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教育大學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點滴成河 ── 第一屆傑出生命教育教案設計獎 (2019/2020) 

傑出教案設計獎教案 

單元教案/單元活動名稱 : 《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的價值反思 

設計者：   鄧文翎 老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實施對象： 中學 級別：    五年級     

參賽組別：第一組：主要融滲於語文教育的生命教育 實踐課堂：   中文科 總課時： 300 分鐘 

設計理念：  很多同工認為，生命教育必須抽離課堂進行，與現在新高中課程的課時相爭。本教案要旨有二：一、說明生命教育如何能緊

扣新高中課程進行；二、讓同學借鑑古人，反思自己面對生命不如意，尤其是努力沒人欣賞時，可選擇的態度和取向，進而能更有信心面

對生命中的挑戰。

主題價值：  1. 積極入世（承擔精神） 2. 與世無爭

學習目標： 1. 從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及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總結出「與世與爭」及「積極入世」兩種面對人生不如意的態度

2. 以古人的兩種態度引入，反思自己面對人生不如意的取態

註：此教案應在已完成兩課課文的基本教學，例如詞解、句譯、寫作手法、內容分析等各項後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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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分鐘)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活動一：講解課堂目標及活動流程 

1. 講解課堂目標：

 本節希望同學能通過活動，重温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及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內容，並能找出：

(1) 兩位作者所面對的困難

(2) 兩位作者面對困難的心態

2. 引入提問及討論

 提問：兩位作者面對的困難是什麼？二者有什麼共通點？

 預期答案：

 二者都面對與官場失意相關的情況：《始得西山宴遊

記》中柳宗元自身被貶，流落永州；《岳陽樓記》中范

仲淹的好友藤子京被貶，范仲淹要安慰他。

 二者在朝廷中也沒有志同道合的支持者：《始得西山宴

遊記》中柳宗元以小山丘（培塿）比喻小人，以西山自

比，可見他品行高潔，不願與朝中得勢小人同流合污。

《岳陽樓記》中，范仲淹亦說「微斯人，吾誰與歸」，

暗示在朝廷中也沒有真心為國的官員，使他沒有知己。

3. 小結：

 將同學所答的答案大意寫在黑板上，並著同學預備分組，約

４至５人一組，預備下一個活動。

5 教師講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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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小組討論 

1. 先將同學分為「柳宗元組」及「范仲淹組」，同學分組討論以

下問題，並請同學簡單作紀錄。

 ４至５人為一小組，教師再將全班所有組別分為兩大組，一

半組別為「柳宗元組」，一半組別為「范仲淹組」。

 派發工作紙，每位同學可按其討論人物，先寫下自己的討論

提示或思考記錄。

 多發一張予各組記錄員，以紀錄討論所得之意見。

2. 工作紙上的討論題目如下：（工作紙可參附件一）

(1) 柳宗元/范仲淹所面對的困難是什麼？請在書中找出課

文證據。

(2) 柳宗元／范仲淹面對以上困難採取什麼行動？請在書中

找出課文證據。

(３) 總括而言，柳宗元／范仲淹面對以上困難抱有什麼心

態？請在書中找出課文證據。

 預期目標：讓同學重温課文內容，並清楚指出兩位作者的處

境及處世態度：范仲淹積極承擔，仍想為國效力；柳宗元放

下紛爭與得失，希望活得自在。

１０ 
小組討論 繪畫及匯報

成果

討論指引工作

紙 (附件一) 
教師可靈活處

理，若能力較高

的同學，不用以

兩位人物分組，

可以改為直接比

較兩位的態度。

活動三：繪畫「柳宗元像」/「范仲淹像」 

１. 引入：

 請每組根據討論成果，想像柳宗元或范仲淹的形象。

 教師以圖像刺激同學思考與表達，例如：杜甫與李白的漫畫

5 
(講解) 
+ 
10 
(繪圖) 

繪畫呈現 繪畫

匯報成果

繪畫引入例子

(附件二) 

畫紙/畫報 
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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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名畫中的自畫像(帶出用色及筆觸對圖畫表達的作

用)、一些攝影作品(展示衣著、外貌令人有什麼印象)。 

 老師在用圖像刺激同學思考時，可以加以講解，引導同學如

何以繪畫細節，表達人物的性格特點。例如：大家看看李白

的畫像，有沒有留意他的衣服很飄逸呢？因為李白被人稱為

「詩仙」，所以飄逸的衣服配合了他超凡脫俗的風格。相

反，看杜甫愁眉苦面的，因為他正值於安史之亂期間，與家

人分離，流落異鄉，更看見戰爭的殘酷。

 同學參考圖像後，每組獲發一張畫紙及顏色筆。

２. 繪圖：

 每組同學按照他們的討論成果，並根據兩位作者的處境及處

事方式，繪畫出心目中的「柳宗元像」/「范仲淹像」，並準

備匯報討論成果。

 提醒同學注意創作理念，繪畫的細節須與人物處事方式相

關。

 活動預期目標：讓同學以畫像呈現討論成果，並鞏固同學對

作者處境及處世態度的了解。

活動四：小組分享及討論 

1. 每組將畫像貼在黑板，並匯報他們繪畫的根據，旨在呈現作

者的什麼形象，心態的特點等。

2. 教師可參考以下提問：

 (全幅圖畫) 如果要你們組選三個重點，說明這幅圖像如何

帶出作者的處境或處世態度？你會選哪三項？

20 分組匯報 繪畫及匯報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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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細節) 我看到圖像中有這個細節/用到這種顏色/有特別

的道具/背景，這與作者的處境或處世態度有何關係？

3. 預期目標：讓同學從解釋畫像的過程中，呈現自己對作者的

處境及處世態度的看法。

活動五：教師總結及派發功課 

1. 課堂總結：

 從圖畫中，總結同學對兩位作者的處境及處世態度，並清楚

寫在黑板或簡報上，讓同學參考：范仲淹積極承擔，仍想為

國效力；柳宗元放下紛爭與得失，希望活得自在

 請同學記在筆記簿上，鞏固所學。

2. 派發功課：

 (1) 回家再繪畫另一組代表人物的畫像，並簡介繪畫理念，

即本來畫柳宗元的，改畫范仲淹；本來畫范仲淹的，則畫柳

宗元，並請同學也記下三個重點，下節和同學分享。

 (2) 撰寫個人反思，字數不多於 200 字。反思可包括：個人

對這兩種處世態度的看法／評價，自己比較贊同哪種處世態

度，或於現今社會中哪種態度較可行。

5 學生反思 下節分享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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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活動一：簡單表態 

 重温上節所學，以提問方式請同學指出上節課所學(范仲淹

與柳宗元的人生態度——積極入世與放下得失)

 讓同學就自己所寫的反思簡單表態(舉手/便利貼投票)：

(1) 同學認為哪種處世態度較適合在現今社會生存？

(2) 你認為社會上普遍人會持有以上哪種態度？

 請老師將投票結果展示予全班同學，指出那種態度有多少人

支持。

 也允許同學有第三種可能，例如兩者都不能／兩者都不是現

代常見的方法，簡單把他們的看法總結，寫在黑板上。

 活動預期目標：讓同學拉近與古人的距離，思考古人的處世

態度是否能用於現今社會處世。

10 提問 
投票 

同學答案 
(自我檢視) 

便利貼、黑板  上次的預習建
議老師收回，
並在細閱後發
還給同學。

 因三個課節為
一完整的反
思，因此不建
議教師在此階
段問及同學太
仔細的意見，
讓活動繼續累
積同學的反思
材料。

活動二：了解現今放下得失的例子 

1. 個案討論（一）：觀看短片及反思（工作紙見附件三）

 閱讀「後生女辭職搬入南涌耕田：城市生活安穩但不快樂」

的報導，並請同學在工作紙上記下這兩位女孩：

(1) 脫離城市的原因？

(2) 耕作的得著？

(3) 對重回城市的看法？

2. 教師點撥及提問（工作紙見附件三）

 完成工作紙後，向同學提問他們的想法，並給予數分鐘反思

20 文章閱讀 
時事討論及
反思 

反思問題的
答案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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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著同學將看法簡單記在工作紙上： 

(1) 這兩位女孩的處世態度較接近范仲淹還是柳宗元？

(2) 她們抱有這種處世態度的原因是什麼？是社會、是她們

的遭遇、她們個人的價值觀？還是其他原因？

(3) 你認為這種處世態度，有什麼好的影響或壞的影響？

 活動預期目標：希望同學理解，現今仍有人以「放下得失」

為處世態度，以及理解他們抱有這種態度的原因。

活動三：了解積極入世的現今例子 

1. 個案討論(二)：閱讀報導及反思

（報導及工作紙見附件四、參考資料見附件五）

 閱讀新聞例子：劉進圖先生，在工作紙上記下：

(1) 2014 年，劉先生經歷了甚麼事？

(2) 這件事對他的身、心帶來甚麼影響？

(3) 結果，他選擇堅持還是放棄？

2. 教師點撥及提問（工作紙見附件四、參考資料見附件五）

 完成工作紙後，向同學提問，並給予數分鐘反思時間，著同

學將看法簡單記下：

(1) 你認為這個人物的處世態度較接近范仲淹還是柳宗元？

(2) 你認為這種處世態度，有什麼好的影響或壞的影響？

(3) 假如你像劉先生一樣遇到重大挫折/不獲認同，你會選

擇堅持還是放棄？主要的考慮點是甚麼？

 活動預期目標：希望同學理解，現今仍有人以「積極入世」

為處世態度，以及理解他們抱有這種態度的原因。

20 文章閱讀 
時事討論及
反思 

反思問題的
答案 

附件四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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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總結人生態度的選擇要素 

1. 教師提問：

(1) 看完兩個例子之後，同學認為這兩種人物，他們的選擇

最大原因是什麼？

(2) 你認為他們的選擇有沒有對錯？

 讓同學發表意見，目標是引導同學，指出這兩種人物的選擇

並沒有對錯，是按個人的性情與理想去行事。

2. 教師總結

(1) 其實兩種人生態度，也有不同的人選擇，沒有對錯。

(2) 每個人也有他追求的事，也可能與當時的社會情況有

關，但更多是個人對理想生活的追求。

(3) 同學可選擇合乎自己性格及追求的處世態度，同時也要

認清這種態度可能會帶來的好和壞影響。

3. 功課講解

 回家就兩種人生態度，各找一個合適的現今生活例子。

 就今日的反思，想想自己較認同以上哪一位人物的處世態度

及原因，並記在工作紙(附件六)上，反思及例子字數不限。

10 教師點撥 
反思 

資料搜集 
自我反思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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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活動一：細讀例子，思考問題 

1. 講解活動流程

 指出活動會將考試的說話練習，融入對人生的思考。

 二人為一組，用大約十分鐘與其他組別交換分享工作紙內容

及靜閱其他同學的例子，在工作紙上記下值得學習的例子。

2. 提示同學，哪些例子值得學習：

(1) 你認為例子是自己沒有想過的

(2) 你認為例子的內容很仔細

(3) 你認為例子對你之後的學習有幫助

(4) 你認為例子能給予你新的角度看事物

 活動預期目標：讓同學通過例子交流，從不同角度思考所選

的例子。並為討論作預備。

15 討論 例子及反思 功課預習 
(附件六) 

活動二：預備討論（工作紙詳見附件七） 

1. 小組討論題目：【文憑試卷四題目（2015）】

香港社會追求競爭和進步，有人認為「甘於平淡」這種生活

態度已不合時宜，你同意嗎？

2. 教師派發題目，按照公開試模式，計時讓同學預備十分鐘，

並提示同學能利用手上的例子作預備。

10 價值思辨 表達的內容 計時器 
工作紙(附件
七) 

活動三：小組討論練習 

1. 分組就題目進行討論，採用公開試形式，限時十五分鐘。

2. 教師可取自己常用的練習方法，例如將所有同學分組，每組

約八人，請五人討論，三人作觀察員；或只選一組五人，在

15 小組討論 討論表現 
說話評估 

計時器 建議老師以平日

和同學一貫練習

小組討論，最習

慣的方法處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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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面對示範討論，請其他同學作觀察。 

 預期目標：利用同學習慣的練習模式，除能提升口試的信心

外，亦能在二元對立的局面下，促進同學表達自己對兩種看

法的己見。

個活動，好讓同

學有一次公開試

模式的練習和觀

察機會。 

活動四：課題總結 

1. 總結同學的說話練習表現，引入最後一個活動

 就同學的說話表現及觀點作評論：

(1) 用例是否恰當

(2) 闡述是否仔細、具邏輯

(3) 是否具自信

(4) 有否尊重他人的發言

(5) 有否回應他人的發言

(6) 回應他人時有沒有具體的意見或例子作補充

 亦可按一般公開考試之評分標準給予合適的分數，讓同學作

參考。

2. 教師以說話引導同學，進入之後的活動

 「同學已看過生活上不同的例子，也討論過兩種處世態度於

社會上是否合適，相信已建立了自己對處世態度的一定見

解。」

 「同學可能未能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但作為人生的一課，

希望大家能思考，在面對失意挫敗時，我們能用什麼態度來

應對，什麼態度是最適合我們的。」

3. 贈歌一首：《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20 教師點撥 
歌曲欣賞 

反思功課 教師可用彩色或
更有設計感的紙
張印發歌詞，將
其設計成一份有
心思的贈禮，希
望同學回家寫反
思時，能看著歌
詞，想起課堂的
點滴。 

10

2020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1 教學資源來源：〈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出自專輯《My Spiritual Life》，方皓玟，2017，香港。 

〈無盡〉，出自專輯《World Changed》，Supper Moment，2014，香港。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歌詞中提到：「假使世界原來

不像你預期，仍懷著一顆謙卑 來面對不安的天氣，風雨不

會沒了期 終於會等到夢寐 ，全城在變遷 不減你是你」或

 總結：願同學能明白，人生中遇到什麼困難，總有一天會過

去，雖然結果未必能完全合心意，就如柳宗元，他選擇了歸

隱，便必須放下仕徒的升遷；又或者范仲淹，他希望盡力為

國家人民效力，卻沒有與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但無論結果如

何，希望同學以做真正的自己為榮。

 預期目標：以歌曲及對話作總結，望同學能思考自己最適合

的方法之餘，亦能明白生活中不如意事總有過去的一天。

4. 派發功課：（詳見附件八）

 就三節所學，寫下自己的反思，分享一次面對困難的經歷：

(1) 當時面對的是什麼困難？

(2) 你當時心中有麼掙扎？

(3) 當時是怎樣面對的？

(4) 經歷了三節課後，如果讓你再選一次，你會怎樣面對？

歌曲 1 

歌詞 
(附件八） 

延伸課程：校友訪問(詳見附件十一：延伸課程之教學活動流程) 附件九、十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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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討論紀錄工作紙（第一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生命教育課：柳宗元與范仲淹的人生態度 課堂討論工作紙

姓名： （  ）  班別：      日期：   討論對象：柳宗元／范仲淹（圈出合適的）

討論問題 課文證據

他所面對的困難是什麼？

他面對以上困難採取什麼行動？

總括而言，他面對以上困難抱有什麼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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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例子僅供參考，建議老師可讓同學循著老師的思考方向，再發掘畫中更多細節。

第一組：李白杜甫畫像

圖一：李白畫像：手拿酒杯、神情高傲，背景模糊，突出他豁達、想像力豐富

圖片取自：https://www.master-
insight.com/%E6%9D%8E%E7%99%BD%EF%BC%8C%E5%A4%A7%E5%94%90%E6%9C%89%E4%BD%A0%EF
%BC%8C%E6%89%8D%E7%9C%9F%E7%9A%84%E4%BA%86%E4%B8%8D%E8%B5%B7/ 

圖二：杜甫畫像：神情悲苦、遠望無神，突出他經歷戰爭，悲天憫人

圖片取自：https://www.chiculture.net/index.php?file=topic_description&old_id=0409 

附件二：繪畫引入例子（第一課）

2020 ©香港教育大㈻㊪教教育與心靈教育㆗心

1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9D%8E%E7%99%BD%EF%BC%8C%E5%A4%A7%E5%94%90%E6%9C%89%E4%BD%A0%EF%BC%8C%E6%89%8D%E7%9C%9F%E7%9A%84%E4%BA%86%E4%B8%8D%E8%B5%B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9D%8E%E7%99%BD%EF%BC%8C%E5%A4%A7%E5%94%90%E6%9C%89%E4%BD%A0%EF%BC%8C%E6%89%8D%E7%9C%9F%E7%9A%84%E4%BA%86%E4%B8%8D%E8%B5%B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9D%8E%E7%99%BD%EF%BC%8C%E5%A4%A7%E5%94%90%E6%9C%89%E4%BD%A0%EF%BC%8C%E6%89%8D%E7%9C%9F%E7%9A%84%E4%BA%86%E4%B8%8D%E8%B5%B7/
https://www.chiculture.net/index.php?file=topic_description&old_id=0409


第二組：名畫

圖三：名畫吶喊

圖片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6%E5%96%8A_(%E7%B9%AA%E7%95%AB) 
扭曲的背景，突顯作者內容混亂和驚惶

圖四：名畫《撐傘的女人》

圖片取自：https://tripnotice.com/blog/2016/11/16/woman_with_parasol 
柔和的顏色突顯作者內心的平和。圖中的是他的妻子和他的長子，記錄了出遊的温馨時刻。

附件二：繪畫引入例子（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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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攝影作品

圖五：老人看窗

圖片取自：https://quai147.pixnet.net/blog/post/44868699 
老人看窗神情落寞，突出他的孤單

圖六：小孩

圖片取自：https://kknews.cc/news/j494plq.html 
小孩手握拳頭，突出他的堅定

——完——

附件二：繪畫引入例子（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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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後生女耕田個案分析（第二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個案討論一：後生女辭職搬入南涌耕田

姓名：          （   ） 班別：   日期：

一、一同觀看影片：

「後生女辭職搬入南涌耕田：城市生活安穩但不快樂」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0Fsnop3E1I 

二、影片的總結

請同學在工作紙上記下這兩位女孩：

脫離城市的原因：

耕作的得著：

兩位女孩對從回城市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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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時間：

請用三分鐘思考以下問題，並將想法簡單記下，字數不限：

1. 你認為這兩位女孩的處世態度較接近范仲淹還是柳宗元？

2. 你認為她們抱有這種處世態度的原因是什麼？是社會、是她們的遭遇、她們個人的價值

觀？還是其他原因？

3. 你認為這種處世態度，有什麼好的影響或壞的影響？

附件三：後生女耕田個案分析（第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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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個案討論(二)（第二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個案討論二：劉進圖遇襲事件

姓名： （ ） 班別：   日期：

一、一同閱讀相關文字報道：

【明報專訊】2014 年 2 月 26 日早上，《明報》前總編輯、現任萬華媒體創意企劃總監

劉進圖在鯉景灣遭兩名歹徒朝背部和雙腿重砍 6 刀，背部傷口達 16 厘米，雙腿 4 刀

更傷及神經線。劉進圖遇襲後，多個新聞界團體組成「香港新聞界反暴力聯席」，發

起集會譴責暴行。 

劉進圖近日受訪時回想事件，慶幸當日刀鋒落下時遭脊骨輕輕一擋，背部傷口雖然大

量失血，但沒傷及內臟，接受手術縫合後已無大礙，只留下兩道淡淡傷疤。至於雙

腳，當時兩腿的坐骨神經線被斬至斷裂，膝蓋以下大部分面積失去知覺，腳板亦不能

動。5 年間，神經線一吋吋地長回，終在去年秋天緩緩停頓，同時意味 10 隻腳趾將永

遠失去活動能力，「現在可以行路、可以駕車，但不可以跑、不可以跳」。對於未來無

法再跑步、爬山，他平淡的語氣帶有一絲遺憾。 

劉進圖強調，其遇襲必然對新聞自由有客觀影響，並提及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

2015 年 7 月書展，他在場內為購買其新書《迎鋒而立》的讀者簽名，適逢文憑試放榜

日，一名應屆考生特地到來請他簽名，對方透露自小希望當記者，但過去一年為是否

入讀傳理系掙扎，「佢爸爸媽媽好擔心，覺得做記者好危險」。劉表示該考生最終仍決

定報讀，但此事令他意會到，原來自己遇襲會讓許多有意入行的人有憂慮，讓已經在

這行業的人承受心理壓力，「當一個人為這件事掙扎一年，可能有更多人稍稍掙扎便

放棄了」。 

遇襲後，劉進圖在醫院留醫 4 個多月，出院後數個月即重返崗位。被問到曾否因受襲

而打算離開這行，他笑言自己熱愛新聞工作，「無一日不想返工」，離開從未是選項。

縱使現時退居幕後，他仍希望可如當日入行的初衷，扮演守望者的角色，為公眾監察

政府。 

（節錄自《明報》，2014 年 2 月 27 日，頁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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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導的總結

請同學在工作紙上記下劉進圖先生的事跡：

結果，他選擇堅持還是放棄？

2014 年，劉先生經歷了甚麼事？ 

這件事對他的身、心帶來甚麼影響？

附件四：個案討論(二)（第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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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時間：

請用三分鐘思考以下問題，並將看法簡單記下，字數不限：

1. 你認為劉進圖先生處世態度較接近范仲淹還是柳宗元？

2. 你認為這種處世態度，有什麼好的影響或壞的影響？

3. 假如你像劉先生一樣遇到重大挫折/不獲認同，你會選擇堅持還是放棄？

主要的考慮點是甚麼？

附件四：個案討論(二)（第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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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劉進圖新聞例子參考資料（第二課）

一、報章報導，資料來源：

葉雨舟：<《明報》前總編遇襲>，《明報》，2014 年 2 月 27 日，頁 A1 

二、專訪，資料來源：

《劉進圖：我是一個受過傷的人》，《經濟日報》，2015 年 12 月 9 日，取自 topick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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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搜集例子及反思（第二課功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生命教育課：第二課總結：搜集例子及反思

姓名： （ ） 班別：   日期：

一、請就課堂所學的兩種處世態度，各找一個生活例子，並稍稍解釋例子如何反映出該態度。例子可用剪貼或筆錄形式記下。

1. 積極入世的態度

例子： 分析：我認為這個例子能體現積極入世的態

度，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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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下得失的態度

例子： 分析：我認為這個例子能體現放下得失的態

度，因為：

附件六：搜集例子及反思（第二課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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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今日的反思，想想自己較認同以上哪一位人物的處世態度及原因。

三、回校完成部份：簡單在下面空白位置記下其他同學的好例子。

附件六：搜集例子及反思（第二課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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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小組討論工作紙（第三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生命教育課：說話練習：文憑試 2015 

姓名： （ ） 班別：   日期：

題目：小組討論：文憑試卷四題目（2015）：香港社會追求競爭和進步，有人認為「甘於平淡」這種

生活態度已不合時宜，你同意嗎？

請在以下空白位置預備，你有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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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察員專用：

記下你較為深刻的三個觀點，在討論後與同學分享。

1. 立場：

理據：

2. 立場：

理據：

3. 立場：

理據：

附件七：小組討論工作紙（第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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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贈歌一首（第三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第三課總結：贈歌一首《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姓名： （ ） 班別：   日期：

送你一首歌：《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作詞：方皓玟    作曲：方皓玟  編：孔奕佳/許創基  監：許創基 

容我割開這肉身 拿下碎的心重嵌 歲月會悠然帶走喜怒憤 學會感謝那錯的人 

年少裡一點無知 人大了只想隨意 

試著去遺忘昨天不斷試 你有多難過 我都知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仍懷著一顆謙卑 來面對不安的天氣 

風雨不會沒了期 終於會等到夢寐 全城在變遷 不減你是你 

人性那一點自私 迷路過終於明智 

你共我原來太多的類似 你有多難過我都知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仍懷著一顆謙卑 

來面對不安的天氣 請你緊記 

假使愛 原來不像你預期 才明白不可一起 成就這失戀的真理 

風雨總有限期 終於會等到夢寐 時日在變遷 不減你是你 

自在地 去活真的你 

當一切完全不像你預期 才明白不可心死 沿路再走幾千公里 要做最好的你 

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才明白不要放棄 沈住愛反覆的心理 

風雨不會沒了期 終於會等到夢寐 全城在變遷 不減你是你 

我的心中有著你 

老師的話：願同學能明白，人生中遇到什麼困難，總有一天會過去，

無論你用什麼態度面對，希望同學以做真正的自己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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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家課：就三節所學，請同學寫下自己的反思，分享一次面對困難的經歷。（字數不限）

1. 當時面對的是什麼困難？

2. 你當時心中有甚麼掙扎？

3. 當時你是怎樣面對的？

4. 經歷了三節課後，如果讓你再選一次，你會怎樣面對？

附件八：贈歌一首（第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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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阿尖與夢夢（延伸課程第一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生命教育延伸課程：個案討論及反思：阿尖與夢夢

姓名： （ ） 班別：   日期：

個案討論：阿尖與夢夢

（背景：夢夢與阿尖是很好的朋友，今天放學，他們在圖書館內温習。）

夢夢：阿尖，我 BIO 書第 35 頁的題目不懂做，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阿尖：可以啊，噢！這題是關於消化系統的，我這裏有份筆記，是我上課時整理的，把老師教的解

題方法也寫了上去，不如你先看看，如果再有不明白，我再教你！

夢夢：你真好，筆記抄得這麼整齊，也常常借給我，成績也這樣出眾，你將來一定會像你爸爸一

樣，成為一個好醫生！

阿尖：哈！或許吧！

夢夢：怎麼沒精打采的，你的成績這樣好，必定科科 5**，而且你的家境也不錯，萬一想再進修，

也沒有問題啊！爸爸還可以做你的師傅呢！我可不行了，我也想做護士，不過我的英文……
唉！不要提了，連 BIO 我也要常向你請教，才能保住及格，怎能做護士呢！ 

阿尖：英文不好，可以再努力的，我也可以教你，你千萬不要放棄。

夢夢：也是的，我有時只是自己懶惰，明明想去看看英語學習短片，結果就在滑手機看 YOUTUBE，
或者打遊戲，浪費了時間。

阿尖：那你就該多努力啦，或者訂個時間表，讓自己更自律。

夢夢：不過也沒有用了，我多努力，我媽也不支持的！她覺得護士辛苦，工時長，而且升遷也不容

易，她叫不如考個地產經紀牌照，或者從商，那些行業比較容易賺快錢，早日幫補家中弟妹

的需要。

阿尖：唉，原來是父母不支持，其實我何嘗不是呢！我最近停了學琴，看來是進不了音樂學院了！

夢夢：進入音樂院？學琴？怎麼沒聽你提過？你不是想做醫生嗎？

阿尖：我……小時候的確想，我覺得做醫生很有意義，收入也穩定，而且父親都在這一行，我還可以

請教他。但你知道嗎？我一提刀，便下不了刀。中四解剖老鼠的時候，我已經怕得要叫同組

同學完成…… 
夢夢：這個……不能練的嗎？ 
阿尖：我試了很多次，總是不行。反而我覺得自己對音樂越來越有興趣，我很喜歡看人在街頭

busking，或者在 youtube 看教學。有一天我還偷偷和幾個朋友去試呢！ 
夢夢：你去演唱也不叫上我去看！真不夠朋友！不過，你真的喜歡唱歌？

阿尖：唱歌我還可以的，不過我試了幾次，覺得自己音域不夠闊，如果在唱歌這邊發展可能會吃

虧，所以我努力學琴，希望能進音樂學院，樂器方面我還不錯的。

夢夢：那你為什麼停了學琴？

阿尖：媽媽說練琴太花時間了，會妨礙學習，她說我應該努力考進醫學院，不應該浪費時間。

夢夢：唉，還以為你是「天之驕子」，怎料實現夢想，都波折重重啊！

阿尖：所以嘛！我都有點迷惘了，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努力了。唯有先讀好書再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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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對象：阿尖／夢夢（請圈出合適的）

討論問題：

1. 阿尖／夢夢的夢想是什麼？

2. 阿尖／夢夢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遇上什麼困難？

3. 阿尖／夢夢的困難中，你認為有哪些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4. 阿尖／夢夢的困難中，你認為哪些能未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附件九：阿尖與夢夢（延伸課程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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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生命教育延伸課程：自畫像——十年後的我（第一課）

ＸＸＸＸ中學

20XX-20XX 年度 中五級 中國語文科 
生命教育延伸課程：第一課：自畫像--十年後的我 

姓名：          （  ）  班別：      日期：

一、請在下圖繪畫你的兩幅自畫像：你可以用顏料為人像加上衣服、背景以及一切能代表你的東西。

現在的我 十年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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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認為這些困難中，有哪些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你覺得自己會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遇上什麼困難？ 你認為這些困難中，哪些能未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附件十：生命教育延伸課程：自畫像——十年後的我（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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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延伸課程之教學活動流程 

《始得西山宴遊記》、《岳陽樓記》的價值反思 

延伸課程之教學活動流程 

延伸課程：第一節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課前準備 

1. 此教案實施前，應將同學分組，約 4-5 人一組，若能按

同學的職業取向分組更佳。

2. 先預備一些不同職業/學習不同專業的校友的小檔案，並

盡可能就每組別的職業取向作配對。

活動一、講解延伸課程 

1. 與同學重温之前的內容

 總結之前的反思，讓同學回憶之前課節的反思，及「與

世與爭」及「積極入世」兩種面對人生不如意的態度

 向同學解釋，雖然大家已有兩種人生態度作為秘笈，但

人生的情況是非常複雜的，因此在面對困難時，未必有

必勝的秘訣

 通過觀察別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累積更多有用的方法，

調整心態，去面對日常生活的挑戰。

2. 講解延伸課程

 向同學介紹延伸課程的任務——「校友訪問」，指出在這

節課堂將會作為訪問前的預備。

3. 講解本課節目標

 了解人生的複雜處境

 帶出同學在訪問時應有的態度

 設定訪問重點及相關問題

１０

分鐘 

老師講解 本節課堂工

作紙及家課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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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阿尖與夢夢（工作紙見附件十） 

1. 閱讀「追夢的人」個案，並分組討論以下問題

 4 至 5 人為一小組，教師再將全班所有組別分為兩大

組，一半組別為「阿尖組」、一半組別為「夢夢組」。

 派發工作紙，每位同學可按其討論人物得一張，作討論

時的提示或思考記錄。並多發一張予各組記錄員，將組

員所討論之意見紀錄下來，留待之後環節分享。

 討論問題如下：

(1) 阿尖／夢夢的夢想是什麼？

(2) 阿尖／夢夢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遇上什麼困難？

(3) 你認為以上困難中有哪些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4) 你認為以上困難中有哪些未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2. 完成討論後，教師可任意抽取一些組別分享。

3. 分享完畢後，教師總結：

 當我們在前三節讀到一些人物和他們的故事，無論是古

人柳宗元、范仲淹；還是現代的劉進圖和耕田少女，他

們都很清楚自己的目標，縱使有迷惘和困難，也能抓緊

自己的價值觀與想法去面對

 不過人生也可能如阿尖和夢夢般複雜，尤其是在完成中

學課程，剛升學和進入社會，也必然會有迷惘，那我們

在面對這些挑戰的時候，要先認清，有哪些困難，是我

們能解決？哪些不能？

１５

分鐘 

１0

分鐘 

個案討論及反

思、學生匯報 

工作紙及匯

報表現 
附件十 

活動三：我的夢想藍圖 

1. 十年後的我

 派發工作紙(附件十一)，讓同學繪畫自畫像，左邊繪畫現

20 

分鐘 

繪畫、反思 工作紙及分

享表現 

附件十一

顏色筆 

附件十一：延伸課程之教學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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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自己，右邊繪畫十年後的自己。 

 在繪畫的時候，老師可播放輕音樂，讓同學在輕鬆的環

境作畫。

2. 作畫前的提醒

 請同學計算十年內能完成的事，例如會不會考慮升學，

如果同學現在是中五學生，一年中六，再讀四年大學，

之後立即工作的話，十年後大概就是工作五年的人。如

果同學覺得要繼續進修，例如再讀碩士或博士，或考取

專業資格，也要清楚計算。不能過於天馬行空。

 可能有些同學想先工作，不打算進修，這並不代表他工

作後便沒有機會再讀書，甚至也有可能轉工，在繪畫

時，這些也可作考慮之列。

3. 作畫後的分享

 完成畫作後，可給予同學一段分享時間，請他們找自己

信任而熟悉的老師或同學，簡單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活動四：派發家課 

1. 請同學完成自畫像背面的工作紙，回答以下問題，字數

不限。（附件十一）

 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覺得自己會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遇上什麼困難？

 你認為這些困難中，有哪些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你認為這些困難中，哪些能未能以自己的能力克服的？

2. 預告下節，請同學帶回工作紙，並有機會利用這些工作紙

設計問題。

５ 

分鐘 

反思 工作紙及分

享表現 

附件十一

附件十一：延伸課程之教學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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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課程：第二節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活動一：講解延伸課程 

1. 重温之前的內容：同學已經想過自己的夢想了，也想過自

己有機會遇上的困難，接下來，各位同學將有機會與校友

請教，得到他們面對挑戰的秘訣

2. 向同學再次提出延伸課程的任務——「校友訪問」，指出

在這節課堂將會作為訪問前的預備。

3. 講解本課節目標

 帶出同學在訪問時應有的態度

 設定訪問重點及相關問題

５ 

分鐘 

老師講解 課堂活動表

現 

活動二：設計訪問問題 

1. 提醒同學是次訪問的目的——了解校友在追夢路上的困

難，以及他們面對困難的方法。

2. 請各組先閱讀校友的小檔案，再嘗試設定五題訪問題目，

設定時，亦可結合上次功課中，自己有機會遇到的困難，

向校友請教。

3. 各組完成設計後，可請各組匯報校友檔案及訪問問題，供

老師和同學點評。

20 

分鐘 

１0

分鐘 

討論及個案分

析 

模擬訪問及

訪問表現 
校友小檔案、

附件十一 

活動三：模擬訪問——「我的老師」記者會 

1. 講解活動內容

 剛才同學已經設計好了訪問的問題，也得到了同學和老

師的意見，由於大家沒訪問經驗，所以我們將會以一個

記者招待會的方式，讓同學嘗試「做記者」的滋味。

 接下來，每組將有兩分鐘時間訪問老師，各組可選一題

１５

分鐘 

模擬訪問 模擬訪問及

訪問表現 

附件十一：延伸課程之教學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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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並派一位代表，站起來發問，由老師作答，並請

其他同學可把訪問內容記下來。一位同學發問完後，若

時間剩下，組內其他同學可追問，直至用盡時間。 

2. 老師點評同學表現，除了問題質素外，禮貌、站姿等方面

亦可是細緻指導。
５ 

分鐘 

活動四：派發家課 

1. 請同學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校友訪問。

2. 同學在訪問後應以組別名義繳交以下項目：

 訪問分工表：記者、拍攝、記錄、拍照、文字整理等

 校友訪問片段/錄音

 校友訪問稿全稿

 校友訪問照片

3. 同學需以個人名義繳交反思一份。

 題目：在這次訪問中，校友的經歷給我哪些面對困難的

秘訣？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怎樣應用？

 同學可以用以下其中一種方式繳交，教師應讓同學選擇

讓他最容易表達自己的方式。

(1) 文字反思不少於 300 字  或

(2) 錄音反思不少於 2 分鐘

(3) 反思片段不少於 2 分鐘

５ 

分鐘 

訪問及反思 訪問表現及

反思表現 

附件十一：延伸課程之教學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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