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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劳作·户外户外劳作·户外户外劳作·户外户外劳作·户外服务服务服务服务·户外关怀·户外关怀·户外关怀·户外关怀    
    

////谢淑珍谢淑珍谢淑珍谢淑珍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尊孔独中为因应时代挑战，开展教育改革，端正办学方针，确立“尊重关爱、

有教无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核心教育理念，明确“培养完整人格、培训

人力资源”的一般使命，以及“维护民族语文、传承中华文化”的特殊使命，确

立教育民主化、生活化、多元化、本土化、国际化、网络化、终身化及专业化八

大教育改革方向，并锁定“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及学会改

变”的现代教育目标，决心培养具备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崇高品德

及远大理想的下一代。“迈向资讯时代、回归人文精神”是本校今后办学总方针。

与此同时，为柔化刚性的尊孔精神，尊孔独中也结合时代特征，提倡“平等、宽

柔、启发、身教”的教风以及“自学、自治、求实、创新”的学风，并在这基础

上立意树立“尊重、关爱、民主、科学”之校风，为建设一个自主、和谐、包容、

温馨的校园文化而努力。 

 

    通过户外劳作，我们希望学生们学到的是正面的情意价值，从为他人服务当

中符合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学生们的尊重他人、关爱、深知身教的重要性等。

户外劳作，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中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并且能够提供给中学生 

“生命无价”、 珍爱自我及他人的生命的观念。通过户外劳作，活动内容可以教

育中学生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进而去珍惜他人的生命。 

    
二、二、二、二、户外劳作的宗旨：户外劳作的宗旨：户外劳作的宗旨：户外劳作的宗旨：    

（一）培养学生的对人文的关怀（一）培养学生的对人文的关怀（一）培养学生的对人文的关怀（一）培养学生的对人文的关怀    

    人文关怀”,普通人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对人的关怀。“人文”是一个内涵极

其丰富而又很难确切指陈的概念，“人文”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

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

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一句话，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

就是关心 人、爱护人、尊重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

的反映。 

 

人文知识是人类认识、改造自身和社会的经验总结；人文精神则是人文知识

化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成果，它蕴含于人的内心世界，见之于人的行为动

作及其结果。人文知识的载体主要是各种媒体，获取人文知识可凭借视听，可以

从课堂上、户外学习或媒体中获取； 

 

    人文精神的获得必须经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变成主体的意识、思想、

情感等生命体验和善行。有了人文知识并不一定具有人文精神。例如，有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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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甚至是人文学科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学了不少人文知识，却并不一定

都具有相应的人文精神；而有些识字不多的农民，没有读过像样的人文课程，却

往往表现出真诚、正直、公道、正义、善良、利他等人文精神。这是因为，大学

生学的是书本上的人文知识，如果没有内化为自己的意识、思想和情感，没有转

化为良好品德和善行，那就只能是口头上的知识而已。 

 

  所以，通过户外劳作，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学生们的人文关怀，例如：通过为

他人服务可以培养学生们的同理心、关怀心、爱护人、尊重人。这是我们负责老

师希望学生们可以通过此活动更能感受如何关怀别人、为他人付出。正所谓“取

之社会、用之社会“。 
 

（二）提升学生的品格教育（二）提升学生的品格教育（二）提升学生的品格教育（二）提升学生的品格教育    

人格就是一种财富，它是人的良好意愿和尊严的财富。从小对孩子进

行人格的投资——这虽然不能直接在物质方面变得 富有，但是，孩子们可

以从赢得的尊敬和荣誉中得到回报。无 论是东方的圣人，还是西方的哲人，

都十分重视人格，苏格拉 底说：“人有了人格的尊严，必不甘堕落为禽兽，

而品德也必自然提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格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困难，也

可以抵御邪恶，如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人生的道路上能留下一串光辉的足迹。孩子到了能够辨别对错、好坏、美

丑的年龄，是孩子品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家长要注意悉心教育和培养。那么，

通过户外劳作，我们 

也希望可以培养学生正面的人格，提升他们的品格教育。以下的例子是希望

学生通过户外劳作经验而培养他们的品格。 

 

1.1.1.1.劳作经历体验，培养爱心劳作经历体验，培养爱心劳作经历体验，培养爱心劳作经历体验，培养爱心        

     爱心是善良的体现。要培养孩子的爱心，最好的办法就是 

   要让孩子亲身经历体验，感受助人为乐的喜悦。例如，带学生 

   到“聋哑中心”，让学生主动帮助他人，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关心 

   别人，让他们体验助人之乐。让学生参与这类活动，不仅可以 

   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爱心，还可以使学生认识社会的不同层面， 

   能培养到的人格。 

 

2.2.2.2.言传身教，培养礼貌言传身教，培养礼貌言传身教，培养礼貌言传身教，培养礼貌    

      礼貌是与人沟通应有的态度，你的态度好与否，都会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通过户外劳作，希望可以从生活的细节入 

  手，教孩子养成礼貌的习惯。如，在羊棚流浪汉中心，孩子会觉 

  得为什么那边的老人喜欢说粗口，讲话大大声，并且没有礼貌? 

  这时，负责老师就需要教育学生，通过让学生了解老人的家庭生 

  活背景，去了解老人们脾气为何那么暴躁？并且让学生明白，当 

  老人们是一面教育的镜子，不要从犯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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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引领参与，培养责任感引领参与，培养责任感引领参与，培养责任感引领参与，培养责任感    

         责任感是做人必备的品格。通过户外劳作，我们希望可以间接性 

     培养学生对事情的责任感。例如：负责单位必须让学生打扫完毕后， 

     才可以让学生享用午餐。而且在打扫的过程中， 学生是抱着认真的态 

     度，并非用打扫器具作弄同学，或者不进行打扫。通过让学生独立完 

     成工作，希望让学生们了解责任感的重要性。 

 

((((三）培养学生的三）培养学生的三）培养学生的三）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同理心    

同理心，又叫做换位思考、神入、移情、共情。指站在对方立场設身处

地思考的一种方式，即於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

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在既定的已发生

的事件上，把自己当成是别人，因为自己已经接纳了这种心理，所以也就接

纳了别人这种心理，以致谅解这种事件的发生。例如：在聆听盲人老师分享

盲人如何生活时，学生可以更能谅解和同理盲人门的生活方式。 

 

（四）促进生命（四）促进生命（四）促进生命（四）促进生命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1968 年美国的一位学者出版了《生命教育》一书，探讨必须关注人的生长

发育与生命健康的教育真谛。近年来，日本、英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竭力

推倡导生命教育，各种学术团体纷纷建立。那么什么是生命教育呢？生命教育是

在生命活动中进行教育，是通过生命活动进行教育，是为了生命而进行教育。  

   

  生命教育既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同时还是教育的最高追求。因此，生命教育

应该成为指向人的终极关怀的重要教育理念，是在充分考察人的生命本质基础上

提出来的，符合人性要求，它是一种全面关照生命多层次的人本教育。“生命教

育不仅只是教会青少年珍爱生命，更要启发青少年完整理解生命的意义，积极创

造生命的价值；生命教育不仅只是告诉青少年关注自身生命，更要帮助青少年关

注、尊重、热爱他人的生命；生命教育不仅只是惠泽人类的教育，还应该让青少

年明白让生命的其它物种和谐地同在一片蓝天下；生命教育不仅只是关心今日生

命之享用，还应该关怀明日生命之发展。”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关怀社区、服务社会，学生们能够认识生命、珍惜生命、

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享受生命、超越生命的一种提升生命质量、并且在活动当

中获得生命的价值。 
 

三、三、三、三、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的的的的户外劳作体验户外劳作体验户外劳作体验户外劳作体验    

    
（一）羊棚流浪汉中心（一）羊棚流浪汉中心（一）羊棚流浪汉中心（一）羊棚流浪汉中心    

    在 2011 年，我们把学生带到靠近半山芭一带的流浪汉中心为那里进行打扫

及关爱工作。当时在前 2 个小时里，学生们很努力帮忙流浪汉打扫房间、收拾床

褥、清洗地板、风扇、喷射床单虱子等等。在整个过程里面，负责老师观察到，

学生们都非常有耐心地帮助老人打理居所，并且一点埋怨也没有。在后 1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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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让学生分组，每个组都有一名老人，希望学生们通过聆听老人们的故事

更加有同理心。 

 

    后来，有一位学生就询问负责老师，为什么老人们都非常爱讲粗口，没有礼

貌？负责老师把握机会教育，让他们知道每个人的家庭环境背景都不同，这群老

人大多数都被孩子们遗弃一起，甚至没有孩子。老人们的以前住所是在非法木屋，

后来因为面临政府为了发展而把他们的木屋拆掉，所以经历了那么多不平等待

遇，再加上生活背景的不同，有些老人们的性格变得非常暴躁，而且讲话很大声，

态度没礼貌。所以希望学生通过这次的活动更加珍惜身边的事物，因为“幸福不

是必然的”。 

 

（二）聋哑中心（二）聋哑中心（二）聋哑中心（二）聋哑中心    

 在 2011 年，我们也把劳育生带到吉隆坡一带的聋哑中心，为中心提供劳作

服务。这间聋哑中心是一间年龄介于 12-18 岁的聋哑中学。里面的师资都是靠

社会善心人士所捐助的。在前 2 个小时里，学生们必须为中心进行打扫工作，在

后 1 个小时，学生们便和衷心的个学生进行团康活动并作交流。 

 

（三）恩惠儿童之家（三）恩惠儿童之家（三）恩惠儿童之家（三）恩惠儿童之家    

 位于雪隆区的“恩惠之家”，是收留一群孤儿或者为单亲妈妈暂时照顾学生

的地方。当抵达恩惠之家是，同学们除了必须为他们进行打扫工作，讲解老师们

也分享在寄宿于中心儿童的家庭背景及遭遇。从此分享会当中，可以感受到每个

学生都认真聆听讲解员的分享关于儿童们的遭遇。 

 

（四）盲人中心（四）盲人中心（四）盲人中心（四）盲人中心    

 2012 年（今年）我们带了一批劳育生到位于雪隆区的一间盲人中心。这次

的学生当中，我们加入了 3 位来自 J16 的非劳育生参加此活动。在整个流程当中，

我们邀请了中心的资深视障老师，来分享盲人在生活上如何生存。例如：他们所

用的手机、打字机、拐杖用途、如何融入社会、面临失业问题等等。当场，讲解

员还亲自示范如何使用视障者的随身携带物品如：手机、手表、计算机等工具。

最后，我们也为学生们进行小组讨论，访问视障朋友在生活当中的不便及面对的

困难。 

 

（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    

   位于雪隆一带的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是双福自强发展协会属下的一间回

收中心。双福的定义是“福音”和“福利”，“福音”是关于生命的丰盈与永恒，

“福利”则是关注人们生活上的需要及辅助，因此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提供培

训者身心灵一贯的完整服务，让弱势朋友获得双倍祝福。 

双福创办人庄如明牧师和沈秋香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把“人间伊甸

园”建立在马来西亚土地上。为此,马来西亚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于 2000 年

10 月份投入服务，并于 2001 年 8 月 19 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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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中旬，我们负责老师便把劳育生及三位来自初一 6 的非劳育生带

到位于雪隆一带的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为中心进行环保分类工作。当时，讲解

员向我们解释了整个回收中心的运作及如何自给自足，减少依靠外界善心人士的

筹款经费。 

 

四、四、四、四、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户外劳作师生回馈户外劳作师生回馈户外劳作师生回馈户外劳作师生回馈 
 

（一）羊棚流浪汉中心（一）羊棚流浪汉中心（一）羊棚流浪汉中心（一）羊棚流浪汉中心 

 从老师们的观察中，学生们都十分卖力地为老人们打扫住居，而且在只能整

个过程当中也有与老人们沟通，也有尝试问一问老人们还有哪里需要打扫的？在

最后一个环节里，主办单位邀请了一名老人吹口琴，之后便是交流环节了。看到

孩子很努力地与老人们沟通，心理希望这群学生们可以获益良多，也让他们感受

到原来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也有一群不幸人士，正等着社会的自助。学生们出生的

环境都很不错，这次的体验，让他们学到，更加珍惜身边的人、事、物。 

 

（二）聋哑中心（二）聋哑中心（二）聋哑中心（二）聋哑中心 

 从负责老师的回馈当中， 我们发觉到同学们都很体贴地照顾同龄的听障朋

友并积极地与他们互动，主动立友好关系。如果当遇到不明白听障学生的语言时，

同学们便会拿着手机，用手机短讯来和他们沟通。这真是令到负责老师非常感动。

从学生的回馈及老师的观察当中，学生们都小心翼翼和听障朋友沟通，并且表现

得非常有礼貌，尤其在沟通当中，他们尽量不会问一些伤害听障朋友的自尊心。

在团康活动里，学生们表现得非常积极，并且 100%参与与他们的互动。这点令

负责老师觉得，学生们是学到了尊重与关怀他人。 

 

（三）恩惠之家（三）恩惠之家（三）恩惠之家（三）恩惠之家 

 从老师的观察与回馈当中，学生们也与当中的儿童进行互动，通过聆听他人

的故事，学生们更加了解到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那么幸福，有一个完整的家。

在当中，他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虽然我们不可以选择我们出生的地方、家庭背

景，但我们可以选择以后要走的路。我们也希望恩惠之家的儿童也可以那么积极

的面对自己的人生。 

 

（四）盲人中心（四）盲人中心（四）盲人中心（四）盲人中心 

 在此活动中，老师们观察到学生们都认真聆听整个讲解过程，也在后来的活

动中积极参与他们的示范活动。并且通过使用视障朋友日常生活上的工具而觉得

原来眼睛对人类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从学生的回馈里，学生都写出了他们对这次的活动充满感触，从来没有觉

得自己还有看得见的力量。家长方面也有反映，学生们回到家后，会向父母细诉

在盲人中心所感受到的事情。原来，拥有健全的五官，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家

长们也希望校方这里多举办类似活动让学生们参加，以让学生通过体验生命来珍

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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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五）双福残障资源回收中心 

 在整个过程当中，学生们都非常了解中心的各个垃圾分类过程及运作。我们

也从中学习到环保的重要性，中心讲解员也让我们了解到许多的垃圾都可以再环

保实用。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天一大早的时候，中心负责人已经把垃圾分类好，

那么学生们只是参观中心运作，并不能亲身经历整个垃圾分类工作。不过，再这

次的参观当中，学生更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及一群社会弱势群者在不依靠外界的

资助下，依然可以自给自足的养活自己。 

 

（六）（六）（六）（六）非劳作育生回馈非劳作育生回馈非劳作育生回馈非劳作育生回馈 

 今年，我们劳育人团共纳入了三名来自 J16 非劳作生参与此户外劳作，并且

学生的回馈也很不错。这些 J16 的孩子们在回馈表里表达，在户外劳作可以学到

平时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他们希望可以继续参加在下一年的户外劳作。此外，

我们也有联络家长，其中一名孩子的母亲提及，孩子回家后会与他们分享盲人的

生活点滴、盲人如何完成基本教育课程等等。另一名家长提及，希望孩子下一次

可以参与此活动，也希望学校学会能够多办这类型的户外劳作，服务人群。因为

家长们都认为，现在的小孩太幸福，整天在打电动，希望孩子可以多接触社会不

同的人群。 

 

五、五、五、五、检讨检讨检讨检讨 
在 2011-2012 年里，我们负责老师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时间很难安排。

由于劳作生门都是有学会活动的，我们只能把时间安排到十一点后才可进行，对

于那些活动时间到十二点的劳作生，则很难安排到适合的时间让他们进行劳作。

此外，我们也需要迁就慈善中心的活动时间，因为有时候时间上的冲撞，导致劳

作时间一再更改。例如：有一次的吉隆坡有 BERSIH 游行，刚巧那天我们有户

外劳作，后来也因此被迫取消。（二）学生出缺席问题。由于学生们要参加学会，

所以很多时候学生们是不能够出席的。（三）户外劳作的学生只可以安排在 15 人

以内。由于负责老师需要带着学生进行户外劳作，之后还必须访问学生关于劳作

后的心情及感想。由于老师的不足，所以我们不能让全体劳作生参与，只能让一

半劳作生人数的学生参与。（四）户外劳作次数太少。理想的次数是每位学生最

好进行 4 次（一年），那么孩子才可以看到成长的效果. 

    
六、六、六、六、2013201320132013 年展望年展望年展望年展望    

教育，到底是培养一群在学术上非常优秀的人才？还是，塑造一位有品

格的学生，在他长大以后，可以关怀社会、尊重他人、帮助他人？劳育团在

这两年里，带了无数的学生到校外进行户外劳作，在这之于，用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社会，关怀弱势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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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 2013 年里，劳育团有几项展望： 

 

（一）希望非劳育生都可以参加此活动。今年，我们纳入了三名 J16 非劳

作生参与此户外劳作，并得到学生的正面回馈。希望学生可以藉此机会，多与外

界的弱势群者接触，以便可以达到真正的生命教育。 

 

（二）我们希望可以激发孩子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提高孩子们的公民意识。

一方面也可以激励孩子，只要有恒心，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完成的。 

 

（三）我们也希望与我们学校合作多年，并且帮助我们带动学生到户外劳

作的教育升展中心可以延续服务精神，并且培养孩子们的良好品格。 
 

七、七、七、七、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什么是教育？根据几位教育家，教育的诠释犹如以下： 

 

根据陶行知：“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培养有行动

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 

 

根据哈沃德·加德纳：“教育是让学生体验发现世界是怎样一回事，教

育者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根据蒙台梭利：“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学生们用自己的

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 

 

作为现代教育工作者，弄清楚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对于认清教育的本

质、明确自己的职能和职责、找准前进的方向是大有好处的。 

 

而生命教育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学校现有课程教材中的生

命教育内容比较单一，对学生身心发展的针对性、指导性尚不明确；对学生

生存能力的培养，缺乏有效的操作性指导；部分教师受传统观念影响，对青

少年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发展的理解和指导存在观念上的误区；对校内

外丰富的生命教育资源缺乏系统有机的整合。 

  

户外劳作，是一门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生命教育的一个活动。我们希望通

过关怀社会，学生们可以学习到如何从生理、心理和伦理等方面等进行全面、

系统、科学的生命教育，引导学生善待生命，帮助学生完善人格、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