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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學習資源系列 1 
 

主題（三）：宗教信仰自由 
 
I. 相關課題 
 
【獨立科目模式】 
 
《生活與社會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2010） 
 

單元 課題 學習要點 
核心單元（九）： 
寰宇一家 
【基礎部分】 

尊重不同背景的

人 
 尊重不同階層、文化、傳統和

價值觀，了解多元社會可帶來

的正面效益 
 和不同背景的人相處時應有的

態度 
 對有需要人士表達關懷的方法

及應注意的地方 
核心單元（二十

一）：公民權責 
【基礎部分】 

權利、義務和法

治原則 
 不同類別的香港居民 
 他們所享有的權利和要遵守的

義務 
 保障香港居民權利的主要法治

原則 
核心單元（二十

三）：維護社會核

心價值 
【延伸部分】 

多元共融  香港的多元共融的程度 
 保障及促進多元共融的途徑和

措施 
 多元共融對追求自由公平的重

要性 
核心單元（二十

三）：「全球城

市」 
【基礎部分】 

香港展現的「全

球城市」的社會

特徵 

 香港的對外開放程度（透

過……人力、文化等方面展現

出來） 
 香港對跨國的商人、專業及行

政人員和勞工具有的拉力和推

力 
 
  

                                                      
1 社區學習資源系列的原設計者為香港小童群益會服務總監陳國邦先生、中心主任吳思朗先生和

社區課程發展主任黃幹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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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課程組織模式 – 綜合課程】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2 
 
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的核心元素

／必須學習的內

容 

第三學習

階段 
範疇 1：個人

與群性發展 
 有助與同儕、家人、不同

社會背景人士（例如：族

裔、種族和宗教）建立關

係及緩解衝突的社交技

能 
範疇 3：文化

與傳承 
 不同地域、文化、種族、

宗教及族裔背景的人士

在風俗習慣上的異同 
 有利或不利跨文化理解

的因素（例如：傳統、習

俗、偏見） 
範疇 6：社會

體系與公民精

神 

 本地層面 
− 《基本法》的重要性 
−  市民的身份和權責 

 跨層面 
− 公義的重要性 
− 多元共融的體現 

 
  

                                                      
2 如學校在初中採用混合課程組織模式開設綜合課程（如綜合人文科），應參考《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第三學習階段的核心元素／必須學習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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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供學生閱讀的背景資料 
 
A. 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十八條 
 
一、 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

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禮拜、戒律、躬行及講授

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二、 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不得以脅迫侵害之。 
  
三、 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項限制以保障

公共安全、秩序、衞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 
  
四、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

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第二十七條 
 

 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

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

利，不得剝奪之。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

的第三次報告（2011） 
 
18.1  ……宗教信仰自由繼續是香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權利之一。在合乎香港法

例的框架下，宗教團體擁有舉行任何宗教活動的權利。香港特區政府一

直根據《基本法》和相關法例，致力保障香港的宗教自由。 
 
18.2  香港並存著不同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

印度教、錫克教和猶太教，均擁有不少信眾。在香港很多主要宗教團體

除了弘揚教義之外，還興辦學校、及提供 衞生、福利及其他社會服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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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 

 
18.4  宗教信仰自由除了受《基本法》第三十二條保障外，第一百三十七條同

時訂明，“宗教組織所辦的學校可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教課

程”。第一百四十一條訂明，香港特區政府“不限制宗教信仰自由，不干預

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不限制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法律沒有抵觸的宗教活

動”。 
 
18.5  香港特區政府嚴格遵守《基本法》中保障宗教自由的條文。不論學校是

否具宗教背景，其宗教教育資料都會廣泛公開，例如透過教育局出版的

《學校概覽》，以便家長為子女選校前作參考。因此，家長可在知情的情

況下選擇送子女入讀沒有宗教教育或提供特定宗教的教育的學校。學生

亦可在家長同意下，放棄修讀宗教科。反之，家長亦可要求學校在適當

的情況下提供機會讓學生參與宗教禮儀或組織宗教性質的小組活動。 
 
…… 

 
18.7  在現行課程下，教師和學生的思想和宗教信仰的自由不會受到侵犯。事

實上，學校／辦學團體的宗教背景已刊載於學校概覽上，教師、學生和

家長在選擇學校前，已經有足夠的資料可供參考以便作出相關的決定。

教育局的政策符合《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各類院校均可保

留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可繼續從香港特別行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

和選用教材。宗教組織所辦的學校可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教

課程”。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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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相關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第五條 
締約國依本公約第二條所規定的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

保證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民族或人種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權利，尤得享受

下列權利： 
…… 
（卯）（7） 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的權利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執行情況的第十

四至十七次報告 ─ 第二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 
 
第五條 
 
第五（卯）條：公民權利 
(vii) 思想、信念和宗教自由 
5.24  ……《基本法》第三十二條訂明，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香港居民有

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行、參加宗教活動的自由。此外，思

想、信念和宗教自由也受《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五條保障。根據《香港

人權法案》第一條，人人都享有上述自由，無分種族、膚色、世系、民

族或人種等任何區別。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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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委員會 – 和解個案：種族歧視條例 
 
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 
不獲准使用游泳池 2010 
 
《種族歧視條例》第 27 條 
 
投訴人(C)是來自巴基斯坦的回教徒，她前往使用答辯機構(R)管理的游泳池。

因為宗教習俗，不想別人見到她的身段，所以她在泳衣外加穿 T 恤和長褲。

但是，泳池職員因她的服飾而不准她游泳。她指稱曾見其他華人婦女穿類似

衣服進入泳池。 
 
C 於是向平機會作出投訴，指 R 在服務及設施的使用條款上基於她的種族而

歧視她。R 否認種族歧視，並解釋他們的政策是容許這種服飾。事件可能是

因為 C 與泳池職員就 T 恤下有否穿泳衣一事而產生誤會。個案經調解後得到

和解，職員願意口頭道歉，而答辯機構確認，政策容許泳客在泳衣外加穿鬆

身 T 恤和及膝褲。 
 
備註： 
 
根據《種族歧視條例》，若基於某人的種族，在提供貨物、設施及服務上作出

歧視，即屬違法。雖然《種族歧視條例》不適用於宗教範疇的歧視，但基於

一些與宗教有關的規定或條件，可能會對某些族羣構成間接歧視。在這情況

下，《種族歧視條例》便可適用。若泳池的政策不容許 C 的服飾安排，便可

能歧視伊斯蘭教徒，同時間接歧視了大部分身為伊斯蘭教徒的巴基斯坦人，

因而違反《種族歧視條例》。 
 
資料來源：平等機會委員會網頁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settlement-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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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的宗教與風俗 
 
《香港便覽：宗教與風俗》（2016） 
 
宗教自由是香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之一，受《基本法》和有關法例保障。香

港並存不同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

教、錫克教和猶太教，都擁有不少信眾。很多主要宗教團體除了弘揚教義之外，

還興辦學校和提供衞生福利設施。 
 
佛教：佛教是中國的主要宗教之一，其主要節日是農曆四月初八的佛誕，並為

公眾假期之一。香港現有超過 100 萬佛教信徒及數百個佛教團體。佛教徒禮敬

釋迦牟尼佛、觀音（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以及其他諸佛菩薩。 
 
大嶼山的寶蓮寺以建於戶外的青銅天壇大佛著稱。天壇大佛莊嚴宏偉，相信是

全球最大的青銅坐佛。每逢周末和假期，遊人絡繹不絕。此外，座落於九龍鑽

石山的志蓮淨苑，是仿照唐代建築模式興建的寺院建築群，也是本港著名的佛

教廟宇之一。 
 
香港規模最大的佛教團體是香港佛教聯合會，該會於 1945 年成立，除了以弘

揚佛教信仰和文化為宗旨外，也積極推動慈善及社會福利事業，包括提供醫療、

幼兒照顧、青少年和安老服務。 
 
道教：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主張清靜無為，崇尚自然。道教有超過二

千年的悠久歷史，在香港的信徒逾 100 萬人，道堂宮觀超過 300 個，其中大部

分為對外開放 。道教信徒尊太上老君為道祖，其誕辰為每年農曆二月十五日，

而每年三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則為「道教日」。 
 
本港原為漁港，其後發展成為商港，可說一向依賴海洋為生。因此本港最多人

信奉的神明，都是與海洋和氣候有關，例如天后便是水上人的守護神。本港的

天后廟以大廟灣佛堂門的一所歷史最悠久和最有名。著名的廟宇還包括位於九

龍黃大仙區的黃大仙祠、位於新界沙田的車公廟，以及位於港島荷李活道的文

武廟等。 
 
香港道教聯合會於 1961 年成立，由主要道堂宮觀和道教人士組成，經常舉辦

宗教文化和社會公益活動，推廣道教信仰。香港的道教團體除了進行宗教文化

交流外，也十分重視公益事務，特別是教育、社會服務及慈善事業。 
 
孔教：孔教是宣揚以孔子(西元前 551-479)教誨為基礎的宗教、倫理和哲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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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其教誨以道德倫常為本，強調傳統 和禮制的重要作用。孔教儒家思想對

中國歷代學術、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影響深遠。孔教學院於 1930 年在香港

創立，致力推動把孔教思想列入小學、中學和大學的課程內。由孔教學院創辦

的中小學校，也把孔教義理列入教學課程之中。而在教育事業之外，孔教學院

亦舉辦不同的社會服務，如：「長幼融融樂繽紛」等，推廣安老護幼的思想。 
 
其他孔教組織有香港孔教總會和孔聖堂等。由 2014 年起，香港特區政府把每

年九月第三個星期日定為「孔聖誕日」，以慶祝孔子的誕辰。孔教的主要節日

是農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聖誕辰和農曆四月初二的孟子誕。 
 
基督信仰 
羅馬天主教：羅馬天主教會於 1841 年在本港設立傳教區，並於 1946 年把本

港升格為教區。本港約有 37.9 萬名天主教徒，為天主教徒服務的聖職人員計

有司鐸 297 名、修士 64 名和修女 481 名。全港共有 52 個堂區，包括 40 所
教堂、31 所小教堂和 26 所禮堂。彌撒聖祭以粵語進行，但有五分之三的堂

區也使用英語，有時也採用菲律賓語。天主教香港教區設有本身的行政組織，

並與教宗及各地教區保持密切聯繫。 
 
本港有天主教學校和幼稚園 256 所，就讀學生約 158 000 人，辦學工作由天

主教教育事務處協助推行。香港明愛是統籌天主教香港教區各項社會福利服務

的組織，為所有人士，不論是否天主教徒，提供各類服務。教會開辦的醫療和

社會服務機構至少有醫院六家、診所 13 家、社會及家庭服務中心 43 個、宿

舍 23 所、安老院 16 所、康復服務中心 27 個，以及多個自助會社和協會。 
 
香港教區每星期出版中英文《公教報》。教區視聽中心則攝製文化和教育節目，

供電視台播映及製作數碼影像光碟。 
 
基督教：基督教在香港的歷史可追溯至 1841 年，現有信徒 約 48 萬，會堂達

1 450 間，大小宗派逾 70 個。除了不少本土宗派外，大部分主要國際宗派和前

傳教機構都在本港設有基督教組織，包括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公會、浸信會、 
宣道會、播道會、信義會、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五旬節宗和救世軍。 
 
基督教團體積極參與本港的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工作。基督教團體主辦了不

少教育機構，亦開辦醫院、 診療所和綜合社會福利機構包括社區服務中心、

兒童院、 老人服務中心、服務弱智、殘疾、吸毒等人士的復康中心、醫院院

牧事工及營辦營所。本港的基督教傳播、影音 及藝術事工包括基督教出版社、

書室、每星期出版的《基督教週報》和《時代論壇》，以及電視和電台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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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有兩個主要基督教團體，負責促進基督教會之間的合作。香港華人基督教

聯會於 1915 年成立，現有屬下教會超過 360 間。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 1954 年

成立，成員包括各大宗派、各基督教服務機構，以及香港及東南亞正教會，致

力促進本港、內地和海外各教會之間的聯繫，並通過其輔助機構為廣大市民服

務。 
 
伊斯蘭教：本港約有伊斯蘭教徒 30 萬人，其中五萬名為華人、15 萬名為印尼

人、三萬名為巴基斯坦人，其餘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徒，當中包括來自中東各

國的教徒。伊斯蘭教徒日常前往禱告的清真寺主要有五座，分別位於港島中區

些利街、灣仔愛群道、柴灣歌連臣角和九龍彌敦道；另有一間清真寺設於赤柱

監獄內。些利街清真寺是本港最古老的清真寺，於 1849 年建成，後於 1915 年

重建，可容納會眾 400 人。九龍清真寺暨伊斯蘭中心可容納約 3 500 名教徒參

加禮拜，而愛群道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則可容納會眾 700 至 1 500 人。 
 
中華回教博愛社是代表香港華人伊斯蘭教徒的主要團體，為華人伊斯蘭教徒舉

辦宗教活動及開辦學校。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則負責統籌本港所有伊斯蘭教

的活動，並管理本港所有清真寺、兩個伊斯蘭教墳場及一所幼稚園，以及為在

香港供應的「清真」食品進行認證。本港的伊斯蘭教團體提供各種慈善服務，

包括向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經濟援助、醫療和助學等。 
 
印度教：本港約十萬名印度教徒來自印度、尼泊爾，新加坡、泰國和其他亞洲

國家。他們的宗教社交活動，主要在跑馬地的印度廟舉行。該廟由香港印度教

協會管理，教友可到該處冥想、靈修、練習瑜伽、參加社群活動和重要節日慶

典，如亮光節和鎮邪節等。每逢星期日上午，印度廟內都有聚會，內容包括宗

教音樂演奏和講道。星期日聚會後及星期一晚上，教徒可免費享用飯餐。 
 
印度教徒的訂婚和結婚典禮，可依據《婚姻條例》在廟內按印度教的風俗禮儀

舉行。印度廟提供的其他主要服務，還有主持殯殮儀式、安排火化和有關事宜。

該廟亦負責管理歌連臣角印度火葬場。 
 
錫克教：本港約有一萬二千名錫克教徒。本港的錫克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

目前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由註冊慈善機構 Khalsa Diwan 管理。錫克廟的特

色，是任何信仰的海外旅客，皆可在該廟免費用膳及作短期居留。 
 
錫克廟每天早上和傍晚舉行崇拜，而每逢星期日和主要神誕，錫克教始祖納那

大師的信徒都會在廟內舉行大型聚會。錫克教最重要的節日，包括祖師納那大

師和第十位宗教教師高賓星大師的誕辰，以及人日（所有錫克教徒的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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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本港的猶太人社區建立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教徒來自世界各地，在

三個主要的猶太教會堂聚會。莉亞堂（傳統派）在每天、安息日和節期舉行聚

會；香港聯合猶太會（改革派）也在安息日和節期舉行聚會。這兩個會堂均位

於港島羅便臣道的同一座大廈。位於港島麥當勞道的 Chabad Lubavitch 每日都

有聚會。 
 
莉亞堂毗鄰有一座住宅樓宇，內設猶太教社區中心，為三大教派共 400 個家庭

會員提供猶太餐、宴會和文娛康樂設施，中心亦營辦一個猶太食品超級市場，

並舉辦各類活動和學習班。中心內還設有圖書館，專門收藏有關猶太文獻和文

物的資料。該中心現已成為猶太人舉行社交文化活動的主要場所。 
 
傳統和宗教節日：本港華人一般奉行五大農曆節日，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曆新年。

每逢歲首，親友互相拜年，餽贈禮物，兒童並獲派「利是」（紅封包）。在暮春

的清明節，孝子賢孫紛紛踏青掃墓。端午節在五月初五，時值初夏，人們賽龍

舟、吃粽子。農曆八月十五是中秋節，親友互贈月餅酒果，市民扶老攜幼到各

處賞月，燃點綵燈。農曆九月初九為重陽節，民間素有登高的習俗，以紀念登

高避災的古人，不少人亦趁此節日前往掃墓。 
 
除上述傳統節日外，不少重要的宗教節日，包括耶穌受難節、復活節、佛誕和

聖誕節，均被列為公眾假期。每逢這些宗教節日，信眾都舉行慶祝或紀念活動。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一站通」（www.gov.hk）（下載日期：2019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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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延伸閱讀 
 
書本 
 
 丁新豹（2014）。《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 
 
 陳錦榮、梁旭明著，張彩雲、梁慧玲、戴秀慧譯（2016）。《認識香港南亞

少數族裔》。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網上資源 
 
 《香港少數族裔墓園研究及考察計劃》。網址： 

http://www.rtedu.hk/minorityhistory/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2016）。《在那工業背後的色彩斑斕：葵涌跨

文化區傳承故事》。網址： 
http://www.kungyungkoon.org/tr/KungYungKoonbooklet_20160329-preivew.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7）。《2016 中期人口統計 主題性報告：

少數族裔人士》。網址：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1002016XXXXB0100.pdf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經濟分析

部、政府統計處（2018）。《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6 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

窮情況報告》。網址：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
%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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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學與教策略 
 
社區考察（一）：屏麗徑（葵涌） 
 
【注意事項： 
 考察路徑可參考《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網址 – 共融

體驗 – 屏麗徑地圖（含相關的地址）

http://www.kungyungkoon.org/tr/TourPage.asp 
 考察前需確認相關地址，如有需要，與相關人士聯絡和安排參觀。】 
 
A. 社區考察前活動 
 
與葵涌多元文化社區相關 
 
（一） 網上閱讀 

 

 《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網址： 

http://www.kungyungkoon.org/tr/index.asp 
 

（二） 導入討論 

 

（根據網頁的資料） 

 

 19 世紀南亞裔人士開始來港定居。這與甚麼歷史事件相關？他們主要做些

甚麼工作？ 

 

 在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為甚麼越來越多南亞裔人士聚居於葵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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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伊斯蘭教相關 

 

（一） 觀看視像片段 
 

 Islam in HK part 1（片長：6: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TCYtfsyVc 

 Islam in HK part 2（片長：3:5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r4wBYB0Z5U 

 Islam in HK part 3（片長：5: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sz-LK_YhEc 

（Islamic Union of Hong Kong 香港伊斯蘭聯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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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區考察 
 
工作紙（一）： 「清真餐廳」 
 
（一）考察活動 
 
活動：到「清真餐廳」進食（以小組形式進行，注意餐廳的座位是否足夠讓多

於一組的學生同時進食） 
 
1  (a) 拍攝照片：  餐牌上所顯示的宗教元素 

 
 餐牌上一些其他餐廳也有的食物／飲

品項目 
   

 (b) 觀察餐牌：  餐廳沒有提供那種常見的肉類： 

____________ 
   

(c) 進食特色食物和飲品： 
（附加拍攝照片） 
 
 

 食物和飲品的特點 

 名稱 獨特的味道 

食物   

飲品   
 

   
(d) （如合適）訪問餐廳的

負責人： 
 餐廳何時開業？為甚麼選擇現時的店

舖位置？ 
 
 大廚本身是屬於那個族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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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總結和反思 
 
 分享在「清真餐廳」進食時的體驗。 
 
 透過資料一認識伊斯蘭教徒在飲食方面的規矩。 
 
資料一：《【回教式早茶】港女十代都係回教徒 帶食全港唯一清真廣東點心》 
 
……是香港唯一一間提供廣東菜的清真餐廳，主廚受過清真料理的專門訓練。

這裏供應的點心，也是蝦餃、燒賣、鳳爪、牛肉球，不同的是全部食物都沒有

使用豬肉或豬油，例如蝦餃的餡料用淨蝦肉不會添加豬肉、燒賣和小籠包都用

雞肉；而且所有肉食都是經過清真儀式宰殺，清真儀式指以較人道的方式宰殺

動物，包括宰殺前念經，宰時要一刀割，讓動物在最短時間內流光體內血液，

盡量減少動物的痛楚，有時還會替動物蒙眼，或帶牠們去另一間房，避免讓牠

們看見其他動物被殺的過程。 
 
為甚麼伊斯蘭教徒必須吃清真食物和禁吃豬肉？薩忻琳*說，這兩項都是《古

蘭經》的規矩，後來科學也發現了清真食物比較健康，因為宰殺時動物可減少

恐懼，同時減少激素分泌。至於不吃豬肉，她的說法是由於豬是地球的清道夫，

經常進食垃圾和污染物，容易滋生寄生蟲，所以不吃豬肉會較健康。 
 
怎樣知道是清真肉食？原來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會為在本地供應的清真食

品進行認證，確保宰殺動物的過程符合規格。 
 
* 文章中的受訪者，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伊斯蘭教徒。 

資料來源：伊斯蘭之光網頁

（http://www.islam.org.hk/e15/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49&id=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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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一中，薩忻琳指出伊斯蘭教徒必須吃清真食物和禁吃豬肉。這些規矩

的宗教根據是甚麼？ 
 

 

 
2. 資料一中，薩忻琳提及現代科學也找到上述規矩的科學理由。試分別指出

有關的理由。 
 

必須吃清真食物： 

 

禁吃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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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伸活動 
 
資料一：《申請清真證書程序指引》 
 
A. 餐廰、快餐店、餐飲服務、包點／糖果、小型雪糕店 

i. 所有的生產線，餐具，廚房用具，設備，煮食／烘烤的地方，冷水機

／雪櫃等，必須由穆斯林或經培訓／負責的人員以肥皂／洗滌劑進行

清洗。 
ii. 清真食物不可與非清真食物／液體／物品混在一起；應避免物質、液

體及噴霧接觸。任何時候都應避免交叉污染／使用用具或設備。 
iii. 食物營運商不得使用其他經營者的清真證書。 
iv. 清真材料必須恆常地經我們的宗教學者檢查認可。 
v. 須妥善保管發票／收據及交貨／採購訂單以便檢測人員到訪進行抽

查或突擊檢查。 
vi. 在清真證書發出後，不得擅自更改食材，除非事先獲得批准並繳付重

新檢測之費用。 
 
B. 屠場、肉類加工、家禽農場、肉類批發及零售商 

i. 所有刀具、處理加工的枱、用具袋及其他設備必須由穆斯林或經培訓

／教育的人員清洗，不能有血液殘留在工具上並在翌日使用。（在屠

宰家禽及牲口時，必須按照伊斯蘭的教法及宗教學者／專家的指引／

指示。不遵守伊斯蘭教法將導致清真證書被註銷而不作任何退款。） 
ii. 在運送肉類到其他地方時，不得跟非清真肉類／液體／物品接觸或混

雜在一起。 
 
C. 化工、食物染色、調味、香料及添加劑 

i. 使用在清真食品的所有以上材料都必須為清真食材，並合乎宗教學者

／專家所頒發的清真規例／指引。生產商／製造商在使用動物脂肪、

明膠、人造奶油、煮食油及相關物品時必須特別謹慎確認是清真產品。

化妝品生產商／製造商須在申請前向我們提交完整的成份表。 
ii.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在任何情況下絶對不會對以酒、豬、狗、貓、

獅子、老虎、猴子、昆蟲及其衍生製品所製作的非清真食品發出證書；

即使法律容許的“微量”亦不許可。 
 
資料來源：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網頁 
（http://www.islamictrusthk.org/webforms/Halal%20Certification%20Process%20Guideli
nes%20Form%20(HC-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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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一，在申請清真證書的 A 項和 B 項中，對負責清洗相關設備的人

員有甚麼獨特要求？ 
 

 

 

 
2. 根據資料一，在申請清真證書的 A 項中，在處理清真食物方面有甚麼獨特

要求？ 
 

 

 

 
3. 根據資料一，在申請清真證書的 B 項中，在屠宰家禽及牲口和運送肉類方

面有甚麼獨特要求？ 
 

屠宰家禽及牲口： 

 

運送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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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 清真寺／伊斯蘭中心 
 
參考資料：進入清真寺的規定 
 
清真寺是穆斯林禮拜，進行活動的場所。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對於非穆斯林欲

參觀的規定，基本上應該是差不多。或許有些伊斯蘭國家的規定會比較嚴格，

總之請大家盡量尊重清真寺主事人的要求，站長在這裡謝謝各位了！ 
 
清真寺分為禮拜的地方（禮拜殿）及其他非禮拜的地方，非穆斯林除了禮拜殿

不能進入外，其它的地方應該是無所謂。禮拜殿要求進入的穆斯林要有大淨、

小淨（註），所以沒有大小淨的穆斯林也不能進入禮拜殿。若在禮拜殿外參觀，

請低聲說話，或許有穆斯林在殿內禮拜。若要攝影，不管是人或物，請盡量徵

求主人同意，以示尊重。 
 
清真寺內有洗手間，甚至浴室可讓穆斯林清洗身體，好做禮拜。有些中東國家

的清真寺只有類似洗手台的設施，沒有讓人方便的地方。如果非穆斯林要使用，

應該也沒人反對，但使用完畢請保持清潔，不管是洗手間或浴室，都需有人清

掃，要為打掃的人多想想。 
 
穆斯林的穿著，男性要遮住肚臍到膝蓋，所以男穆斯林不穿短褲；女穆斯林只

能露出臉和手，所以都包頭巾、穿長袖、長裙或長袍。如果非穆斯林事先知道

要去參觀清真寺，最好能穿長袖、長褲、長裙等；若事先不知，那也沒辦法，

但若女性穿著太暴露，最好別進清真寺，因為會讓自己和寺裏的人尷尬。…… 
 
（註）大淨是洗澡前，舉意（心裡想或唸出聲皆可）洗主命的大淨，然後全身

都要洗到，包括清洗鼻子和漱口。如果沒有舉意，就是普通的洗澡了。破壞大

淨的事有生理期、房事、分娩等，事後需洗大淨，以利禮拜、封齋。常保大淨

是一個穆斯林的本色。小淨的破壞事項有如廁的小號、大號，下氣（放屁）等

等，失去小淨在禮拜前再洗即可。小淨需洗臉、洗手到肘、抹頭、洗腳等，也

是洗前要舉意洗主命的小淨才有用。 
 
資料來源：伊斯蘭之光網頁（http://www.islam.org.hk/oyaos/qa03.htm）。 

 
  



20 
 

（一）考察活動 
 
活動： 
 
1  (a) 邀請負責人講解，以文

字紀錄，（如獲得負責人

同意，可錄音和拍攝照

片）： 

 伊斯蘭教的核心教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前的注意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地方的特點（例如場地的佈置、

裝飾、專門使用的安排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時的注意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青少年伊斯蘭教徒的學習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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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總結和反思 
 
  觀看視像片段： 《香港故事 我們的嚤囉廟（清真寺）》（Kaspar 

Lau，導演：黃浩然，2015） 
（片長：21:5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aoHT7EgmOY 

   
 【教師可透過一些電子應用程式（例如 edupuzzle，網址： 

https://edpuzzle.com/），讓學生在課前先觀看視像片段，並回答由教師設定

的相關問題。】 
 
 參照考察時所獲得的資料，視像片段中有甚麼情節反映了主角們所體現的伊

斯蘭教信仰？ 
 
 視像片段中的主角們作為香港的一份子，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現的文化習俗等，

與其他族群有甚麼異同？ 
 
 視像片段展示出 2009 年在香港舉行的東亞運動會男子曲棍球賽的片段，由

中國國家隊與中國香港隊之間展開季軍戰。為甚麼在這些國際運動會中同時

出現中國國家隊和中國香港隊？《基本法》在這方面有甚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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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考察（二）：香港錫克教廟（灣仔） 
 
【注意事項： 
 可與相關社企 3聯絡，安排少數族裔導賞員帶領參觀和講解。】 
 
A. 社區考察前活動 
 
（一） 資料閱讀 

 
資料一： 
 
為實踐「推動社群參與」的策略方針，警隊支援部於五月十一日舉辦錫克廟參

觀活動，藉此讓人員進一步了解錫克社群及其文化。 
 
當日，支援科總警司韋能治帶領二十四位來自各區警民關係組的代表參觀位於

灣仔的錫克廟。到訪期間，錫克廟召集人與人員分享他們的宗教歷史，並講述

錫克教的「5Ks」教義，其中包括教徒經常穿戴手鐲（Kara）和匕首（Kirpan）。
此外，召集人亦強調錫克社群過去多年對香港的貢獻，包括為警隊及其他紀律

部隊提供卓越服務。 
 
是次參觀加強了人員對錫克社群的了解，同時帶出警隊致力促進各種族平

等、公平及互相尊重的信息。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警聲》

（https://www.police.gov.hk/offbeat/1112/chi/6722.html）。 

 
（二） 導入討論 

 

（教師可展示一些錫克教徒在香港的早期歷史照片，例如在香港政府檔案處網

頁 – 網上藏品集 – 歷史圖錄 – 開埠及戰前發展 – 華人社會 
（https://www.grs.gov.hk/ws/hip/tc/birth.html），可找到「印度警察與被扣上腳枷

的犯人 06-03-064」的照片。） 

 

 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早期來港的印度人大多擔任甚麼工作？信奉甚麼宗教？ 

 

 我們對這些宗教有甚麼印象？ 
 
                                                      
3 例如 WEDO GLOBAL，網址：https://www.wedo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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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區考察 
 
工作紙（一）： 「香港錫克教廟」 
 
（一）考察活動 
 
1  (a) 由導賞員講解，以文字

紀錄，（如獲得負責人同

意，可錄音和拍攝照

片）： 

 錫克教的核心教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前的注意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地方的特點（例如場地的佈置、

裝飾、專門使用的安排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崇拜時的注意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錫克教徒在外貌上和佩戴物方面的特

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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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飯堂進食： 
（附加拍攝照片） 

 食物和飲品的特點 
 

 名稱 獨特的味道 

食物   

   

   

   

飲品   

   
 

   
   座位安排的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錫克教徒和同學們）有沒有其他

人在進食？如有，他們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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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總結和反思 
 
  觀看視像片段： 《窺探錫克教》（新聞直線 Newsline Express，2018） 

（片長 8:5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ESv7eZNC8 

 
 對照考察時所獲得的資料，我在視像片段中有甚麼新的發現？ 
 
 與考察前相比，我對錫克教徒的印象有甚麼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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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基本法》的相關條文 
 
與宗教信仰自由相關 
 
《基本法》的相關條文： 
第三十二條 

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 
 
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款 

……宗教組織所辦的學校可繼續提供宗教教育，包括開設宗教課程。 
 
第一百四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不限

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 

宗教組織依法享有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繼承以及接受資助的權利。財產

方面的原有權益仍予保持和保護。 

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

供其他社會服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可與其他地方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和發

展關係。 
 
第一百四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同內地相應的團體和組織的關係，應以互不隸

屬、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 
 
第一百四十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的有關團體和組

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

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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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協議相關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聯合國會員國的人權狀況進行普遍定期審議工作。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報告，屬於中國報告的部分。現時，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人權公約

共有十五條，其中七條訂明要求締約國提交報告，另外八條則沒有這個規定。 
 
七條訂明須提交報告的公約如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由 1997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於香港的

有關規定亦繼續有效）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由 1997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於香

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自 1997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於香港

特區）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自 1997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於香港特區。） 
 《兒童權利公約》（由 1997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於香港特別行政區）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 1997 年 7 月 1 日起繼續適用於香

港特區） 
 《殘疾人權利公約》（於 2008 年 8 月 31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

特區生效） 
 
《基本法》的相關條文：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

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予以實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

第一款規定抵觸。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情

況和需要，在徵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協議仍可繼續適用。中央人

民政府根據需要授權或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有關

國際協議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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