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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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這樣長大的  

設計者：劉慧欣老師、廖婥伶老師、簡嘉燕老師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實施對象： 全校學生與家長   級別：K1-K3 

參賽組別：第五組：幼兒教育  實踐課堂：恆常課堂、綠藝活動、親子活動  總課時：整個學年 

設計理念：以聖經「天主因愛人，並讓人治理祂為人所創造的天地萬物」1為設計理念，讓兒童從種植中學習天主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管理

員。相信藉多元化活動能引領兒童以堅毅、承擔和正面積極態度來面對挑戰，從中學會欣賞、珍惜、尊重和感恩。

主題價值：  1. 珍惜與愛護                2.  承擔與堅毅                  3.  欣賞與感恩

學習目標：  1. 兒童由培育植物生命的歷程中，了解植物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從而懂得珍惜和保護生命。

2. 兒童願意與別人分享生命食糧，由愛植物的生命延伸至愛自己、愛近人、愛周邊的所有事物。

3. 兒童願意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和挑戰。

4. 兒童欣賞及讚美天主的創造。

創世紀 1:12「土地就出生了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各按其類，和結果子的樹木，各按照在它內的種子的種類。天主看了認為好。」參閱創世紀 1:28「你們要治理大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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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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活動：繪本主角介紹 
1. 向兒童介紹一位人物 - 莉莉
2. 老師入角扮演莉莉 ，告訴兒童她的爺爺是個農夫，有一個
神秘菜園，問兒童想不想一起去看看。(離開角色)

2 戲劇教學 
(老師入角) 

活動參與度 繪本故事 
《菜園子裏的

祕密》 

活動：繪本教學《菜園子裏的祕密》 
1. 請兒童想一想，在菜園裏會找到甚麼？
2. 請兒童在白板上畫出他們的想法，以菜園地圖形式展現。
3. 把課室分為上下左右四個區域，爺爺的家在中間。
4. 請兒童根據他們繪畫的菜園地圖，以自己的身體創造不同
的植物或菜園裏的事物形態。(在劃分的區域進行扮演)

5. 告訴兒童爺爺快到了。提醒學生繼續停留在他們的角色
內，並根據角色的指示作出反應。

6. 老師入角 - 穿上戲服，扮演爺爺。
7. 爺爺自言自語：「我要努力完成天父的任務「治理大地，管
理好菜園」，所以要播種和努力耕作，菜園收穫才豐富。」

8. 除了播種外，「爺爺」與兒童所創造出來的角色進行交流。
例如：説出一些情景描述，讓兒童進行扮演。

9. 爺爺說：「終於完成工作了，是時候休息了。」
(脫掉戲服，離開角色)

10. 提問與反思(鼓勵學生說出感想，適時提供協助)：
 植物是怎樣成長的？
 植物的成長過程與人的成長過程有甚麼相似的？
 你覺得要令植物/人健康地成長，容易嗎？

23 戲劇教學 
(定義空間) 
(角色教學)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兒童作品
「菜園地
圖」 

戲服 

總結： 
 生命得來不易，要懂得珍惜和保護，感謝天主的賜予；

5 口頭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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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以管理員的角色，幫助天主治理大地。
第二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引入活動：故事回顧 
1. 與兒童回顧上一課的故事發展。
2. 老師入角- 扮演爺爺，表示好像聽到菜園子裡有人在說
話，不如一起去聽聽。

2 戲劇教學 
(老師入角) 

活動：《做個負責任的管理員》 
1. 先請兒童躲到椅子後一起竊聽，提示兒童保持安靜。老師
亦躲到椅子後開始進行扮演。(見附件一)

2. 老師提問：
 聽完植物的對話之後，有甚麼感受？
 如果你是羅羅和白白，你會有甚麼感受？

(請兒童用「定格(一個表情或動作)」來表達。當被老師
拍肩膀，該兒童便要說出他想對農夫說的話或感受。)

3. 爺爺提問：「如何幫助羅羅和白白變健康？菜園的農夫應如
何做？」

4. 兒童二人一組進行討論，再作分享。

23 戲劇教學 
(竊聽對話) 

(定格+思路追蹤) 

二人討論 

全班分享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口頭表達 

竊聽對話 
(附件一) 

總結： 
 爺爺：「做一個負責任的管理員，要管理天主創造的生

命，管好菜園才可令植物健康成長。面對各種困難時，
要有正面、堅毅的心和持之以恆、努力不懈的態度。」

 「我年老了，希望有人可以接替我「治理大地，管理好
菜園」的任務，誰願意接受挑戰？」

 爺爺送給每位兒童四種種子，希望他們能好好栽種。
(爺爺脫掉戲服，離開角色)

 老師總結：一個負責任的管理員應該要承擔照顧植物的
責任。並要懂得珍惜和保護生命，珍惜天主的創造。

5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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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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活動：故事回顧 
1. 老師扮演莉莉，拿著爺爺給她的四種種子，說不知如何才
能讓種子健康成長。請兒童幫忙想辦法。

2. 請兒童討論如何種植小種子，需要什麼工具?
(需要泥土、泥剷、水)

5 戲劇教學 
(老師入角) 

訪問 

四種種子 
種植工具 

活動：小種子快長大 
1. 老師表示為了讓兒童更清楚種植的方法，以盡「大地管理
員」的責任，邀請了一位大農夫(綠藝導師)來教導他們如
何種植小種子。

2. 大農夫的教導：
 讓種子生長起來不簡單，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示範播種--以泥剷翻鬆泥土，用手指挖出小洞，把種子
放入，再用泥土蓋好種子，然後澆水。

 說明在照顧植物每個成長階段的不同責任。
 提問：種子和人一樣，需要營養和食物，你們知不知道
植物需要什麼？(陽光、空氣、水)

 除了陽光、空氣和水，我們還要給予它們營養，所以要
定時施肥，為了保護大自然，要選用有機肥料耕作。

 教導兒童以廚餘(橙皮)來制作有機肥料。
 請兒童協助照顧：每天澆水，每星期施肥一次。
 勉勵兒童勇於面對挑戰，尋求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困難，
讓植物健康成長，延續生命的奇蹟。

3. 提問與反思：
 種子放在泥土上便能生長嗎?
 要怎樣照顧小種子?
 種子長大後會是什麼?

20 全班學習 

小組合作 

戲劇教學 
(專家的外衣) 

有機肥料 若有工友懂得栽
種植物，邀請他
協助解答兒童的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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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謝大農夫的幫忙和教導，叮囑兒童珍惜天主的創造。

總結： 
 與兒童討論，編排負責照顧種子的人選。
 提醒要以管理員的角色，管理天主的創造，承擔照顧植

物的責任，並懂得珍惜和保護生命。
 請兒童分組創作口號，激勵大家一同用心照顧小種子，

盡好管理員的責任，讓種子能健康生長。
 派發小冊子，請分組每天紀錄小種子的生成長情況。

10 小組討論 植物生長 
紀錄小冊子 

(附件二) 

第四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引入活動：分享紀錄資料 
1. 請兒童分享及匯報他們在成長紀錄冊紀錄的資料。
2. 統計兒童照顧植物的次數。
3. 讚賞他們具「堅毅、有承擔」的態度。
4. 提醒兒童要勇於面對挑戰，尋求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困難。
5. 老師與兒童到苗圃探訪小種子。

10 匯報 植物生長 
紀錄小冊子 

植物生長 
紀錄小冊子 

(附件二) 

活動：我的小寶貝 
1. 小種子已長大發芽成為小幼苗，佈滿苗圃內，老師提問：
 小種子繼續生長，會有甚麼困難？

2. 邀請大農夫示範如何移苗，讓幼苗有足夠空間繼續生長。
3. 請兒童揀選一棵小幼苗，作為自己的小寶貝。然後替自己
的小寶貝取一個名字，並設計姓名牌。

4. 製作完成後，老師與兒童一起設計祈禱文。

20 全班學習 
小組合作 
小組討論 

活動相片 種植工具 
製作名牌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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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請兒童朗讀創作的口號，鼓勵大家盡好管理員的責任。

 請兒童承諾會以仁愛的行動回饋天主的恩賜，每天悉心

照顧並紀錄小幼苗的生長過程。

 最後以祈禱感謝天父賜予小種子生命，並祈求天父祝福

幼苗能健康成長。

5 

第五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引入活動：觀察植物 
1. 與兒童一起到苗圃探望小幼苗，紀錄小幼苗的生長情況。
2. 指示兒童觀察哪些葉子上現了一個個小洞的植物，提問：
 這些葉子上有甚麼？(有小洞)
 你們猜為甚麼會有洞？(植物生病了、被蟲或小鳥吃了)

3. 若兒童的小幼苗發生這樣的情況，請兒童訪問工友及大農
夫應如何處理，讓兒童藉親身實踐綠藝種植，學習解難。

5 觀察及訪問 活動相片 植物生長 
紀錄小冊子 

(附件二) 

活動：保護小種子 
1. 大農夫的教導：
 向兒童介紹不同防蟲的方法，分別是噴灑有機的農藥及
擺放一些物品去誘捕昆蟲，以免植物被吃掉。

 教授如何製作有機農藥「蒜頭辣椒水」，用作噴灑植物作
防蟲之用。

 展示其他能誘捕昆蟲的物品，如捕蠅貼、蚊網等。
2. 大農夫提問：如何可以避免小鳥吃掉植物呢?
3. 請兒童分組討論可行的方法並作紀錄(可繪圖表達)。
4. 大農夫展示一些可嚇走小鳥的措施讓兒童作參考。
5. 兒童分組製作驅鳥工具，然後放置在苗圃裏保護小幼苗。

20 小組討論 
小組合作 

討論表現 
口頭表達 

誘捕昆蟲物品 
防治小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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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分享： 
1. 提問：設置保護小幼苗的物品時若遇到困難，可以怎樣做
呢?多少人會找父母幫忙？
 成長過程中，父母給予我們不少幫助，父母照顧子女，
就如同你們悉心照顧小種子一樣，是非常辛勞的。

2. 請兒童討論如何感謝父母對我們的愛，然後作分享。

10 口頭報告 

總結： 
1. 我們要懂得愛護及感謝父母，更要珍惜和愛護自己的生
命，才不會令父母擔心。

2. 請兒童創作口號作為願意好好保護小幼苗的承諾。
第六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引入活動：故事回顧 
1. 在收割植物前，為兒童與植物進行合照，並一同欣賞兒童

悉心照料寶貝的成果。
2. 與兒童一同回顧故事《菜園子裏的祕密》，展示兒童收割

植物的照片，呈現爺爺給予的四種種子的最後種植成果。

5 繪本教學 
相片分享 

活動參與度 繪本故事 
《菜園子裏的

祕密》 
照片 

活動一：我會感恩 
1. 展示收割得來的植物，一同祈禱，向天主表達感謝。(老師
請兒童以一人一句的形式，向天主說出他們的感謝之詞。)

2. 老師帶領劃「十字聖號」，說：「慈愛的天父爸爸：感謝
你委派我成為大地的管理員，讓我有能力去完成任務，我
們有感謝的說話要向你表達：……」再由兒童接力，每人
向天主說出一句感謝的說話。 

3. 提問：除天主以外，種植過程中還有誰需要感謝？
4. 歸納答案，引導兒童想想用甚麼形式向那些在過程中提供
很多幫助的家長及大農夫表達謝意。

5. 總結：大家努力栽種，總希望能與別人分享獲得食糧的快

30 全班學習 
小組討論 
口頭報告 
小組合作 
小組分享 
全班分享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討論表現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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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不如舉辦一個「成果展覽分享會」，與所有參與者共同
享用成果，分享愉快的感受。 

活動二：「成果展覽分享會」 
1. 與兒童商討「成果展覽分享會」的日期、時間、舉行地
點、分享會的內容及流程、邀請對象及邀請方法。

2. 帶領兒童討論分享會的內容，宜提供建議，如：
A. 分享收成：想想收成可製作成哪些菜色，一同分享。
B. 戲劇活動：兒童可運用已學習的戲劇習式，創作一個與
植物有關的故事小劇場，展示種植過程中的經驗及感受。
C. 兒歌創作：兒童可改編一首熟悉的兒歌或歌曲，內容與
種植的過程有關，從中表達欣賞和感謝天主的創造，承諾
會珍惜生命，愛自己、愛近人、愛周邊的所有事物。

3. 分組活動：請兒童以組為單位，選擇工作內容，包括：
佈置組：製作邀請卡、場地佈置；
戲劇組：劇目的內容、對白、人物、場景等；
服裝組：因應劇組內容創作表演者的服裝；
總務組：製作道具、佈景及表演物品。

每天
一小
時，
為期
一星
期 

全班學習 
小組討論 
口頭報告 
小組合作 
小組分享 
戲劇技巧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討論表現 
口頭發表 
製作成品 

美勞物料 
戲劇道具 
戲劇服裝 

第七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中期反思 
1. 定期與兒童檢視籌備「成果展覽分享會」期的工作進度。
2. 多讚賞兒童的表現，請他們說出從活動中學到甚麼。好讓
他們感受到自己學會了不少，人成長了，能理解及掌握的
更多了。

3. 與兒童討論怎樣可更進一步，體會個人的成長及自我照顧
能力的提昇。

4. 鼓勵兒童接受自我挑戰，去購買食材及嘗試煮食，並在學
校留宿一晚，展開「我們的兩日一夜」活動。

30 全班討論 
全班檢討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討論表現 
口頭發表 

2020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9 

參考資料 1.天主教教育事務處(2013)：《星光伴我》低班上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2.天主教教育事務處(2014)：《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

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08):《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七種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4.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道:大中華地區生命及品格教育社群」對生命的構想

https://www.eduhk.hk/crse/view.php?secid=53065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7):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教育局。

6.路克.佛庫勒 (2018) ：《菜園子裏的祕密》中國，出版社：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備註 : 學校宜因應不同宗教背景對教案內容設計加以調適。 

5. 總結：告知會把「成果展覽分享會」與「我們的兩日一
夜」結合成為個兩天一夜的活動，邀請家長於兩日一夜的
宿營活動後，到學校參與，見證兒童的成長。

討論：籌備延伸活動「我們的兩日一夜」 
1. 提醒兒童需以組別為單位(約 4-5 人)進行所有活動。
2. 請兒童表達想與哪些同學同組，想由哪位老師擔任他們在
這個活動中的「媽媽老師」。

3. 與各組商討其負責的晚餐餐單，及所需購買的食材。
4. 與兒童商討晚上飯後及睡前的節目及睡覺的安排。
5. 並請兒童借出帳篷等宿營所需物品。

30 小組討論 
小組合作 
口頭報告 
全班討論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討論表現 

老師及兒童名單 
紀錄紙 

單元總結 
於「我們的兩日一夜」活動中作總結。 
延伸活動 
「我們的兩日一夜」-- 活動安排，詳見附件三 

延伸活動安排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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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竊聽對話

種籽羅羅：白白，你做咩唔開心呀？
種籽白白：唉，我好肚餓呀，又好口渴。
種籽蔡蔡：下，點解呀？
種籽白白：我個菜園個農夫又唔記得定時比水我飲喇！
種籽羅羅：佢係咪又喺度偷懶掛住玩玩具。 
種籽白白：係呀，佢朝早成日都唔記得比水我飲。 
種籽蔡蔡：係喎，羅羅點解你咁瘦嘅，仲有我上次見你又咁高，今
次見你又咁高，你…好似冇高過喎，你個菜園個農夫又唔記得定時
比水你飲？
種籽羅羅：唔係呀，我個農夫有定時比水我飲，但係佢好冇記性，
冇定時幫我施肥，睇黎我結嘅果實都係會好瘦好瘦 
種籽白白：咦！蔡蔡你睇黎好健壯，你d葉好靚呀，冇蟲洞嘅。 
種籽蔡蔡：我菜園個農夫好勤力、又有責任感，會定時淋水施肥，
我屋企仲好清潔，因為我菜園個農夫仲會定時幫我地除草除蟲添，
所以我先咁健康。
種籽白白：唔傾住喇，淋水時間又就到喇，希望今次有水飲啦
種籽羅羅：咁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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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長紀錄冊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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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我們的兩日一夜」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策略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備註

「我們的兩日一夜」(第一天) 

1. 每組的媽媽老師與兒童到市場購買合適的食材。

2. 購物後返回學校一同製作晚餐，然後全體師生一同分享。

3. 完成晚餐後，由兒童清洗碗碟、食具及整理地方。

4. 飯後節目~「夜行尋寶」：老師於校園各處、各課室藏起

數個公仔，請兒童分組去尋找，找到最多的一組為勝。

5. 兒童分男女生進行沐浴，並更換睡衣。

6. 睡前節目~「睡衣catwalk show」：兒童與老師穿上睡衣進

行catwalk show表演。

7. 兒童分組與「媽媽老師」一起到帳篷，在睡覺前，進行

「枕邊話」，就今天的經驗分享感受。

8. 每組兒童與「媽媽老師」一同在帳篷入睡。

1天 校外學習

公開表演

個人反思

個人分享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討論表現

解難表現

煮食用品

帳篷

遊戲物資

活動片段

老師在晚上把整

天的活動片段剪

輯成影片，預備

翌日進行分享。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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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我們的兩日一夜」(第二天) 

1. 「媽媽老師」喚醒兒童梳洗後進食早餐。

2. 兒童整理收拾行裝，然後為「成果展覽分享會」進行準

備。

3. 分組準備工作：

A.收成分享會：兒童把收成製作成早前已決定的菜色。

B.戲劇表演：佈置戲劇場地，準備好表演服裝及道具。

進行最後綵排。

C.歌唱表演：全體兒童綵排，演唱兒歌。

4. 家長到園參與「成果展覽分享會」。

5. 分享會流程：

A. 兒歌表演

B. 戲劇表演

C. 成品分享

D. 影片分享：「我們的兩日一夜」

半天 戲劇分享

角色扮演

家長參與

影片分享

活動參與度

學習態度

討論表現

家長回應

戲劇道具

戲劇服裝

影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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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老師利用簡報與家長分享整個活動：

1. 兒童進行整個學年的活動：「我是這樣長大的！」從而認

識到天主愛人，讓人治理祂為人所創造的天地萬物，也讓

兒童有機會學習如何當一個負責任的「管理員」。

2. 透過繪本《菜園子裏的祕密》及戲劇活動《做個負責任的

管理員》帶出植物的生長過程，讓兒童明白培育和保護生

命須付出不懈的努力。

3. 然後進行了「我的小寶貝」活動。兒童在過程中，學習面

對及解決各種困難；透過互動討論，學習彼此尊重；發揮

關愛互助的精神。

4. 最後，我們以「我們的兩日一夜」體驗活動來作為此單元

學習的總結，透過離開父母的兩天，兒童獨立地面對各種

挑戰，更突顯了他們的學習成果：承擔、堅毅、尊重、關

愛、感恩等等。從各項活動中，兒童得到不同的體會，印

30 老師分享

家長參與

活動參與度

家長回應

簡報：活動照

片和影片

「我們的兩日一

夜」經驗分享。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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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了他們的個人成長，相信會成為他們的一個難忘回憶。

5.向兒童派發活動總結的「自我評估」工作紙，請他們以「

👍」表達自己的努力及辛勞的程度；填色「☺」以表達對

父母的感恩值。完成後作分享。 

參考資料 1.天主教教育事務處(2013)：《星光伴我》低班上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2.天主教教育事務處(2014)：《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
3.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08):《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七種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4.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道:大中華地區生命及品格教育社群」對生命的構想

https://www.eduhk.hk/crse/view.php?secid=53065
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7):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教育局。
6.路克.佛庫勒 (2018) ：《菜園子裏的祕密》中國，出版社：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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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樣長大的！ 
延伸活動  —「我們的兩日一夜」 

【經驗分享】 

整個教案計總結環節，第七節活動—「長大了：我們的兩日一夜」是最大型的總結性體

驗式學習，學校團隊事前進行了一系列的策劃與部署，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以下為

活動反思後的一些經驗分享。 

(一)注意事項： 

� 由於兒童在兩日一夜的活動中與組員及老師是共同進退的，關係緊密，彼此的合作性十

分重要。故此，老師在商討組別的組合時，由兒童自主決定，按兒童的意願結成組別，

相信符合兒童的心意之餘，亦能讓兒童之間的合作更具和諧。能夠選擇自己喜歡的老師

成為「老師媽媽」，對兒童而言是興奮的，他們的投入和參與度將更大，營造有利的團

隊效應，自然產生對組別的歸屬感。

� 「老師媽媽」帶兒童購買食材時，需特別留意活動設計理念是讓兒童感到自己長大了，

有能力離開家人進行兩日一夜的生活體驗，故帶領兒童前往購物時，邀請家長義工似乎

並不合宜，故「老師媽媽」與兒童的師生比例安排，須十分留意。我們出動全園九成老

師擔任「老師媽媽」的角色，師生比例達至1:4-5。「老師媽媽」要提早擬定由集合點到

購物點的路線，盡量減少需過馬路、人較多等的地方，以策安全。購物時，亦合宜地安

排兩位兒童結伴同行，令組別範圍縮小，保證兒童之活動情形永遠於老師的視線範圍

內。老師在過程中仍然要萬分留意，購物之餘要兼顧兒童的安全，絕對不易﹗

� 晚餐烹調也是一大挑戰，幸好本園兒童幼、低班階段經常有不同的煮食體驗，兒童已有

相關經驗。但過程中，每組都要仔細商討各個煮食步驟，包括洗、切、煮…等，再分配

安排負責人選。過程中必須盡量將所有環節都讓兒童自己完成，兒童是主動的學習者，

「老師媽媽」在旁留意他們的安全之餘，更以觀察者、促進者的角色支援兒童的體驗學

習。 

� 在進食晚餐後，老師兒童自行清洗食具，發現兒童似乎都沒有相關經驗，但他們對於自

己能完成感到十分自豪。但要留意，兒童清洗後的食具，也要悄悄地安排工友姐姐再清

洗一次啊﹗

� 飯後的「夜行尋寶」遊戲，對兒童而言具吸引和刺激，他們要在漆黑的環境中尋寶是少

有的校園探險經歷，教師要留意部份兒童可能會感到害怕，故此開始前可先安排兒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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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組，讓他們同伴而行減低恐懼；同時，安排所有教職工分佈於校園在每一個角落，

讓兒童在每處都可見，增加兒童的安全感，克服恐懼以堅毅的精神投入遊戲中。 

� 對兒童而言能離開父母兩日一夜參加活動當然是興奮的，但我們也不可忽略家長的感受

，相信他們在家中必定是擔憂的。故此，在整個活動過程中，「老師媽媽」都會定時拍

攝一些相片，上載到school apps予家長，讓他們適時瀏覽孩子在園活動詳情，知悉 孩子

各活動環節是在極具安全的情況下進行的。老師們上載相片或影片，以直播形式由活動

直至孩子入睡的一刻，相信家長也能放心和安心。 

� 活動過程是兒童整個成長活動十分珍貴的片段，而「老師媽媽」雖會在當中進行部份拍

攝，但始終以照顧兒童為先，未能詳細去紀錄。故此，本園特安排其餘老師詳細拍攝和

紀錄，令所有精彩又珍貴的片段均能保留，以作教學評估。 

� 即使活動前，學校已發出十分詳細的通告及詳列各項安排，但相信家長仍會有很多問題

與擔憂，故活動前，我們於放學後集合家長們，再簡單提及一些需注意及準備的事項，

也一併即場解答家長的疑問，以緊密的家校協作和溝通模式推行活動，令是次活動成效

顯著。 

� 完成一天活動後，老師需把所有組別「老師媽媽」拍攝的影片整合，製作成一段影片供

家長翌日到園欣賞及分享。由於片段的最後活動是兒童入睡的片段，屆時已是晚上，故

人手及安排方面，需預留負責剪片同事的工作時間，以讓同事有足夠空間進行製作。

� 「兩日一夜」的活動中，各老師因照顧組別中的兒童，肩負重大責任，故此身心一定都

較疲憊。學校在行政安排方面，於活動後安排合適的休息時間予老師恢復體力，實為重

要!老師能感到自己的投入是得到校方的支持與支援，感受學校團隊合作共同為兒童付

出努力的教育核心價值。

(二)困難及解決方法：

� 由於組別是兒童自定的，當中老師是不能參與或左右當中的組合。對部份需特別照顧的

兒童，老師是有擔心的，老師如何影響他們的組合又不失自主呢？於是，老師在進行組

合之前做一些功夫，老師會特別「拜託」一些照顧力較強的兒童，讚賞他們的能力，指

出班中某些兒童如能得到幫忙將使活動更圓滿，建議他們如能在組合時，預備與能力較

弱之兒童互相合作扶持，以同儕鷹架的學習模式進行活動，讓老師更感放心。由協助同

儕而產生的「成就感」讓他們自願並有信心地協助老師，在組合時即使老師不介入，這

些安全組合都會自然地形成了。當中老師的游說技巧十分重要，成為兒童學習的促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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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會讓兒童感到強迫感覺同時，又能成就這些組合，就要考考老師的功力了﹗

� 商討晚餐內容的部份，及預備食材的選購時，都有一定的困難，因為兒童對餸菜的款式

或食材都不是十分清楚，在第一次的商討中，大家都不大有頭緒。於是，老師暫停了相

關討論，讓兒童想想找誰人幫忙，兒童亦清楚媽媽一定是能提供意見的最佳人選，於是

，菜單就在他們回家向媽媽詢問意見後定下來。故此，面對一些不能即時解決的問題時

，與兒童商討如何去解決是更為重要的，同時可讓兒童知道各人的能力不同，向合適的

人尋求協助將更有助事情的解決。 

決定晚上在帳篷睡覺後，另一個問題就是到那裡找到這些帳篷。於是，老師再次把問題

拋給兒童。在有尋求媽媽協助菜單的經驗後，兒童很快便知道可以繼續找家人幫忙，亦

有兒童指出自己家中有帳篷，會向家人相借。於是，當天大家回家便各自向家人求助，

很快的，我們便集齊了12個帳篷供每組使用。當中有兒童家庭借出的，亦有家長向朋友

借用的，在集齊數量後兒童十分興奮，他們在當中亦能感受到人不能單靠自己，懂得尋

求協助所獲得的力量可能更大，再次發揮家校合作的功效。 

「洗澡安排」相信是在活動前會議中，感到比較多困難的部份。由於本園只有一個可供

沐浴的地方，亦只有一個花灑，而且要處理四十多位兒童的沐浴用品亦會較困難。經討

論後，我們在事前通知家長，學校將統一購買一支沐浴露予全部兒童共用，以減少處理

沐浴用品的問題。同時向家長查詢是否有兒童會有敏感需特別處理。在洗澡時，我們請

「老師媽媽」們自行組合，再分成男女組合，以讓兒童4-5個同性別一組的一同洗澡，

由一位「老師媽媽」協助，並規律地先一起濕身，再一起塗沐浴露，最後沖水及抹身，

在過程中「老師媽媽」的控制十分重要，時間亦不可太久，以免兒童著涼。亦由於「洗

頭」是比較困難的部份，又需時間弄乾頭髮，故我們決定只為男孩子洗頭。事前我們請

女生的家長在當天參與活動前先為孩子洗頭，晚上老師安排女生只洗澡。 

這個活動在本園是第一次舉行，當中有著不少的困難與挑戰。但我們深信活動帶給兒童、家

長及學校團隊的經驗與感受是更為大的。故此，本園全體教職工均全力投入活動中，當大家

都把力量加注進去後，齊心與投入讓活動能順利地完成，並得到家長的高度讚賞。家長們感

激的淚水，對我們而言，是一支很大的強心針，讓我們更有動力與信心，開拓讓兒童體驗更

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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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組員一同選擇活動中的「媽媽老師」。 
 

 
兒童預備好行李參與「我們的兩日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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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師媽媽帶領兒童一同到市場購買合適的食材。 
 
 

 
 

兒童一同製作晚餐。 
 

（附件四）

5 
2020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與其他組別兒童一同享用晚餐，以自助餐形式進行分享。 
 
 
 

 
 

完成晚餐後，兒童清洗碗碟、食具及整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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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衣catwalk show」：兒童與老師穿上睡衣進行catwalk show。 
 

 
 

 
 

黃昏遊戲：「夜行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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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自行梳流預備睡覺。 

兒童在學校留宿一個晚上。 

（附件四）

8 
2020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兒童分組與「媽媽老師」一起到帳篷，在睡覺前，進行「枕邊話」，說說感受。 

 
 

 
第二天，我們一起進食自助餐式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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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到園參與「成果展覽分享會」，他們也帶備自製美食到園一同分享， 
可見彼此分享文化已在校園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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