未成熟學生的價值觀有重大的影響。 現今，社會 上家庭結構解體，家庭
複雜的背景對學生成長構成一定影響，以致部份學生在家庭內未有合適的照顧 。

毫無疑問，面對著外間不同的衝擊，本校務必要走在前線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和建立學生擁有積極人
生的生命價值，讓學生有鞏固的正向價值，學習面對逆境和生活中的挑戰，並植根於基礎教育體系
中。因此，一套適切本校校本品德及生命教育課程，讓學生學習去 欣賞自己、珍惜他人 、保護大自
然， 進而建立對社會 責任的承擔是必須的。本計劃亦會 嘗試透過公開課堂，與不同學習群體 推廣生
命教育課程，期望有關成果能引起業界廣泛的關注 ，將生命教育的種籽， 及早植人每個學生的成長
歷程中。

2. 計劃可行性
2.1計割的主要理念/依據

計割的主要理念是以生活化 、易於宮、識了解的生活事件為基礎，r經驗學習」 的教學流程， 建立多元
化及動態的 「燃亮生命之旅」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本計劃依據高大衛(David A. Kolb) 著名 「經驗學
習」理論(1984) (附固二)，主要有四大元素: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觀察及反省(Observation
& reflection) 、 總結經驗(Forming abstract concepts)及實踐應用(Testing in new situations)。 這理論
強調學習的取向，一切的學習以經驗為起點，過程中透過分享和反省，深人處理和轉化該次經驗，成
為一次有個人意義的信息，並藉著實踐而驗證它的真確性，繼續進人另一個經驗，帶來另一次學習循
環。 這個循環可以提供給我們作重要的理論基礎，讓我們清晰學習的循環。與此同時，高大衛補充
這個循環不一定需要循序進行，只需按參加者的狀態而於任何一個要素 開始。教育局在的014年基礎
課程發展指引聚焦﹒深化﹒持續》文 件提及，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教師 可優他現有的推行策略，繼續為學
生提供一個 開放、生活他、著重反 思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學習經歷，幫助學生培養獨立和明辨 性思考能
力與協作能力，以及正 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應扣連課堂學習、 實踐體驗及學習
氛圍，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學習經歷
E三

ZE犬衛(David A. Kol划經驗學習法的字軍四犬究實實 而在 「經驗學習」 的四大元素中 「真體經驗J'本校利用

.....; 
實踐應用 具體經驗

t 
總結裡驗

1 
觀察及反省

.. 

獨有的大自然生態、教學、 引人虛擬質境技術、擴增質境 和
Classflow教學互動平台模擬多元他的生活場景、繪本小故
事和歷奇活動，讓學生進人具體經驗，建立多元他及動態
的生命教育課程，讓學生透過生命教育課程，培養正面積
極的人生觀、建立安身立命的價值觀和明白生命的真善美。
學者表示生命教育是一種全人教育，生命教育需要在生活
中體驗， 來強他自我認 識和自尊戚。不同學者及文獻對於
生命教育的說法也有其共通性-均指生命教育以自己 、 與
他人的關條、 與大自然的關條及與整體社會的關條為主。

而生命教育的內涵包括「人與自己、 人與他人 、 人與環境及人與宇宙四個向度J (吳秀碧，2010 ) 。
本校致力建立一套完善的生命教育課程應用在基礎教育系統中，成為本校重要 和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2.2申請學校對推行計劃的準備程度/能力/經驗/條 件/設施

計劃已成為學校發展 策略的一部份

本校於2018 -2021年的三年計畫。之關注事項正是 「全面 推動品德及生命教育，建構正向的關愛校園，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確立全人教育。 」每科都會 就關注事項設計科組計劉書，並在三年內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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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關注事工頁，輔導組訂定相關目標為「善用外間資源，建構校本的品德及生命教育課程，優化各學
習領域中的生命教育元素，融人常規課程，共同建構正向關愛校園。 」另外，於2018年8月校董會已
知 悉本校將申請優質 教育基金推行本計剖， 當時校董會已表 示全力支持。

學校已具備豐富椎動資訊科技教學和課程改革經驗

本校由 2005年開始展 開校本個人成長教育教材，2008年引人 e 八--r- < 學生
命成長課程至今，2017年引人教育局「愈感恩、愈寬恕、愈快樂」及- 看動畫、學歷史」
課程，全年於四至六年級各級完成不少於十節德育課。本校2014年從一系列的輔導活動推展 生命教
育 ，到2017年漸見成效，曾獲教育局邀請與同業分事，如2017年2月獲教育局邀請與北區的學校分享
「推動生命教育 建立正向校園」及2018年6月獲教育局邀請與全港老師 分享 「如何推廣健康生活方
式 」。

另一方面，本校2011-2014年的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創時，全校四科(中、英、敏、常)全面改革課程，
並融人資訊科技教學，每年教師 們會定期進行分享及同儕 觀課，教師 們對推動資訊科技教學和課程改
革經驗具備豐富經驗。本校更五度奪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當中包括資訊科技及課程領導，故在推
動資訊科技教學和課程改革經驗，搜廣泛的認同。

設計及編寫課程的老師具備相當的經驗

負責編寫課程的主任已有超過15年的教學經驗，在小學教育學位 課程中 主修輔導，副修特殊教育，現
任職本校的輔導及德育主任，曾推動本校2014年度於三 「關愛校園獎勵計剖」獲「推
動生命教育」小學組的優異獎、於2017年度人圍教育局k 全辦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並
將於2018年度參與可 「生命教育教師專業發展 課程J'善於利用在輔導及德育方面的專業
知識為同事提供寶貴的意見，讓學校在推行「燃亮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更順利，輔導及德
育主任定能帶領德育在且有效地設計及編寫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校外機構的支持

本校與1 _ ，合作多年，兩間機橋均熟識校情，於2018年度9月
到校作教師專業發展，題目分別為生命教育教師培訓工作坊和繪本教學如何配合生命教育，�./Jt教師整
個國隊更清楚生命教育的理念和教學策略。 於 2018年度到校協助推動校本繪
本故事的生命教育課，舉辦了教師講座、選 書會及共同備課，把機構豐富的繪本教學經驗結合生命教
育帶人校園，成為設計和編寫「燃亮生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良好的基礎。該機構對推動校本
繪本故事的生命教育甚有經驗 ，曾為不少學校提供專業支援 ，成效顯注。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程度及其 角色

校長為整個計劉的統窮，之下分別為 「燃亮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統籌小姐及課程編寫小
姐。

統籌小組: 課程發展 主任、輔導及德育組主任、德育組主任及駐校社工。小組會會制定計蚓、定期檢
視進度、提供意見及評估成效。該小組定期與校長進行工作會議，除了監測人力資源的運用，更定期
收集各持份的意見及數據，如教師專業發展 的問卷調查結果、檢視各級推行校本生命教育課程的進度
及計創的成效等。

課程編寫小組 : 輔導及德育組主任及德育組主任負責統當整個校本生命教育課，編寫教材及教案，協
助各班主任按有關課程執行教學計剖， 觀察學生 的表 現及進行評估。

2.4 家長的參與程度

整個課程每一個課題都設有親子課後活動及家長回應的部份， 期望家長成為同行者，協助子女生命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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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推行時間 表
推行時期 計劃活動

(月份i年{岱
4 /2018 成立統籌小姐及課程編寫小組
4 /2019 舉行四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教師培訓工作坊
4 /2018-8/2019 編寫及製作四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各級13個課題)
9/2019個6/2020 班主任推行四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9/201 9-6/2020 舉行不少於一次四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同儕觀課
9/2019-1/2020 編寫及製作一至一年級「燃先生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各級1 3個課題)

2/2020 舉行一至二年級「燃先生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教師培訓工作坊
2/2020-8/2020 修訂四至六年級「燃先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9/2020-6/2021 班主任推行一至二年級「燃亮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9/2020-6/2021 舉行不少於一次一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公開課

2/2021-8/2021 修訂一至二年級「燃先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8/2021 舉行一至六年級「燃先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教師分享會

2.6 計劃活動的詳情
2.6.1 r燃亮生命之旅」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特色
2.6.1.1單元數及課數
﹒ 課程為一至六年級設計及編寫，每級共13個主題，合共78個主題(固三)
• 課時為每星期一節，每節為35分鐘校本主命教育課
﹒ 五大學習範疇「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宇宙」、「我與祖國」

﹒ 課 程內容環繞正面 積極的人生觀(知禮守規、自律白靈 、 關愛他人)、安身立命的t種首要價值
觀( r堅毅」、「 尊重他人」、「 責任廠」、「 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 和 「 關愛J ) 、
生命的真善美(認識生命 、欣賞生命、 尊重生命和 探索生命) ，著重一切由「心」出發， r善」是實
踐出來，建立關懷與服務的生命。(間四)

圓三「燃亮生命之旅l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一至六年級五大範疇及主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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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積極人生觀 l 安身立命的t種i 生命的真善美
﹒知禮守規 | 首要價值觀 i ﹒認識生命

﹒自律自重 l﹒堅毅 卜欣賞生命

﹒關愛他人 l﹒尊重他人 卜尊重生命
﹒責任戚 卜探索生命

.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

﹒誠信

﹒關愛

2.6.1.2各級主題重點/學習重點

主題重點 學習重點
一 不可思識的生命 • 孩子認識自己生命的誕生，明白自己生

年 (6主題) 命的根源緣自與媽媽的捏在吉。

級 (生命的根源-因緣) • 孩子詔識每個生命都有獨特之處，並知

(人與自己、人與他 道自己的獨特點。

人、人與環境、人 • 孩子接納自己所有的特點。

與宇宙的美好「連 • *孩子知道生命是美好的、珍貴的、有

結J ) 意義的。

最好的「我」 • 孩子能戒掉壞習慣，明白建立生命好品

(6主題) 格的重要。

(持戒) • 孩子學會知禮守規、自律自重
• 孩子學會做一個有誠信的人
• 孩子學會尊重他人，胸懷一顆善心對待

他人，與他人連結。

我是中國人 • 議孩子認識中國一些基本資料及中國人

( 1主題) 的特徵。

美好的連結 • *孩子7解人是生活在社群中，人與人

年 (6主題) 相遇會互相影響。

級 (人與自己、人與 • 孩子學會在家中和在學校與親人和同學

他人、人與環境、 經營美好的關餘，珍惜生命中相遁的

人與宇宙的美好 緣。

「連結J ) • 孩子了解每個人是有價值的和值得欣賞

之處，以致尊重他人。

樂善好施好兒童 • 孩子知道以善心用心觀察別人的需要，

(6主題) 關愛他人

(布施) • 孩子願意施予給他人，關心身邊人、朋

友及有需要的人。

祖國情懷 • 讓孩子認識國旗和國歌，明白其意思和

( 1主題) 重要性。
• 鼓勵孩子在生活中多關心和留意中國的

國惰。

」

相關範疇 價值觀
人與自己 尊重他人

人與他人 關愛

人與宇宙

認識生命

欣賞生命

人與自己 尊重他人

人與他人 關愛

誠信
尊重生命 知禮守規

自律自重

關愛他人

我的祖國 國民身份

認同

人與他人 尊重他人

人與環境 關愛

關愛他人
欣賞生命 責任感
尊重生命 自律自重

人與他人 尊重他人

人與環境 關愛

關愛他人
尊重生命

我的祖國 國民身份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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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大自然 • *孩子懂靜心地欣賞大自然，認識自然 人與環境 堅毅

年 (6主題) 萬物的撞在吉和當中的循環。 人與宇宙 自律自重

級 (人與環境、人與 • 孩子學會人與自然萬物的影響，並願意

宇宙的美好「連 尊重和愛護自然萬物。 認識生命

結J ) • 孩子學會從容、有能力面對突來的環境 欣賞生命

改變和挑戰。 尊重生命

探索生命

堅毅的 「我」 • 孩子知道只要願意面對困難，就有機會 人與自己 堅毅

(6主題) 解決困難。 人與宇宙 自律自重

(忍辱) • *讓孩子學會管理情緒，建立正面積極

的人生觀。 探索生命

• *孩子學會面對困難時處理壓力的方
法。

• 孩子學會以忍耐的心面對困難，建立勇

氣和信心解決困難。

多冗民族的祖國 • 孩子認識中國是一個多兀民族的國家。 我的祖國 國民身份

( I主題) • 孩子認識中國主要少數民族及其文化。 認同
• 孩子學會欣賞和尊重不同的少數民族。 尊重他人

四 盡我所能 • 讓孩子明白自己的責任。 人與自己 責任戚

年 (6主題) • 讓孩子明白勇於認錯，自省改過是承擔 人與他人 自律白靈

級 (精進) 的表現 探索生命 承擔精神
• 讓孩子自己的「全力以赴，盡我所能」

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 *讓孩子學會健康的生活習慣。
• 讓孩子明白時間管理的技巧和重要性。
• 議孩子明白做事勤力，完成生活中每一

件大小事情。

別讓物質做主人 • 孩子認識及體驗「延遲滿足」的概念， 人與自己 堅毅

(6主題) 明白縱情滿足慾望的不良影響。 人與宇宙 關愛
• 孩子認識 「艾森豪原則」中的 「重要 自律自重

性」和 「緊急性J '平衡 「生活需要」 關愛他人

和「物慾追求」 探索生命

• 孩子認識不同的理財概念，能學會管理

自己的收人，並訂定可行的理財方案。
• 孩子認識及體驗「貧窮問題J ' 明白分

享能為金錢增值。

認識祖國的歷史 • 認識國父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歷史 我的祖國 國民身份
• 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 認同

五 感恩與關愛 • *讓學生學會靜心， 放鬆心情，覺察個 人與自己 尊重他人

年 (6主題) 人所擁有的事和物。 人與他人 關愛

級 (禪定) • 讓學生欣賞和感激個人所擁有的事和 人與環境 關愛他人

物。 人與宇宙 承擔精神
• 讓學生認識個人的優點與成就。
• 讓學生懂得國恩別人對自己的恩蔥、欣 欣賞生命

賞身邊的事物。 尊重生命

• 讓學生學習以寬恕的態度回應別人對自 探索生命

己的傷害
• 培養學生以戚恩的心回應生活中的人、

事、物，明白閻恩的好處。
• 鼓勵學生將臨恩轉化為回饋社會的行

動， 在助人自助的歷程中，戚受從心的

快樂。

美好的溝通 • 孩子認識構成溝通的基本冗素 ，辨析流 人與他人 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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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題) 動通訊程式的好處及壞處，能選擇正確 (資訊素
的溝通媒介。 尊重生命 養)

• 孩子學會和網友溝通的正確態度和做 責任戚

法，提昇警覺性和辨識危機的能力，學 守規
會保障個人私隱。 自律自重

香港與國家的連結 • 讓孩子認識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 我的祖國 國民身份
( 1主題) • 誕孩子認識香港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習 、同

份。
-'- 活出生命的色彩 • 孩子了解中學生活，為升中作好準備 人與自己 尊重他人/\ 

年 (6主題) • *孩子能舒發離開小學準備升中的心情 人與他人 國民身份
級 和好好跟 同學老師話別 人與宇宙 認同

• 孩子了解自己的性格、專長及興趣，規 守規
到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職業， 追尋夢想 ， 探索生命 自重
回餓社會。 承擔精神

• 作為祖國的一份子如何貢獻國家
謝謝你，生命! • 孩子知道生 命是有限的，死亡是每個生 人與宇宙 尊重他人
(6主題) 命必經歷程，因此要珍惜有限的生命。 承搶精神
(般若) • *孩子能了解事物的本性 ，學懂放下執 探索生命 關愛

見。 關愛他人
• 孩子能體會何為有意義的生 命，並願意

活出生命的意義。
• 孩子能說出如何 讓自己的生 命帶給別人

的祝福。
認識基本法 • 孩子認識基本法的出來和重要性 我的祖國 國民身份
( 1主題) 認同

*靜觀活動

補足現有課程:
本校現行的德育課程以 「成長列車」 為主誨，配合校本輔導主題，輔導組加人不同主題的活動進行
優化，以鞏固學生的t種價值觀 ，如校本全方位輔導活動 、 義工活動及家長大學課程等。因此，現
行的課程仍未能全面 、 有系統及循序漸進地安排六年一貫以生命教育為核心的正向教育課程。故
「燃亮生命之旅」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可以透過校本大自然環境、多元化的活動(VRlARI靜觀等)及繪本小故事/
歷奇活動，並善用「經驗學習J'使學生可以親身體驗生命教育課。我們相信，這課程更有效提升學生正面
積極的人生觀， 讓學生 可以由心出發，熱愛生命，燃亮自己及他人。

2.6.1.3每課教案設計理論基礎
本計剖以經驗學習法為基礎
經驗學習法的理念是作解說重要的基礎，從經驗學習法的進程可協助學生 建構整理經驗的流程。

經驗之定義 ﹒ 透過活動/事情/觀察中 ， 建立生 活智慧和對自己的發現。
學習之定義 : 從讀書、觀察、實踐或被教導中獲得知識和技巧。
意思是從活動/事情/觀察中 ，獲得新的知識和技巧。

本依據 高大衛(David A. Kolb) 著名經 「驗學習法」 的理論，主要有四大元素: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 觀察及反省(Observation & reflection) 、 總結經驗(Forming abstract concepts)及質踐應
用(Testing in new situations)。

2.6.1.4每主題教案設計流程

我們為每主題設計富創意的體驗活動，巨龍學生 親 身每項程序，寓學習歷程於日常生活中，諒他們經歷
觀察、 反思 、 分享、交流及再實踐的歷程，把所得到的經驗內他成為個人資源，然後應用 /轉化到將
來 /其他的生活處境中 。(如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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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壞習方玄復設環境1!iJ然元眾i王宮感覺! 情緒 i 智力
盟主

The Power of Wilson (2002) 

壤環←位內

經驗式學習法，齒輪組合
(譯自 The Learning Combination Lock ( B. Colin & J.P. 
ExperientialLearning: A handbook for Trainers and educators) 

感覺外在頭壞

每主題教案設計流程(圖六)
1iI:t\ 
切 ﹒ 課堂流程
!法�I .體驗之旅
!還r:大家來想一想

﹒燃亮生命﹒我做到冒血哩月1

》叫站
1. 體驗之旅
以生活事件為基礎 ，透過 繪本小故事、體驗式的團隊活動、虛擬實境技術和擴增實境， 創設模擬不
同的旅程、實地考察校園內大自然環境 ，並帶學生走進生命經驗學習之旅，豐富他們對生 命的體
驗，以便進行反思，建立正面 生命觀。

透過學生 親身參與 、有些是學生 看到、聽到、關注事情、觸動到的事情，這都在學生生命中，產生
很多不 同的經驗。在活動程序內提供建構了經驗的環境和方向，過程所產生 的經驗是千變萬化和不
同的果效，則由學生自身的背景、能力、與他人的互動 和狀態 ，組合而成，成為學生建構生命價值
的重要部份。

2. 大家來思想
學生 一起觀察 和反思，將所經歷的事情及人物的互動的資料作綜合和整理。主要從經驗引起的感宮、
思想、情緒、 行為 及意圖所呈現的資料及信息。

與學生 一起總結經驗，運用理性邏輯分 析所呈現的資料及信息 ，對本身的做發、對其的意義、總結是
次的經驗，並將個人本身的發現、學習、聯想起相關理論/模式/觀念等，作思考和分析，以增強經
驗的總結。

與學生一起思想如何實踐應用，老師引導學生思考不 同的問題，如將會 有何不同?有何改變的途徑?
你會 講什麼給今天不在 的人知道?對你的生 命 、學習或工作有何重要之處?將來的結果 會 是怎樣呢?
如何應用你所學到?

3. 燃亮生命﹒我做到
通過課後延伸的活動設計或閱讀， 鼓勵家長和學生 一起實踐應用 ， 從 「家」 出發 ，一起建構積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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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生命價值。

4. 心靈加油站
配合主題教導學生《三字經〉或〈論語〉等中國傳統品德素養的教材 /其他中國傳統故事，把中國人
傳統的美德承傳下去。另外，在 每年級安排不同層次的靜觀活動， 讓學生用心去感受人與自己 、 人
與他人、 人與環境、 人與宇宙的關條， 以提升其正向的人生觀。

2. 6.2教師培訓
活動名 內容 節數及每 受聘人員 預期學習成果
稱 (包括:主題、推行第略l模式、目標受 節所需時 (包括:角色、講者i

惠對象及其說選準員自嘲 間 導師的資歷及經數要
求零詩

活動l 體驗教學在生命教學中的應用工作坊 lêfj3小時 有相關經驗社工 教師能運用體驗教
學進行生命教育課

2.6.3 統籌老師的工作
本校擬聘用一位代課教師以承擔計剖中兩位統替老師各約 10節的課時，騰出空間讓兩位統每老師可
以在計卸的 17個 月內完成整個 計劃的教材套，並與各級相關的班主任安排不少於各級兩次的共同備
課。同時，她們會為各24節進行協作教學，共同備課及優化教案。 另外，在 計劉進行期間，安排教
師工作坊，以帶領學校全面推廣及實踐生命教育和加強教師相關的專業能力。 除此之外，統籌老師
定期與校長及行政小組進行工作會議，監測人力資源的運用，並以 「計剖.推行-評鑑」 循環， 及收
集各持份者的意見及數據，有系統地全面 推行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2. 6.4 計劉成品 的詳情
計的成品包括:
﹒ 一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各級 13個主題的教材套(教案、工作級及教材)
• 舉行不少於一次一 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公開課
﹒ 舉行一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教師分享會

2.7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總額: HK$ $782.600  (調卒百仿數)

開支細項的詳情 理據
開支類別* 開支細項 金額(HK$) (請提拱每項摺支知項的理撮，但括所聘請

人員的資歷及經驗要為
a. 員工開支
小 學代 課 教 師 騰出課程編寫小姐老師的部份教節
(月薪) ($28，725+5%MPF)X 17 • 輔導及德育組李主任10節常誠課

=$512，741.25 $512，742 
• 德、 育組徐主任 10節中文課
讓他們可編寫有關的課程

計創助理 • 協助統籌小組及編寫課程小組製
作一至六年級「燃亮生命之旅」

($ 14，500+5%MPF)X 17 $258，825 的校本生命教育課程教材'例如
=$258，825 Classf10w互動平台內容 、製作

VR、 製件影片等。
• 協助安排公開課

b.服務
老師體驗教學

的
在應 2次共5小時 =$6033 讓全體老師學會體驗教學應用於生命教

生命教學中 $6033 
用工作坊 學中

C.一般開支
審 計 簣，用 $5，000 $5，000 審 計用途

申請撥款總額(HK$): I $782，600 I 

的U



* 

(i) 在訂定預算時，申請人應參閱基金的壁壘墨畫。員工的扭轉和貨品及服務的採購必頭以公開、公平及具
競爭性的方式進行。申請人可關除不適用的闊支類別。

(ii)如計部涉及學校改善工程，可預留一筆不超過總工程費百分之十的應急費用。
(iii)為期超過一年的計齒，可預留應急費用，但一般不應超過扣除員工開支及總工程費(包括工程的應急費

用)後的總預算額的百分之三。

相關員 工及教師工作坊 的培訓 人員學歷和經驗要求 :
註劃盟星
﹒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文及英文(課程乙))或以上或中學文憑考試問等等級，或同等學歷
﹒ 熟悉中英文電腦文書處理
﹒ 中、英文良好
﹒ 具備l年或以上與教育相關的工作經驗優先
小學代課教師(月薪)
﹒ 任教中文(普教中)及常識科
﹒ 須真相關學位及師訓，並通過相關語文基準測試
老師體驗教學在生命教學中的應用工作坊
﹒ 真相關培訓經驗的社福機構或專上學院

本校確保以公開招聘聘請計劃助理及小學代課教師(月 薪) ，老師體驗教學在生命教學中 的應用工作
坊則根據教育局通告(4/2013)進行採購程序，達致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並避免過程出現任何實際
或被視為利益衝突 的情況。

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成果 回 學與教資源、 回教材套

口 電子成品中(請勿吩
口 其他(iIBi!f妙

*如申請人計f!I1h將;電子成品上載於香港教育域，可致電2624101∞與香港教育域聯絡﹒
3.2 計割對優質教育 /學校發 本校學生

展的正面影響 • 提升本校學生正面積極的人生觀，知禮守規、自律自重、關愛他人;
• 培育學生安身立命 的七種首要價值觀和態度，í堅毅」、「尊重他人」、「責

任戚」、「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 和 「關愛J ' 
• 讓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探索生命，推展以六年一貫的

生命教育， 讓學生由心釋出生命的真善美，實踐於生活上，以生命影響
生命，燃亮自己及別人生命。

本校教職員及家長
• 認識生命教育 的重要性，反思、他們在學校、在家的使命;
• 對身邊 的人更加關顧

外校教師
• 透過公開諜 ，強他業界對教育兒童生命的重要性及關注;
• 加強他們掌握生命教育課程及活動的基本技巧及
• 持續作為促進學童身、心、 靈健康 的催他者之信心。

其他
)> 學校統整、更新及優(七各學科生命教育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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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評鑑
請建議具體的評鑑方法及成功準則。
(劉子:讓堂觀察、問卷調查、重點小組訪問、前測l後潰的

(a) 評鑑方法
本計劉將分別採用校內評鑑及校外評鑑收集不同參與者的意見。校內評鑑，包括各持分者 :本校老師、家長
及學生;而校外評鑑則指參與公開謀觀課的教師觀課後意見。評估促進計割的完善外，在完結整項計劃時，
會將各項之數據總結成為這計割的效能數據。

評鑑方法全面而有效能，包括 : 問卷調查、訪談、 學生反思、家長/老師回應/教師觀察及意見、錄像方式等
多種方法。評估工具主要透過每年學生填寫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APASO)及校本全方位輔導服務問卷檢
示計劉整體成效，有關數據以平台收集及分析。 另外亦透過對活動錄影的質化分析及訪談來進行。

透過質化與量他數據的三角互證、不同持分者的互證來評價這項目的功能與效能，有關數據及分析有助學校
掌握學生對生命教育的需求及具體的推行方法的成效及此課程對各持份者在生命教育的改變 (詳見本計割的
預期成果部份: 3.2)。

質仕的數據
透過統籌小組與老師及行政小組的定期會議，收集老師、學生及家長對此課程的意見及其成效，尤其在提升
學生正向的人生觀。

在課程方面，可透過課程編寫小姐收集老師及學生的意見:如在「燃亮生命之旅」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中每一個
主題課堂中的小組討論「大家來想一想J'教師觀察學生自我分析和反思，教師亦會了解和觀察「燃亮生命﹒
我做到」 課後延伸親子實踐活動的參與度和家長回應部份，以檢示教學成效。

量他評核成效基準
〉 學生
﹒ 有 80γ0學生表示課堂活動有趣味性
﹒ 有 80%學生表示活動幫助其認 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探索生命
﹒ 有 80%學生表示活動有助其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 有 80%學生表示活動有助其培育七種首要價值觀和態度，r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

同」、「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

教師
有 80%教師表示課堂活動有趣味性
有 80%教師表示活動幫助其認 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探索生命
有 80%教師表示活動有助其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有 80%教師表示活動有助其培育七種首要價值觀和態度，r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戚」、「國民身份認
同」、「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

k
r

-

-

•

•

 

家長
有 80%家長表示願意配合推動生命教育

〉

• 

參加公開課觀課的老師
有 80%教師表示課堂活動能配合生命教育
有 80%教師表示願意在其學校推動生命教育

k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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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女*女脅*，每";..1語言h培育女*言語****.，可*密合台合*女女*育合*女女**合*****司/.:********符合**********前，每***女女*食，每合合，台*密合脅*合

如申請撥款總額超過$200‘00o '講完成第3.4及3.5部份。

3.4計劉的可持續發展

|經l年半後，整套教材會繼續修訂和使用，生命教育課程將整合於現存的校本課程中。

3.5推廣

請擬備計剖向學界推廣計劃值得分享的成果。

(棚子:座談會 、學習雷)
|本校將持續安排公開課給全港教師，推動業界生命教育課程。

4. 

5. 

資產運用計劃
(不適用)

提交報告時間表
計劃管理 財務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剖進度報告 31/10/2019 中期財政報告 31/10/2019 
01/04/2019-30/09/2019 01/04/2019-30/09/2019 

計劃進度報告 30/4/2020 中期財政報告 30/4/2020 
01/10/2019-31/03/2020 01/10/2019刁1/03/2020

計創進度報告 31/10/2020 中期財政報告 31/10/2020 
01/04/2020-30/09/2020 01/04/2020-30/09/2020 

計創進度報告 30/4/2021 中期財政報告 30/4/2021 
01/10/2020-31/03/2021 01/10/2020-31/03/2021 

計劃總結報告 30/11/2021 財政總結報告 30/11/2021 
01/04/2019-31/08/2021 01/04/2021-31/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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