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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次 

   說明 

   學習成果佐證核心素養能力 

   心得與反思 

   分工表 

   照片 

   報告講稿 

二、說明： 

  SDGS 代表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於這十

七項議題中，我們小組選出 G16 為探討議題，G16 是 Peace, Justice and Strong 

Institutions，為促進和平多元的社會，確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廣納民意

的體系。以香港反送中為例，描述事件發展起末，聯結事件和 G16 的關係，並

提出身為學生的我們能盡一份心力之事。亦參加屏東女中英文科所舉辦的

Speaking Passport 「Powerpoint 團體簡報」活動，獲得數位英文老師對英文口語

表達的肯定。 

回目次 

三、學習成果佐證核心素養能力如下： 

素養能力 具體學習成果 

自主行動：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在閱讀資料後，能思索事件前後因果、提

出自己的想法，並結合當下現況思考對策。 

溝通互動：符號運用與自我表達 
在報告和討論時，能使用語言及文字闡述

自身想法，並尊重、了解他人觀點。 

社會參與：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關注現下之香港反送中議題。 

社會參與：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在報告製作時，皆能理性、友善的與組員

溝通、討論，並做好自己負責的部分。 

社會參與：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思索現在台灣

於國際上的處境，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

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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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與反思： 

動機 

SDGS 這十七個議題都有其深入探討的重要性，而 G16 探討的司法平等和人

權議題，於近年來佔據各大新聞版面，因此想藉此機會深入探討此議題。 

準備過程 

 香港反送中於海峽兩岸皆是敏感的政治議題，但我們談論的並非其政治價值，

而是《逃犯條例修正草案》牽涉的司法平等和香港人民為自身權利發聲的自由，

為此，我們查詢各新聞網站的資料、於假日時在路易莎咖啡廳進行討論，條列各

項重點，舉列兩個具代表性的例子深入探討，並提出身為學生的我們能藉由持續

關注和聯署發聲的方式支援香港人民，我亦從中了解反送中事件經過。除知曉反

送中事件和其深層意義，我也從觀察同學製作簡報的排序和排版巧思，習得簡報

的呈現方式及排版的美感與小技巧。 

報告當下 

接著，迎來我最緊張的時刻—英文報告，坐在台下，心裡默背著字斟句酌的

講稿、手心冒著冷汗，終於，輪到我們上台報告，我是我們小組第二個拿到簡報

筆，聽著前位同學報告進入尾聲，呼吸不禁意地屏息，站到台上，吐出的第一個

音都是顫慄，維持語速和聲調，眼神環顧下方、盡量保持微笑，講稿只剩最後一

句，微微呼出一口氣，下台、交給下位同學的簡報筆帶著幾條水痕。整組報告完

畢，我不禁莞爾，感覺此次報告表現的還不錯。 

檢討與反思 

於小組內，我扮演的是聆聽和查詢資料的角色，較少提出意見和想法，這部

分可利用自我思考鍛鍊及小組討論過程中，觀察同學的表現和適時提出意見來加

以訓練自己。對我而言，此次報告最大的挑戰是英文口說，如何克服緊張？如何

使發音清晰標準？如何控制語速和聲調？眼神如何擺放？如何調節面部肌肉？

這些都是我須學習和克服的，這次報告，我覺得我挑戰了自己，也向前邁進一大

步，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這方面可藉由平時的英文對話、練習精確的咬字發

音和多次挑戰、穩固臺風來增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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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工表如下： 

李同學 
製作簡報，報告 G16 的定義、動機、香港反送中事件起末、

香港反送中之五大訴求 

郭同學 報告香港反送中和 G16的關係、作為一位學生能做的事 

郭同學 報告香港反送中之人事時地物、香港反送中發生的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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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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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饋： 

Dear Joyce 

Clear-cut point, with well arranged 

PPT layouts. Eath team member is well 

rehearsed and note teamwork! Try to 

articulate words completely by slowing 

down your speed. Good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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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告講稿如下： 

Second, who are involved? 

Hong Konger and the police in Hong Kong. 

Third, what did Hong Konger do? 

People in Hong Kong protested and struck. 

The first example is about a protest. 

On June 12, 2019, a lot of citizens demonstrated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econd 

reading of Extradition Law from passing. However, the police used tear gas, rubber 

bullets and bean bag rounds to drive out citizens. Therefore, breaking out the police 

and citizens conflicts. After this protest, Amnesty International condemned the 

police in Hong Kong to use unnecessary and too much force for citizens. 

The second example is an incident. 

Veby Mega Indah is an Indonesian female reporter. When she was reporting live in 

Hong Kong, her right eye was shot to lose sight on September 29,2019. It was likely 

to be shot with rubber bullets by the police. According to HKJA, she wore the 

reflective vest and the helmet. Therefore, HKJA condemned the police for using 

violence on reporters. 

These pictures are about the Anti-ELAB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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