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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思》第《拓思》第《拓思》第《拓思》第 38383838期「活著就是精彩」期「活著就是精彩」期「活著就是精彩」期「活著就是精彩」    

    

讀者回應讀者回應讀者回應讀者回應    
    

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的整體意見    

�� 是份有生命的刊物。 
�� 以生命教育作為目標，教導學生珍惜生命，肯定自
我價值，在現今經濟逆境下，實在起了不少鼓舞作
用。內容積極，可使學生明白生命的意義。 

�� 多篇文章均能帶出生命的價值，極適用於午會或德
育課。 

�� 描寫生命教育的專欄很具感染力。運用真實個案及
師生經驗分享能加強學生反思生命的價值及懂得面
對逆境。 

�� 編輯安排心思細密，「拓思交匯點」感動我們，給予
老師們動力推行生命教育，「教室密語」觸發我們靈
感，「輔導心聲」肯定工作意義、重要性。讚賞之餘，
肯定你們的努力及價值，望多收資料，助推行教育。

�� 全本同一主題的內容提供較全面及有深度的資料予
讀者，很好！ 

�� 今期《拓思》內容提供了參考價值，有助校內活動
「熱愛生命」之推行。 

�� 內容充實，作者的文筆淺白，內容真實和動人！ 
�� 很欣賞今期之內容。在細閱中，本人都被部分故事
感動而掉下淚兒，或許自己已為人母，故更感受到
部分故事內容之震撼性，觸動本人之情懷，這些故
事能繼續感動他人。 

�� 題材很好，富趣味性之餘亦具啟發作用。 
�� 個案處理及分析篇幅較少。 
�� 內容充實，令人感動。其中更有不少發人心省，很
好！ 

�� 主題很好，看完後有不少反思生命的價值。 
�� 內容充實，有用，並能吸引讀者閱讀。 
�� 給予空間反思。 
�� 可否增加一些建議有關「如何在小學推行生命教
育」。 

�� 主題以生命教育主幹，這是一個好好的主題，但活
動建議略為不足，能有更多活動建議則更好。 

�� 作者對生命的看法和價值觀，可有正面和積極的作
用，使我們有反思而更努力面對人生。 

�� 題材很好，各分享文章的同工皆能引起讀者迴響，
就目前的情況，生命教育是十分值得推行的。此外，
本人最欣賞為「輔導心聲」，而「教室密語」則能提
供具體例子予學校同工。 

�� 欣賞廉署的努力及成果。 
�� 內容豐富。 

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    
�� 很有意思的一本刊物，透過教育工作
者、年青人及真實的生活個案讓我們從
新思索「怎樣活出精彩人生」這個課
題，很有啟發性，讓讀者有探討的感
受，當中的篇章可給教師們作道德教育
的教材。 

�� 內容充實，文章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及階
層。 

�� 主題正確，有意思。但內容未能特別針
對年青人，例如：功課、考試壓力或感
情生活等。 

�� 內容豐富，文章很具鼓勵性。 
�� 豐富，有啟發性。 
�� 今期收錄的文章，顯示不同層面的人看
待生命的態度，每一篇都很精彩，值得
讓學生傳閱。 

�� 有些文章較為抽象。 
�� 多加些真實個案的內容會更有說服力。
�� 活著有目的，生命自是精彩；漫無目的
地生活，不見得會有精彩的生命。 

�� 「生命教育」附有教案示例，內容充
實，更提供教材。老師只需調適部份資
料或程序就可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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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多集中適合中學老師及同學，可否加插多些小學
特色？ 

�� 主題充實而有意義，對青少年有激勵作用。 
�� 增進教師對生命教育的認識，內容充實和有條理，
教案示例實用。 

�� 內容充實，閱讀後使人有一個反思，應加強對學生
「生命教育」的輔導。 

�� 內容豐富，能帶出一些正面的訊息。 
�� 充滿「生命力」，極有參考價值。 
�� 一本有深度，值得細心閱讀的刊物。 
�� 有意義，能鼓勵學生積極面對生命、困難。 
�� 生命教育小學推行例子少。 
�� 本期的內容也頗豐富，包括教師內地參觀的體驗。
學生的深刻經歷，教育改革的發展等，文章簡潔易
明，篇幅數目恰當。 

�� 所選擇主題十分好。 
�� 對於改善教育和提升教師教學水平有莫大幫助。 
�� 充滿激勵的文章，為生命燃點光彩。 
�� 應輯錄古人、今人對生命價值的精彩語句，以作警
惕。 

�� 所選文章不錯，令人對生命之價值觀有更深認識。
�� 「拓思文匯點」的內容令人感動，令人更懂珍惜生
命。 

�� 內容豐富、能啟發思考，活著就是精彩，對生命充
滿希望。 

�� 內容配合時代需要。 
�� 有愛心的老師在學校推行「生命教育」，幫助學生面
向正確的信念及態度。 

�� 可加入更多生活事例及輔導個案，讓老師從中搜集
更多教材，也能在輔導學生時「偷師」。 

�� 內容有鼓勵作用，值得一看。 
    
    
    

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 
�� 十分欣賞<生命教育之推行及教案示例>。能在考試
主導的課程和進度下，加插這種對學生更有價值及
意義的課程才是真正的教育。 

�� 「教室密語」所介紹之生命教育推行及教案示例很
有價值，可作為編排教學的參考。 

�� 「教室密語」之<生命教育之推行及教案示例>的內
容資料甚有參考價值。 

�� 內容有實用的價值。「生命教育」的教案示例讓老師
知道推行時需關注其「價值」、「理念」、「範疇」、「模
式」的重要。 

�� <生命教育之推行及教案示例>一文能啟發出把各範
疇統整配合的形式，但如增添一個小學的推行個案
示例更好，因「生命教育」應從小做起。 

�� 今期的主題以「生命」為主，內容甚豐富又感人，
使讀者深深感到幸福並不是必然，活著就是精彩；
尤其「教室密語」甚配合校內的生活教育課。若老

    
    
    
    
    
    
    
    
    
    
    
    
    
    
    
    
    
    
    
    
    
    
    
    
    
    
    
    
    
    
    
    
    
    

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 
�� 本人很欣賞<生命教育之推行及教案示
例>這部分，教學活動實用、有趣，令
本人有立刻走進課室實踐的衝動！盼
日後有更多的同工抽空投稿分享交
流！ 

�� 教案及示例很好，能對校內的老師有
用。 

�� 豐富；生命教育教案可於校中試教。 
�� 非常精彩，在培育學生心靈方面提供全
面的反思，特別<生命教育之推行及教
案示例>有關生命的教育有具體的架構
提供及事例的引證配合。 

�� 教案示例頗為有用。 
�� 在校內推行「生命教育」的資料很有意
義，能配合學校的需要。 

�� 生命教育很有意義，教案示例很詳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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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此持之以恆，用愛來燃點學生們的生命，影響
他們的思想、行為能向善。 

�� 「教室密語」及「輔導心聲」兩篇文章極具參考價
值。 

�� 本期以生命為主題，深刻地勾畫出生命的價值和意
義，亦讓教師更了解「生命教育」，教案示例極具參
考價值。 

�� <生命教育之推行及教案示例>內容詳盡和值得參考
和經驗分享。 

�� <生命教育之推行及教案示例>的「生命這好傢伙」
內容精闢，切合主題，能活用於講述生命教育的課
節中。 

�� 徐孟輝同學的「命運在我手」充分顯示其生命的龐
大動力，甚至能從頑疾中康復過來。文章給予讀者
很大的鼓舞，叫各人能更勇敢地面對生命 - 跌倒
了，再努力爬起來！ 

�� <把愛說出來！>故事感人，十分欣賞編者利用說故
事的形式帶出如何積極的面對逆境。當中一句說
話：「今天的失意，便是明天快樂的基礎。」發人深
省。肯定了對熱愛生命的正面評價。 

�� 很感人，特別是<把愛說出來>！ 
�� <Operation新人類 - 生命教育新工程>能反映現今
社會狀況及青少年思想，使學生易於產生共鳴。 

�� 主題發人深省，其中「<命貧乏的再思>能使我們明
白幸福並非必然，當中某些內容及照片可與學生分
享，讓他們更能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 <生命貧乏的再思>讓讀者多了解內地生活真實情
況，從而和自己現況作一比較。 

�� <生命貧乏的再思>一文可作香港青少年借鏡，作自
我反思。 

�� 內容充實，河源市學生貧窮的生活，但他們積極向
上，熱愛生命，香港學生可作借鏡。 

�� 內容豐富，今期主題「活著就是精彩」，值得本人等
作出反思，珍惜擁有的一切。另「命運在我手」、「把
愛說出來」等都令人有啟發的作用。至於<生命教育
之推行及教案示例>之個案例子，值得學校作為參考
及推行。 

用，但很難成為正規課程。 
�� 生命教育之推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
題，今期「教室密語」所登錄的資料對
教學工作有重大的啟發；教訓輔合一模
式，更是現時急切讓老師認識的範疇。

�� 內容豐富。有關個案分享亦有助上宗教
課堂時用。符合現實需要，「教室密語」
資料豐富。 

�� 王一平博士的文章很有啟發性。 
�� 內容精闢，能引導思考，＜生命何價，
在乎歸屬＞一篇尤其出色。 

 

 
 
 
 
 

 
 

    
 
 
 

 

有有有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 

小學小學小學小學    中學中學中學中學    
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    

�� 誠實、勤學、專注力，守紀律。 
�� 青少年心態之題目。 
�� 我們對社會的責任/敬老護幼。 
�� 除多加青少年主題內容外，「家庭關係」在青少年成長
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作為日後的主題。 

�� 在港師生怎樣面對 2003 年有關教育的施政報告。
�� 輕鬆快活人 － 減壓。 
�� 環境教育為主題，例如：保護地球資源。 
�� 生命教育亦包含愛國精神，希望能以此為主題，

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主題建議 
�� 與公民教育有關的題目。 
�� 青少年的公德心。 
�� 針對近期聖誕、新年所發生之
事件，例如：公德心，為人設
想等。再深入了解青少年人的
心思、解讀他們的心靈，提供
具體的方法幫助老師家長面對
學生問題。 

�� 主題是以貴刊之「目標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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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建議如何令學生有愛國之精神。 
�� 對金錢的正確看法、運用金錢的正確態度。 
�� 文化潮流學習的本義。 
�� 欺凌現象、男女關係、自我形象、價值觀。 
�� 愛與關懷，生命影響生命教育分享愛生方程式，
家庭教育重要，家校合作成效與技巧。 

�� 針對青少年對「不勞而獲」的錯誤理解。 
�� 希望主題多注重青少年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 如何面對挑戰  / 逆境？ 
�� 學校、家長如何幫助學生接納他人，建立自律尊
重人的待人態度。 

�� 逆境自強。 
�� 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青少年的傳媒教養達何等
水平？父母與子女間的溝通技巧。  

�� 生命鬥士。 
�� 青少年應有的責任。 
�� 家校合作與德育培訓。 
�� 培養學生的個人風格。 
�� 中國古代道德倫理如何應用於現代。 
�� 培養公民意識：清潔香港。 
�� 日後希望收到「拓思」內文提及「公義」或以「公
義」做主題。好讓同學們認識「公義」。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 多些在其他學校推行新構思/方法的內容及成果
介紹。 

�� 這刊物較適合中學或以上程度學生閱讀，如加插漫
畫，增強趣味性，才可吸引更多小學生閱讀。 

�� 可否增加訓導方面的個案資料？ 
�� 家庭問題影響下協助學生的策略。 
�� 有時遇到精神或心理有問題之家長，應如何處理
或應付！ 

�� 可加入更多有關教學上的用途。 
�� 增加小學教師參考的部分。 
�� 不要太學術，否則會沉悶。 
�� 短期可否加插小學老師的討論園地，長期的可否
印刷一本＜校園分享及困難＞的課本。 

�� 以訓導及輔導為中心之個案及處理方法。  
�� 增加小學通用資料。  
�� 多勉勵及個案分享。  
�� 可增加一些不同學校推行課程或活動情況，並記
錄學生的感受。  

�� 如何處理學生沈迷上網，玩 on line game…. 
�� 介紹勵志故事，輔導學生之個案。  
�� 有關忍耐和自我增值的重要，強調每人均有存在
價值，尊重別人的感受。  

�� 希望印製一些適合小學生的內容，能在成長中教
導學生。 

而定，非由他人建議。 
�� 理財之道/正義感/偶像。 
�� 對社會上一些爭議性問題作討
論及為老師提供資源。 

�� 近年沉迷網絡遊戲的青少年有
很多，甚至有幾個青少年因此
而出事，可就此現象作探討。

�� 正面文化的探討。 
�� 雙失青年，何去何從？ 
�� 學生如何「參與」規範化的賭
波活動！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 多選取不同文章反映社會現
象，可增加輔導篇幅，談論一
些基本輔導技巧及處理方法。

�� 多分享一些「多變化」、「有趣
味」的班任課！ 

�� 報導 /介紹如何協助有自毀傾
向的學生。 

�� 可考慮加入「學生心聲」、「老
師心聲」及「校長心聲」，甚至
「家長心聲」的部分，就相同
題目以不同角色分享感受。  

 
 

 
    
 
 

 


	對今期《拓思》內容的意見
	對本期《拓思》整體意見
	對本期各篇文章的意見

	有關《拓思》日後主題的建議
	主題建議
	內容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