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生命的同行者，我們本著以生命影響生命的信念，打
造「為生命鼓掌C.L.A.P.」生命教育體驗活動，從認識生
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四個方向反思自己與
自身、他人、社會以至整個世界的聯繫，找回生命這份珍
貴禮物的意義。

 

我們以體驗式學習活動融合傳統教育的手法，與社會上不
同的人士一同探討成長歷程的意義。互動的生命教育學習
活動，提供經驗生命中重要課題的機會，從而反思及應用
相關的經驗，並發現個人而獨特的意義。

是一份珍貴的禮物生
命

當下活著 活在當下 觸
動人心



「為生命鼓掌C.L.A.P.」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按生命教育的學習內容框架重
點投放在「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
生命」、「探索生命」四個學習層次上，全面配
合學校課程發展。

‧ 配合新高中學制，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及獨特的其
他學習經驗(OLE)，全方位豐富他們的知識，達
至全人發展。

‧ 配合德育及公民教育發展，以不同的生活事件
(Life  Events)作介入點，啟發中小學生對不同價
值觀及生活態度的思考。

以螺旋式學習法作為架構，按參加者的背景及發展
需要，推行不同程度和向度的生命教育，全面配合
個人及團體的長遠及持續發展。

以體驗式學習法(Experiential Learning)作為介入
手法，讓參加者從互動的經驗中，獲取感悟(Insight)，
並透過反思(Reflection)而作出正面積極的轉變。

度身訂造(Tailor made)式活動設計，可配合學生及
學校需要而作出相應的調整，進一步深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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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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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成功領袖是天生的，他們與生俱來便擁有作為成功
領袖的魅力，然而，每個人也有成為領袖的條件，並在人
生的旅程上，為自己及別人的生命導航。

作為未來的領袖，時下的年青人卻背負著「自我」、「脆
弱」、「不擅溝通」等「惡名」，當下即打破框架，貫徹
學習、親身體驗，成為一位真真正正對自己負責、為團隊
貢獻的生命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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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領袖
‧ 與自己對話︰認識及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 與別人對話︰學習與別人溝通，以易地
而處的溝通方法達至雙贏，使障礙變成
推動力。

‧ 生命新領袖︰認識領袖的三大素質︰
忠誠、忍耐堅持、同理心。

‧ 學習妥善分配資源，審視外在環境因素，
訂定精明的決定。

‧ 了解同伴的真正訴求，並以樂觀和欣賞
的心態鼓勵士氣，發揮進步的原動力。

學習
目標

‧ 以反思活動，讓學生了解個人特質及
長處，學習為個人及團隊訂定目標。

‧ 透過戶外團隊定向挑戰，實踐所學，為
團隊制定目標，合力完成挑戰與任務，
考驗耐性和堅持。

‧ 透過活動考驗團隊間的溝通及信任，建立
互諒互信的溝通模式。

活動
內容

“ As we look ahea
d into the next 

century, leaders wil
l be those who 

empower others.  - Bill Gates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對象 小學生、中學生、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積極責任
承擔

生命教育系列

’’



‧ 學習付出與關懷，建立互愛的友誼。

‧ 感受包容與體諒的重要，從而學習相處
之道。

‧ 體會善意及表裡不一的表達，找著最真摯
的友誼。

‧ 明白友情不是趨炎附勢及「埋堆」，而是 
真心的關懷、支持及包容。

‧ 從「利己」走到「利他」，感受當中帶來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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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系列

尋找友情的足跡
孩子需要走出父母的「呵護」，與同齡的小孩一同打滾及
成長，感受友情中所帶來的挑戰與歡樂，這才是孩童成長
的印記。

在成長過程中，朋友佔著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有時我們會
因為自我滿足而忽略朋友的需要，交友時處處碰壁；有時
更會因為朋友的緣故而與人交惡，充份展示「情與義值千
金」及「兩脅插刀」的精神。甚至於朋友的道路上會讓我
們變得迷失，不自覺地隱藏了「真我」。

   究竟怎樣的友情才
是最真摯、

 最寶貴及最舒適？
‧ 利用館內大型裝置及體驗式活動，讓學生
明白別人的想法與感受，不再獨斷獨行。

‧ 外出探索定向活動，鼓勵學生放下自我，
感受友情帶來的力量。

‧ 考驗學生間的友情，探索當中的苦與樂，
並創造成長的回憶。

學習
目標

活動
內容

探索
生命

尊重
生命

對象 小學生、中學生、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珍惜 尊重關愛



現今的孩子，在被溺愛的溫室下成長，這反而令他們變得
脆弱，沒有經歷過風雨，不懂得何謂缺失，更不懂得「擁
有」的可貴。每天，大家也經歷不同的得與失，這就是我
們成長的過程，也讓我們的生命過得更完整，是好是壞，
也全在於我們如何看待生命中的得與失。其實，幸福往往
就在轉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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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缺失中看擁有

‧ 學習轉化對挑戰及困境的看法，建立正面
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 學會如何發掘生命中的美好，以積極樂觀
的心態去看待生命中的缺失。

‧ 體會生命的多樣性及發現生命中的可能
性，重燃對生命的希望。

‧ 透過出人意表的活動安排，讓學生感受
人生無常的道理。

‧ 模擬體驗生命中不想面對的失去及缺失，
傳授「轉念大法」的秘訣，學習由「失」
變「得」。 

‧ 以體驗式活動，感受生命中的擁有，學會
愛自己愛別人，抓著信念活出美麗人生。

學習
目標

活動
內容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尊重
生命

對象 小學生、中學生、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樂觀 熱愛
生命



人們會以微博、社交網站及手機隨意發表意見，以文字代
替說話，不需要面對面以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感受，久
而久之忘記了如何合適地表達自己、不懂顧及別人的感受
及自我感覺良好。最後，關係變得疏離。今天重新檢視自
己，學習管理情緒，以正確的態度表達自己開心或不開心
的感受，做個陽光燦爛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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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朗的一天
‧ 了解不同的情緒特質。

‧ 檢視回應情緒方法，可以帶來正面或負面
的影響。

‧ 學習管理情緒，建立正確表達情緒的渠道
及方法。

‧ 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認識不同的情緒。

‧ 藉著體驗式活動，鼓勵學生學習處理情緒
的方法，宣洩心中負面的感受。

‧ 考驗學生如何面對負面情緒，學習以冷靜
態度處理，從而建立正面表達方式。

學習
目標

活動
內容

生命教育系列

認識
生命

尊重
生命

對象 小學生、中學生、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自省 尊重

科技的進步，標誌著
拉近彼此

的距離？ 還是關係的
退步？



家是塑造人的地方，也是成長的本源。期望活動把學生對
家的愛重燃、加強及昇華，鞏固他們與身邊人之間的關
係，在滿有愛的環境中成長。我們期望一切從珍惜開始，
讓學生認識愛要及時。當發現家人間那種不能割捨的愛，
我們更懂得彼此欣賞、接納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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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及反省與家人的關係，學習多些
欣賞、少些抱怨。

‧ 從體驗失去，學習珍惜擁有，打開心窗
說出愛。

‧ 建立彼此信任、尊重的關係，重建家庭
的功能，建立正面家庭關係。

‧ 透過模擬體驗，讓學生發現各家庭成員的
優點及可愛之處。

‧ 以小組活動形式，讓學生體驗家庭中不同
角色的重要性，學會體諒、欣賞各家庭
成員於家庭崗位上的貢獻。

‧ 親手為家人製作世上最獨一無二、最
珍貴的禮物，藉著禮物向家人訴說埋藏
的心意。

學習
目標

活動
內容

超級無敵屋企人

尊重
生命

對象 小學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關愛 珍惜 尊重



身處貧富懸殊的社會，年輕一代往往將生命的價值以金錢
作單位，生命的意義以利己作依歸，人生是否只是一場追
逐金錢、名利及個人主義的遊戲？然而，這是否唯一的出
路？如何才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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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若要找到自己的人生路，是需要付出
努力。

‧ 體驗人生路上會遇到不同的境況，鼓勵
順境自處逆境自強。

‧ 學習從環境中作出選擇，訓練獨立思考。

‧ 感受生命的堅持，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
人生路。

‧ 在有限的時間及資源下，學習珍惜光陰及
把握機遇。

‧ 考驗學生如何計劃自己的路向及認清可能
出現的後果。

學習
目標

活動
內容

生命教育系列

創出 想人生「你」

認識
生命

探索
生命

對象 中學生、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進取積極 熱愛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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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讓我們完整地規劃我們
的人生，當中包括各個重要的範疇：工作、學業、人際關
係等等。協助你按照自己的能力與動力，按部就班且積極
地實行所定的計劃，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目標。

我們深信每個人都可以尋找自己獨特的生命意義，以此作
為我們規劃培訓的重點，透過體驗活動、計劃與測試，幫
助參加者重新計劃人生。

‧ 透過體驗式培訓，加強參加者的自信心。

‧ 以職業輔導作導入，讓參加者釐清自己的
人生目標，活在當下。

‧ 讓參加者清楚衡量自己的資源與能力，
卓越掌握自己的人生。

學習
目標

生命探索之旅  (自我認識歷程)
‧ 相信自己的能力，好好掌握未來的歲月，
突破生活的格線，塑造清新充實的自我。

‧ 了解個人生涯發展的階段與角色(自我認
識)及職業性向輔導與評估。

生涯規劃之旅 (目標訂立)
‧ 以既有的成就為基礎，確立人生的方向，
提供奮鬥的策略，針對所預期的目標，
逐步有效地實現。

‧ 從有效的目標策劃與確立到實踐方向。

職場現身 (工作態度及技巧培訓)
‧ 懷著突破困境的信心，規劃及準備你成功
的生涯，發揮無限可能。

‧ 職前準備，撰寫履歷表及面試準備。

‧ 釐清個人內在需要與潛能，加強自我肯
定，從而提升自信心。

活動
內容

生命探索與生涯規劃培訓

認識
生命

探索
生命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認識
生命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對象 中學生及大專生

可培養的價值觀 積極 珍惜承擔 欣賞自我
接納

認識
生命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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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思考自己的角色，反思自己對成長
的期望。

‧ 回顧對不同角色的感受。

‧ 了解不同身份的重要，學習成長的功課。

‧ 以反思活動，發現不同身份的重要。

‧ 以體驗式活動，鼓勵演釋和表達自己，
讓參加者反思身份對自己的意義。

‧ 於角色中的不完美，發掘出欣賞之處，
調整對角色的合理期望。

學習
目標

活動
內容

你認識自己嗎？透過人生的經驗，我們慢慢知道自己誰，
同樣我們也慢慢隱藏了自己是誰。

每個人擁有自己不同的角色、身份，例如兒女、學生、朋
友⋯⋯我們努力演譯這些角色，但卻忘記這些角色對我們
的重要性及意義。為了配合周遭的要求，我們甚至漸漸地
忘記自己。

透過認識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的成長，表達自己的感
受，面對自己的缺失，從而以合理的心態接納自己的
真我。

生命教育系列

角色放大鏡 - 重尋真我

「人生最困難的事就
是認識自己。」

 —— 泰勒斯

認識
生命

欣賞
生命

對象 中學生至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欣賞 尊重 接納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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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教育系列

‧ 實地考察與接觸，了解本地殮殯葬的
實況，拉闊學生對死亡的認知。

‧ 透過體驗活動，啟導學生反思生命的
意義，領悟活在當下的道理。

學習
目標

‧ 殮殯葬導賞團：參觀墓地、棺木專門店等
與死亡有關的地方。

‧ 體驗式學習活動：讓學生親身經歷別離及
感受死亡所帶來的震撼，啟導他們由死看
生，感受生命中的喜悅。

活動
內容

大部份人都知道，死亡是必然的過程；但提起死亡，我們
往往只會想到負面的東西。然而，認識死亡，當中極具我
們反思的價值；探索人生，理解到生與死究竟是什麼的一
回事，學習如何珍惜擁有，把握當下讓愛說出口。

對象 中四以上學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珍惜 接納 感恩 熱愛
生命

認識
生命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尊重
生命

「吾生‧悟死」生死探索之旅                            



生死教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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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如何發掘生命中的美好。

‧ 學習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看待生命中的
缺失。

‧ 明白生命因付出而有愛，也因施予而獲得
更大的快樂。

學習
目標

‧ 模擬體驗生命中最大的缺失：死亡，學習
如何以「愛」與「失去」共存。

‧ 傳授「轉念大法」的秘訣，學習由「失」
變「得」，從失去中感受愛。

‧ 透過分享，學習把「愛」化成行動，為
自己及他人的生命注入「愛」。

活動
內容

當處於物質富裕環境下，人們在想得到更多的同時，亦會
因害怕失去而感到徬徨、不安。幸福不是必然，擁有與失
去是人生必然會出現的過程，只有以愛來豐富生命的厚度
與寬度，才可以轉化及承受生命中的缺失。

從缺失中體驗愛

認識
生命

對象 中學生至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積極 珍惜

欣賞
生命

責任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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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無限想像，以新生命誕生的一刻為
主線，發掘自己對生之喜悅與盼望。

‧ 擺脫舊有框架，尋找內在對人生的期望，
勇敢面對自己，為生命負責。

‧ 由想像轉化為具體方案，發掘出生命更多
的可能性。

學習
目標

‧ 模擬體驗生命中最大的缺失：死亡，以終
結讓參加者反思「一生」。

‧ 肯定過往生命的價值，把經驗化為「重
生」後的資本，為「重生」的生命的期望
訂立行動，撇下不可能的假設，把想像化
為實際的計劃。

‧ 學習欣賞及肯定自己，於生命的缺口中
體會珍惜和感恩。

活動
內容

死裡重生

生命開始的一刻，我們就為生存而努力的活著，尋找「我
存在」的憑證。

當死亡的真像呈現，我們意識到生命的有限，希望以有限
的能力逃避死亡。然而，我們認知死亡的恐懼，卻忘記了
生之喜悅。

究竟生有何喜？死有何懼？若果死亡後有另一個人生，讓
我們可以為新生命重新想像，重新再活一次的話，你如何
為新生命做好準備？

不妨換個角度看人生，為生命重新注入盼望和喜悅。

對象

認識
生命

中學生至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珍惜 感恩 接納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責任
承擔

俗語有云︰「你出生的
時候，你哭著，

周圍的人笑著；你逝去
的時候，

       你笑著，而周圍
的人在哭！」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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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參加者明白生、老、病、死是每個人生
命中會經歷的階段。

‧ 學習死亡的本質 – 不能逆轉，從而珍惜
現在，愛得及時。

學習
目標

‧ 透過圖片、圖畫、故事等，讓智障人士
了解死亡的概念及自己對死亡的感受。

‧ 透過體驗及模擬活動，明白死亡是不能
逆轉的事實，學習用不同方法懷念及
表達心意。

‧ 製作小禮物，以行動表達感謝，學習及時
去愛。

活動
內容

不論年紀、地位與身份，也要經過這些階段。而死亡更是
躲不開、避不過，因此不應因為能力的不足而被剝奪認識
及釐清死亡的意義。

另一方面，我們也會經歷親人及朋友的離逝，這份傷痛對
任何人來說也是難以釋懷，故讓每個人也能夠適當地表達
感受，重回生活軌道是十分重要。

智障人士與我們一樣，同樣要面對生、老、病、死，甚至
經驗親人離逝的傷痛，同樣有權利及有能力認識死亡這回
事情。

生死教育系列

生死教育工作坊                                        

生、老、病、死是必然
發生的事情。

對象

認識
生命

輕度至中度智障人士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欣賞 珍惜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熱愛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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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長者發掘生命中的美善之處，為生命
注入正能量。

‧ 認識死亡的本質，從而超越對死亡的
恐懼。

‧ 以行動珍惜身邊所愛，活出有愛的生命。

學習
目標

‧ 回顧及檢視自己的生命歷程，學會欣賞
自己、接納自己及肯定自我價值。

‧ 了解自己身心靈的需要，調適自我的
心境。

‧ 認識死亡，超越對它的恐懼，坦然面對。

‧ 善用有限的時間、精力與資源，規劃未來
的方向。

‧ 回饋生命中重要的人，主動表達及釋放
內心的情感，以愛擁抱自己及他人的生命。

活動
內容

人生已過了大半個世紀，銀髮族的他們對死亡有更深刻的
感受，縱然人生閱歷豐富，已嘗盡人生各種得失，當晚年
面對生活上、角色上、身體上的轉變時，深切感受到死亡
的存在，令他們感到患得患失，陷入無奈惶恐當中。

只有以愛才能超越死亡恐懼，以愛擁抱生命，以愛活在
當下⋯⋯

重遊人生路‧步出愛一生

有生必有死，是大家深知
的自然定律。

「未知死，焉知生」
，

       只有了解死亡，才
懂得生命。

對象

認識
生命

長者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珍惜 積極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自我
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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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義務工作的意義。

‧ 讓參加者學習接納自己，從而接納他人的
缺失及不完美，以欣賞和正面的態度服務
他人。

‧ 加強團隊合作精神，提升服務質素。

學習
目標

團隊訓練 

‧ 了解義工的角色及義務。

‧ 學習團隊中溝通技巧。

‧ 發掘自己在團隊中的強處，加以發揮。

生命教育

‧ 透過體驗活動了解生命的美善及美好，從
而以積極的態度服務他人。

‧ 了解自我價值，與他人交流生命的美善
之處。

‧ 重組生命故事，懂得欣賞自己。

活動
內容

透過投身義務工作，除了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更可以讓
義工學習分享愛、珍惜及欣賞生命，也透過服務使用者的
生命讓義工有所裨益。

為了讓義工有效地參與服務，足夠的訓練及正確的心態尤
其重要，因此合適的訓練讓義工掌握及了解義務工作的本
質和意義，並透過生命教育加強對生命的反思，建立積極
及無私的服務精神。

團隊訓練系列

義工服務基礎訓練

對象

認識
生命

小學生、中學生、大專生、長者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珍惜 接納 積極

欣賞
生命

尊重
生命

每一個人都可發揮所
長，貢獻自己

服務他人，並且能以生
命影響生命。



15

‧ 學習與人合作的有效元素︰溝通及信任，
提升團隊的快樂。

‧ 走出自我，體驗與人共處、與同伴合作的
快樂。

‧ 學習集結團結的力量，將各項挑戰及困難
迎刃而解。

學習
目標

‧ 經驗群體合作活動，引發合作及互助精神。

‧ 增加團隊歸屬感，激起團隊鬥志。

‧ 團隊要集結智慧和力量，解決一系列的
問題，面對兩難局面，學習如何取捨及
解決。

活動
內容

現代社會中，科技叫我們常於虛擬世界打滾，我們與人的
關係是既熟悉又陌生。團隊合作除了可以促使工作順利完
成，亦是我們成長的契機。單靠一己之力，難以處理及面
對錯綜複雜的世界。擁有團隊的力量，不但讓我們擁有友
誼及學習溝通的機會，而且透過團體合作令我們體驗與人
一同努力的快樂。

快樂團隊

對象

認識
生命

小學生、中學生、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積極 關愛

尊重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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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忙著為家庭賺錢工作，專心聽孩子說話的時間卻少
之又少？你是否忙著替你的孩子打點穿的吃的、選學校、
興趣班和語文班，卻不知他今天心情如何，發生了什麼
事？愛孩子就要做愛孩子的事，學習如何傳遞「真正的
愛」予你的孩子。

‧ 明白溝通的要訣，促進親子間的有效
互動。

‧ 欣賞及尊重各家庭成員對家庭的付出與責
任，鼓勵大家「愛要說出口」。

‧ 學習「先聆聽、後發表」的溝通心法。

‧ 透過體驗活動，發掘家庭成員的優點，
打破固有的認識，學習彼此欣賞。

‧ 化衝突為了解，藉此促進彼此關係。

活動
內容

學習
目標

親子體驗系列

我們這一家

你愛你的孩子嗎？你
肯定？

對象

認識
生命

7-11歲子女及其家長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尊重 珍惜 欣賞

欣賞
生命

尊重
生命

孩子小的時候，幫他
們扎根；孩子

長大了，給他們翅膀
。與孩子一起

打造愛與發現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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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營營役役的周旋，以真我相見，察覺
最真實的彼此。

‧ 了解孩子需要的成長養份，協助打造愛與
快樂的親子關係。

學習
目標

‧ 認識自己及家人的性格類型，了解大家的
身心靈需要。

‧ 學習閱讀孩子「心靈」的需要，掌握建立
自信與快樂的心法。

‧ 掌握處理情緒心法，別讓自己愛得太累。

活動
內容

發展心理學指出3-6歲是保護兒童自信的關鍵期，然而在
香港的教育制度及競爭氣氛下，父母與孩子相處時間往往
周旋於學業成績、行為表現及課餘學習方面，「希望」提
升孩子的優勢，可是刻意營造的外在環境遠不及孩子擁有
內在的自信、自愛與自尊的重要性。

父母正是孩子性格塑形最重要的關鍵，一個快樂與自信的
孩子是需要父母的愛與同理心，感受孩子所感受的事情，
做孩子愛做的事情。今天，就與孩子一起打造愛與發現
之旅。

童玩親子日營

對象

認識
生命

3-6歲子女及其家長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尊重 珍惜 欣賞

欣賞
生命

尊重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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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夢同行 – 自我探索體驗營                              

在成長的階段中，有著成功的喜悅，也嘗到挫折的苦澀，
得失的經歷也隨著成長慢慢累積。成長的過程中，少不免
與同伴細訴自己的「白日夢」，然而我們很少認真看待年
少的夢想。當我們能夠為自己的生命注入愛與希望，並憑
著堅持與勇氣，前往心中的夢想地，實在地成為自己生命
的主人。

‧ 學會如何發掘生命中的美好，以積極及樂
觀的心去看待生命中的失敗與挫折。

‧ 明白生命的擁有在於付出，更在分享中獲
得快樂與愛。

‧ 訂立夢想實踐的路徑，建構正面自主的生命。

‧ 重新認識自己，發掘自身所長。

學習
目標

第一節︰從缺失中看世界 

‧ 細想生命中的得與失，重新反思過往「失
去」的經驗對生命的意義，為「得」與
「失」重新定位。

‧ 體驗失敗與挑戰帶來的契機，強化扭轉
逆境的生命力與信念。

第二節︰生命夢園地

‧ 透過活動讓學生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
增加對自己的信心。

‧ 探索內心的感受和思想，從而發掘內心
深處的夢想。

‧ 突破思想框架，透過活動尋找自己的「夢想
人生」，並具體分析「夢想」的可行性，
嘗試把夢想變為人生方向，不再是「夢」。

第三節︰我的生命主人
‧ 釐清對自己的期許，寫下「給未來自己的信」
與未來的自己對話，細說當下的夢與想。

‧ 明白追尋夢想所需要的態度，是圓夢的
重要因素，更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素質。

活動
內容

生命教育體驗營

「你掌控你的未來、
你的命運。你所想的

東

西會實現。藉由把你
的夢想及目標紀錄在

紙

上，你啓動了成為你最
想成為的人的過程。把

你的未來交付給可靠的
人 – 你自己手裡。」
 —— 馬克‧維克多‧韓森

 (勵志作家)

認識
生命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對象 小學生、中學生、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珍惜積極自我
接納

熱愛
生命

，



認識
生命

欣賞
生命

探索
生命

尊重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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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生前」、「死後」、「重生」三個
階段，從死亡中反思活著的意義， 讓人生
活得更豐盛。

學習
目標

第一階段︰生前
‧ 進入殯葬儀式場地，檢視個人對死亡的
看法及感受。

‧ 了解死亡的本質，認識儀式背後的意義，
從而檢視自己與別人的關係。

第二階段︰死後
‧ 透過體驗活動，經歷人生倒數，為生命
奮鬥到最後。

‧ 參與「人生畢業禮」，為自己人生作
總結，經歷與同伴走到人生盡頭。

‧ 經歷死亡的突然與震撼，反思死亡對個人
及身邊人的意義。

第三階段︰重生
‧ 重新檢視過去，為生命優次排位。
‧ 規劃理想未來，以有限的生命活出精彩
無悔人生。

‧ 鼓勵把理想和計劃實踐，從現在建立將來
的自己。

活動
內容生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然而，

對生氣勃勃的年青人來說，他們仍然有青春可燃燒、有光
陰可虛耗，死亡彷彿是遙不可及的事。

對象 中四或以上學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珍惜 樂觀積極 承擔

生前死後探索體驗營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
的蠟燭，而是一支由我

們

暫時拿著的火炬，我們
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

明燦爛，然後交給下
一代的人們。」

生有時，死有時，既不
能避免，亦無從選擇

。

只有了解死亡，才懂得
如何活著。

 —— 蕭伯納

就讓我們一起由死看生，學習活在當下，持守人生的信
念，細嚐人生的苦與樂，活出屬於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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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往往讚嘆和驚羡領袖的成功，然而值得我們敬佩的是
他們成功背後所經歷的名為「奮鬥」的旅程。大家是否有
信心參與這趟旅程，尋找自己獨特而精彩的光明前路？就
讓大家一起發掘潛能、確立目標，然後往標竿直跑，成為
一顆照亮眾人的領袖！

‧ 認清目標，訂立明確方向及計劃。

‧ 重新審視自我，發掘潛能。

‧ 學會溝通、包容，成為團隊合作的基石。

學習
目標

‧ 學習建構成功領袖應該具備的素質。

‧ 藉著同伴重新認識自己，了解自身優缺點，
探索自己的角色及可作的貢獻。

‧ 透過各種具挑戰性的任務，切身體會團隊
賴以成功的五大元素。

活動
內容

生命教育體驗營

領袖訓練營

 —— 愛因斯坦

認識
生命

欣賞
生命

對象 小學生、中學生或大專生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

可培養的價值觀 承擔 尊重積極 關愛

尊重
生命

「對於沒有目標的船
，  

        任何風向也是
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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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開始，承擔自己的生命，再擁抱他人，享受在教室裡
得到的成就感。

有說宇宙在乎手、轉變在乎心。要達致身心協調、心定神
閑，不單是要調息及放鬆身體，更需要整個人發乎內心的
改變，處理令愛淤塞的負面情緒和壓力。

教師專業培訓 - 愛的教室系列

教師當下得力身心之旅

建議活動時數：2小時

活動人數：10人起

建議對象︰適合任何學校教職員

旅程重點：

 1 了解 「身」、「心」 與「念」的關係，觀察自己身心
的變化，學習有效的自我管理。

 2 學習安靜，舒緩生活上的緊張情緒。

 3 培養自愛力量，平衡情勢，改變負能量，轉化低潮。

 4 解構正向心理，檢視自己的工作及生活模式，學習
安寧與自愛的生活。



教師當下得力靈之旅
營營役役的教書生活、形形式式的課外活動、林林總總的
學生事務⋯⋯

每天也被這些「工作」拖著行，這樣地過日子，是你所想
的嗎？

每日面對煩重的工作，讓人漸漸感到迷失，找不到生命的
方向。

縱然你未必有能力去扭轉現況，但你有權利去掌控自己的
生命，傾聽你內心的聲音，從心出發，重新整理當下的目
標與方向，享受屬於你的工作，教導屬於你的學生，發揮
屬於你的才能，這才是屬於你的生命。

教師專業培訓 - 愛的教室系列

建議活動時數︰2小時起

活動人數︰10人起

建議對象︰適合任何學校教職員

「靈」之旅重點：

 1 組織個人的故事，由死看生，檢視個人的價值與工作
意義。

 2 了解精神層面的需要，建構正確的價值觀。

 3 確立清晰人生定位，培養正面力量。

 4 掌握獲取平安與喜樂的工作方法，學習分享生命，
發揮生命影響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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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學會死亡，你
就學會了活著」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Tuesday with Morrie)



 主題1 - 希望的禮物 ： 嘗試以忍耐及盼望的心情面對生活中的逆境，經常自我檢視並以自己力量解 
   決困境
 主題2 - 成長的禮物 ： 回想人生中所曾遇到的高低及理性思考當中的經驗及教訓，承擔自己的選擇， 
   為自己生命導航

 主題1 - 心連的禮物 ： 明白每人都有不同的喜好和個性，應尊重及接納各人的獨特性及喜好，建立 
   和而不同的關係
 主題2 - 困難的禮物 ： 人生必然充滿各種挑戰，以積極及樂觀心態面對才能真正體會人生的喜樂與珍貴

 主題1 - 尋找生命的禮物 ： 認識和發揮個人天賦，以不同的角度肯定生命價值，從而建立自愛及自信 
   的人生
 主題2 - 感恩的禮物 ： 感受生命所擁有的東西並不是必然的，學習以簡樸及分享的心看待生命

 主題1 - 探索的禮物 ： 反思現時的生活狀態，鼓勵以勇敢的心態面對未知的挑戰，走出安舒區，從而 
   感受突破所帶來的驚喜
 主題2 - 夢想的禮物 ： 藉著鍛鍊堅毅的意志，抱著不放棄的精神，為達成目標而奮鬥
 主題3 - 失去的禮物 ： 藉著思考有關死亡的概念，探索生命的價值，並明白生命有限，應及時行動去 
   珍惜光陰，活出精彩人生

先探索‧後肯定  
讓參加者有機會探索自己，再釐清自己的人生目標，活在當下，並衡量自己的資源與能力，掌握與規劃

 
‧再規劃 

自己的人生– 生涯規劃系列

家長系列 主題1 - 如何向子女說「我愛你」 : 學習回應子女的所需、所言及所想，以正面說話及行為表達對子女的愛
 主題2 - 請放手。你只是我父母 : 尊重子女的獨特性，接納他們的個性，並允許子女探索自己的才能與長處， 
     正面肯定他們的價值

與生命同行T.R.U.E生命教育活動
對外培訓及支援服務

與生命同行T.R.U.E生命教育活動 - 對外培訓及支援服務

有關詳情請向本館職員查詢。

「與生命同行T.R.U.E生命教育活動」藉著欣賞生命(Treasure)、尊重生命(Respect)、認識生命(Understanding)及探索生命
(Exploration)四個方向反思成長歷程中的點滴，從而肯定生命的價值，並找到不同的生命禮物，重整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成人專業培訓 工作坊 小組 講座

  人數︰最多50人 人數︰最多30人 人數︰最多100人
  $800/小時 $400/節 $800/小時
   建議節數︰4節起

人數︰10人起
10-30人︰$1200/小時
31-70人︰$1500/小時

活動主題

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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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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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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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8881
3411 8882
aleh@noahsar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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