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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培養學生品德和國民素質，一直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而自回歸後，推行國民
教育，加深學生對國家認識及國民身份認同，更成為香港中小學的共同任務。教
育統籌局(教育局) 於 2001 年推行課程改革，將德育及公民教育列作四個關鍵項
目之一，並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作為中小學課程架構的組成部分。各
學習領域及學科，都已蘊涵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促進全人發展。
香港社會發展迅速，對提高青少年品德及國民素質的訴求，不斷提高。為了作出
回應，教育局於 2008 年推出《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
，並增益相關學
習領域及學科有關國民教育的學習內容，進一步加強品德及國民教育的推行。
香港中小學校，向來積極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除了於課堂講授，亦會運用早會、
班主任節及其他相關學習經歷，例如：內地交流、參觀體驗、服務學習、專題研
習等，加入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為學生提供一個整全和多元化的學習經
歷，培養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
建基上述的有利條件和課程優勢，特區行政長官於 2010 年 10 月發表的《2010-11
施政報告》，提出邀請課程發展議會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
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持續並有系統培育學生品德
及國民素質。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為中小學推行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所編訂的課程指引，藉此闡明本科課程宗旨和理念，並在各章
節論述課程架構、課程規畫、學與教、評估、及學與教資源的運用等。各章節的
主要訊息如下：
第一章 概論
y 教育局向來重視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香港中小學校亦一直積極推動德育
及國民教育
y 本科乃建基現有基礎及學校優勢，進一步為學生提供有系統並具備延續性的德
育及國民教育課程
y 本科以學生為本，從「認知」
、
「情感」和「實踐」出發，以社會時事及生活事
件作為學習情境，藉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身份認同，培養學生的品德
及國民素質
第二章 課程架構
y 本科提供貫通四個學習階段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學習經歷，課程內容涵蓋五個生
活範疇，即：「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範疇
y 本科提供靈活並富彈性的課程架構，能有系統整合各學習領域及學科的德育及
國民教育學習元素
y 建議學校彈性安排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節(每周 1 至 2 節)，確保學生能獲得
持續和全面的學習經歷

i

第三章 課程規畫
y 本科學習目標蘊涵各學習領域及相關學習經歷，學校應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
及態度為綱領，並因應「校本」和「生本」的需要，彈性規畫本科推行模式和
學習內容
y 因大部份學校已安排課時，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建議沿用以往模式，安排相
應課時推行本科
y 本科著重個人品德及國民素質的培育，鼓勵各持分者，包括：校長、教師、家
長，積極參與，共同為青少年提供一個整全培育品德及國民素質的環境。
第四章 學與教
y 本科重視校本實踐經驗，鼓勵學校運用固有優勢和經驗，並以「學生為本」
，
著重提高他們對相關事件的觸覺、思考及判斷能力
y 本科應著重幫助學生懂得辨識和判斷不同生活事件、持守正面價值觀，並能實
踐及體現出來
y 建議將課堂學習結合其他相關學習經歷，從不同角度加深學生對生活事件的認
識，並轉化為實踐體驗，達到知行合一
第五章 評估
y 本科評估著重為學生提供正面回饋，表彰成就並促進學習；本科評估亦可為教
師及其他持分者提供資料，作為調適和優化課程的依據
y 應在學習不同階段進行評估，並採納多元化策略，為學生提供具描述性及方向
性的評語，掌握改善和提升的方向
y 鼓勵各持分者共同參與，藉不同方式展示出來，全面彰顯學生於本科的學習成
就
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y 本科鼓勵採納不同視角、觀點和取態的學習材料，讓學生能從多角度加深對生
活事件的認識
y 本科學習資源多樣化，包括：文本材料、多媒體材料、實物、學習場景、人物
分享等，不同類別的資源各有優勢，可以互為補足
y 教育局一直提供不同類型的課程支援，包括：教材教案、專業培訓課程、交流
體驗學習活動等，提高教師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知識和技巧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乃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高中階段的學校課程發展事宜，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包括校長、在職教師、家長、僱主、
大專院校學者、有關領域或團體的專業人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和香港職業訓練
局的代表及教育局有關部門的人員。
教育局建議中小學應採用本課程指引，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發展議會亦
會就實踐情況，對本課程作檢討及修訂，配合社會的轉變及期望。若對本課程及
評估指引有任何意見和建議，請致函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05號九龍政府合署四樓
402室，或電郵至mcne@edb.gov.hk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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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本章旨在介紹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小一至中六) 的背景及其在學校課程中
的定位，並闡述本科的理念方向及課程宗旨。
1.1 背景
y

自回歸祖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動國民教育，一直都不遺餘力。課程發展
議會於 2001 年公佈的《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1，便把「認識自己
的國民身份，致力貢獻社會、國家和世界」列為七個學習宗旨之一，並在各學
習領域及其他相關學習經歷，加入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

y

此後，各相關的課程文件，均強調學校課程於培育學生品德和國民素質的重要
角色：《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2002)2把培育學生的國民
身份認同，作為基礎教育首要培養價值觀；
《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
3
來》(中四至中六)(2009) ，亦將「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
並具備世界視野」作為高中課程七個學習宗旨之一。

y

一直以來，教育局積極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蘊涵於各學習階
段的學習領域或學科，例如：小學的常識科、初中的公民教育科、綜合人文科、
宗教教育科、高中的通識教育科等，讓學生能從不同層面及多角度，加深對正
面價值觀和國家歷史、文化與國情的認識；同時，亦有計畫地透過組織內地交
流學習經歷，藉真實的學習情境，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

y

本港中、小學校也持續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工作，除了早會、周會、班主任
節、聯課活動等學習機會，亦安排一些全方位的學習經歷，例如：社區服務、
參觀探訪、內地交流、專題研習等，加深學生對社會和國家認識之餘，亦提供
學習經歷，幫助他們學習如何於不同生活範疇(例如：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
體驗及實踐良好品德及優秀的國民素質。

y

隨著社會不斷發展，不同文化和資訊衝擊青少年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各界對學
校加強培育品德和正面價值觀之訴求愈來愈強烈；國家迅速的發展，亦令社會
普遍認同國民教育對青少年及社會的未來發展，十分重要。

1

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政府印務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2)《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三）
》
。香港：政府印
務局。
3
課程發展議會(2009)《高中課程指引–立足現在．創建未來 (中四至中六) 》。香港：政府印務
局。
2

1

y

為了回應社會對加強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訴求，課程發展議會就德育及公民教育
課程進行修訂，推出《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2008)4，除了增添更
多生活事件作為學習情境，更進一步強調國民教育於培育學生價值觀的重要
性。此外，教育局亦已增益小學常識科課程，其中包括加強有關中國當代發展
的內容，讓學生對國家現況和發展有全面的認識。初中亦於 2012 年引入生活與
社會課程，內容包括中國政治、社會及經濟體制及現況。

y

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至今，成效漸見。由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 進 行 的 「 國 際 公 民 教 育 研 究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 ICCS)2009」，在全球訪問了 38 個國家或地區，共 14 萬名
初中學生，結果顯示香港學生在公民教育與素養的知識表現，在 38 個參與國家
或地區中名列第 5，而對國旗和國歌的重視程度及對國家的責任感，則較 10 年
前大幅攀升。此外，逾 9 成學生表示關心社會議題，逾 8 成學生同意「我愛我
的祖國」
、接近 7 成半學生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助國家發展，並有超過半數學生認
為應以和平和理性的態度表達訴求。

y

至今，社會大體認同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的決心。建基於既有的課程優勢，特區
行政長官於 2010 年 10 月發表的《2010-11 施政報告》
，提出邀請課程發展議會
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設立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持續並有系統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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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德育及國民教育發展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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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2008)《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香港：政府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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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課程宗旨
理念：以價值觀及態度為核心，孕育情懷，確立身份認同
宗旨：
藉有系統的學習，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度，以知識和技能為基礎，令每
一個學生都具備良好的個人品德和國民素質，從而豐富生命內涵，並確立個人
於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各範疇的身份認同，孕育情懷，建立個人的抱負和
理想，對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作出承擔及貢獻。
以上課程宗旨蘊涵價值觀及態度、知識和技能，重點包括：
y

培育品德：傳承中華美德，孕育情懷，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和態度(例如：
責任感、尊重別人、誠信等)。

y

認同身份：提高學生對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的認同和歸屬感，主動關心家
庭、社會、國家和世界，成為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家庭成員、社會公民、國家國
民及世界公民。

y

積極人生：依循「認識自我，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方向，能體
驗及實踐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並樂於關顧家人、服務社會，認識自己的國民身
份，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福祉，致力貢獻國家及世界，建立積極人生的信念。

y

增長知識 : 提高學生對自我及在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生活範疇中的角色和
責任之認識。

y

情理判斷：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能以客觀和理性方法，辨識相關生活事件所
蘊涵的意義和價值，並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斷。

y

理性負責：養成良好品德和行為習慣，讓學生面對不同的生活事件(包括：個人、
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 之際，能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作出理性而負責任的
行動。

1.3 於學校課程的定位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定位，乃建基於現行中小學各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和德育
及公民教育的課程架構，並進一步加強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提供一個有系
統並富彈性的課程，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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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本科強調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課程內容除了與現行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例如：
常識科、中國語文科、通識教育科等) 及於 2012 年推行的生活與社會課程互相
配合，提供一定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培育，並配合其他相關的學習經歷(例如：
內地交流、專題研習、社區服務等) 所提供的體驗及實踐生活經歷(圖 2)，建
立在不同生活範疇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身份認同，確保學生的品德及國
民素質得以提升。

圖 2：與各學習領域及學習經歷緊密連繫
y

將德育和國民教育結合成為一個學科，乃因兩者都是以培育國民素質為目的，
彼此所涉及的價值觀，環環相扣，緊密連繫。具體而言，於德育部分所培養的
個人、家庭、社群之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例如：責任感、尊重他人等，都屬於
優秀的國民素質，並與國民教育所提倡的「國民身份認同及承擔」價值觀，一
脈相承。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培育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為目標，幫助他們建立正面價
值觀及態度。本科並非要取代其他學科及相關學習經歷，而是藉開設本科，將
現存於各學習領域和學科中與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的相關知識基礎、
技能及價值觀，加以緊扣及強化，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並孕育情
懷，確立對於家庭、社群及國家的身份認同，承擔作為世界公民的責任。為確
保學生能全面並有系統地接受德育及國民教育，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生，都應要
修讀此科(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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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於不同學習階段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y

一直以來，香港中小學校都積極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在現有基礎上，以學科
模式作進一步加強，有下列的原因：
 提供有系統、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為綱領的課程學習目標，確保
學生能獲得全面和足夠的的學習經歷，做到養成品德、孕育情感、增進知
識和提高技能。
 重視學習的延續性和一致性，確保每個學生於初小至高中的各學習階段，
均會獲得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經歷，培育個人品德和國民素質。
 為各學習領域及學習經歷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提供更緊密的
連繫，並以品德及國民素質的培養作為主導，進一步加強學習成效。

y

本科的理念架構及課程內容，乃建基於《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
(2008)，進一步優化和有系統地於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現在的德育和公
民教育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分別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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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學校經驗與優勢
關鍵項目 向受重視
y 香港學校課程一向重視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改革將德育及公民教
育列為關鍵項目之一，強調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以達致全
人教育
y 據教育局《學校課程改革及學習領域實施情況調查報告》(2004)顯
示，逾 90%小學和 80%中學以德育及公民教育作為切入點，提升學與
教的成效
y 在 2008 年推出《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2008)，更能照
顧學生的發展需要及回應社會各界的訴求
y 由 2007 至 2010 四個年度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亦提及政府會加
大力度推動國民教育。由此可見，學校及社會各界重視德育及國民
教育，而學校亦早已積累豐碩的成果及經驗，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奠定鞏固基礎
學習機會 多采多姿
y 中小學校向來重視德育及國民教育，能運用跨組別、跨學科的全校
參與方式推行，並在課時上作適切的配合
y 學校慣於善用各種學習機會，例如：早會、周會、班主任節、體驗
活動、服務學習、參訪交流等，以培育學生堅毅、承擔、關愛、尊
重等價值觀，使學生對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均有所貢獻
y 相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配合學生成長需要，提供各種學習計
畫、到校支援服務及各種本地和內地參訪交流活動，強化德育及國
民教育的推行
優質資源 專業團隊
y 教育局向來積極與學校及不同組織攜手合作，配合德育及國民教育
的特點，設計豐富及優質的學與教資源，例如：教材套、資源網、
多媒體影音資源等，供學校靈活運用。各辦學團體及學校亦發展校
本和生本資源，提升學習成效
y 教育局持續為校長及教師安排各類主題式專業發展課程，包括：課
程領導、增益學習等，並由本地和內地專家學者主持，使專業教學
團隊與時並進
y 中小學校的校長、中層管理、前線教師均已就推行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累積豐富經驗，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行創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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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理念方向
本課程是根據下列的理念和方向發展：
1.4.1 建立身份認同
本科重點在培育學生的品德與國民素質，以及於不同範疇的身份認同，課程根據
學生於各學習階段的成長特色及需要而設計，透過培育個人品德及建立其在家
庭、社群(包括：社交、學校、社會、工作)、國家、世界等各生活範疇的身份認
同，從而奠定個人成長的堅實基礎，培養國民素質，並提高學生對國家、國情和
中華文化的了解，對國家和民族產生認同和歸屬感，以及能身體力行，積極參與，
作好準備，為香港、國家和世界的未來發展而努力 (圖 4) 。

圖 4：於不同範疇培育學生的價值觀及建立身份認同

1.4.2 培育正面價值觀
y

價值觀是每個人對事物賦予不同價值的指標，雖然不易察覺，卻對我們的思
想行為，有指導性的作用 (Baier,19695; Rokeach, 19736)。當我們面對抉擇
時，往往會按自己的價值觀，作為判斷的準則和依據。

5

Baier, K. (1969) What is value?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In K. Baier and N. Rescher (eds) Value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33-67.
6
Rokeach, M.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7

y

正面價值觀，例如：關愛他人、追求公義、承擔責任等，除了符合道德原則、
法律條文及社會規範，得到大眾普遍認同和支持，更是個人全面成長及於不
同社群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基礎。擁有正面價值觀的人，當面對不同生活事
件，要作出抉擇之際，能將一些有利個人成長及推動社群福祉的因素，作為
判斷指標。

y

美國教育思想家杜威7提出，價值觀建立是「人與人」及「人與環境」互動之
下的結果。因此，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除了要幫助他們認識不同的價值觀 ，
作出合乎情理的價值判斷(認知)，更要培育一份對正面價值觀的堅持和執著
(情感)，當他們遇上各種情境，能夠懂得持守並以行動體現出來(實踐) (見
圖 5)。

圖 5：整全學習經歷，培育品德及國民素質

y

承接於 2001 年推行課程改革的方向，本科所提倡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包括
蘊涵於各個生活範疇的「核心價值觀」(即：
「堅毅」
、
「尊重他人」
、
「責任感」、
「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和「誠信」)及「輔助價值觀」8，
強調培育學生持守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並應用於不同的生活情境(各生活範疇
所建議培育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舉隅詳見圖 6)。

7

Dewey, J. (1939). Theory of Valu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1 年頒佈的《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建議將—些「核心價值觀」
及「輔助價值觀」
，納入學校課程之內。有關「核心價值觀」及「輔助價值觀」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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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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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各生活範疇所建議培育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舉隅
*各生活範疇所建議培育的價值觀，並非只局限於該範疇，而是可於其他生活範疇，因應適當的
學習情境而出現；此外，除了以上所舉列的價值觀和態度，教師亦可就不同的學習內容，彈性安
排培育其他相關價值觀，例如：正義、簡樸、信任等，讓學習更為聚焦並切合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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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以培養學生「尊重他人」為例，教師應著重幫助學生學習如何於不同範疇，
應用及實踐「尊重他人」這個正面價值觀：
 能信守承諾和尊重別人的感受 (品德教育)
 以尊重態度，看待成長及生理特徵的轉變 (性教育)
 尊重自己身體，不去做傷害健康的事情，遠離煙、賭、毒的禍害(健康教
育)
 遵守法紀、懂得尊重別人的權益，做好公民責任 (公民教育)
 尊重環境及大自然的生態平衡 (環境教育)
 尊重生命的神聖和獨特性，努力珍惜 (生命教育)





能堅守原則、重誠守諾，達致言行一致 (個人範疇)
以尊重和誠懇的態度，主動向長輩表達關懷 (家庭範疇)
慎言律己，懂得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與別人相處 (社群範疇)
從了解及尊重國家的象徵，例如：國慶、國旗、國徽、國歌等，建立國
民身份認同(國家範疇)
 尊重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獨特性，培養共融精神 (世界範疇)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亦重視於各學習階段，提高學生的共通能力，包括：協
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讓學生能夠懂
得如何持守正面價值觀，作出判斷並付諸實踐。

y

上述課程目標，按學生於不同階段的成長特色和需要，具體演化為各學習階
段的學習目標，幫助教師能規畫全面和有系統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為
學生提供整全及有成效的學習經歷 (各階段的學習目標詳見＜第二章：課程
架構＞)。

1.4.3 配合成長需要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強調學生各方面的均衡發展，課程除了提高他們在各生
活範疇的良好素質，亦同時培養客觀、多角度思考能力，加深學生對家庭生
活課題、社會時事、國家和世界議題的了解，建立對家庭、社群、國家和世
界的身份認同，並願意承擔責任和作出貢獻。本科參考當代相關的青少年成
長發展理論，為課程架構及學習內容，提供紮實的理念基礎，其中包括：
9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指出家長、教師及社會各界，均可作為學生認
識社會及建立價值觀的楷模
9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0

 Erikson10的心理社會性階段理論，描述青少年成長所面對之困惑
 Gilligan11的道德發展理論，提出「關懷」和「情感」於道德發展中的重要
 Kohlberg12的道德發展理論，提出道德概念在不同成長階段的轉變
 Marcia13的角色認同理論，提出青少年在建立自我階段，會希望及積極尋求
在不同生活範疇得到認同和參與的機會
 Maslow14的需要層次理論，提出青少年人在不同階段，都有希望獲得愛、受
尊重、有歸屬感和能自我實現的渴求
 Rest15的道德發展理論，提出「情境」
、
「認知」
、
「判斷」和「勇氣」對實踐
道德行為的重要性
 Taylor16 的社群理論，提出個人建立於群體的身份認同，能確立與社會及
世界的定位，建立道德觀及是非判斷標準
 馬慶強17 的中國人道德發展理論，提出「利他」和「人際關係」於道德判
斷的重要性
y

本科就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目標方向及推行策略，亦有參閱不同國家及地
區(包括兩岸三地)的相關文獻(詳見〈參考文獻〉)，了解不同國家推行德育
及國民教育的經驗，設計能配合香港社會條件和學生需要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課程。

1.4.4 涵蓋不同生活範疇
y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結構，乃參照《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
(2008)，依據學生於不同學習階段的成長特點及能力，培養他們於不同生活
Erikson, E. H. (1982)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Norton.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ohlberg, L. (1969) Stage and Sequence. In D.A. 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McNally, pp.347-480.
Marcia, J.E. (196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 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 pp.551-558.
Maslow, A.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Rest, J. R. (1986) Mo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 H.K. (馬慶強). (1988) Th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moral judgment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3, 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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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即：個人範疇、家庭範疇、社群範疇、國家範疇和世界範疇) 的正面
價值觀及態度，以及身份認同 (圖 7)。

圖 7：透過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身份認同，培養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
y

例如：於第一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
，建議學生應「追溯中國傳統習俗和自
己的祖籍及家鄉，萌發對國家、家鄉的歸屬感」
，便是藉學生了解本身的祖籍
作為切入點，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於第四學習階段之「國家範疇」
，建議
學生應「認識國家當代發展的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並發
掘自己在國家當代發展可以擔當的角色，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求福祉，加強
和諧團結、關愛家國的情懷」
，便是鼓勵他們思考將來的工作和生活，積極為
自己前途和國家未來發展作出規畫和貢獻。

1.4.5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關係
y

本科重視建立學生於不同生活範疇的身份認同(包括：家庭、社群、國家及世
界)，並以培養學生的品德與國民素質為重點。德育及國民教育關係密切，德
育讓學生培養良好的品德，孕育優秀的國民素質，而國民教育讓學生從了解
國家、國情，確立自己的國民身份，進一步提升國民素質。

y

個人與國家發展並非兩個獨立概念，人民是國家的重要資產，個人良好品德
有助推動國家進步發展，而個人亦會因國家進步發展而受惠。品德與國民素
質兩者也是關係密切，同樣都是以人為本，個人良好品德為國民素質的基石，
而國民素質的提升則可以促進全人發展，使個人於家庭、社群、國家、世界
等不同生活範疇均有所承擔及作出貢獻。

y

誠如《孟子 y 離婁》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12

由此孟子作出結論：
「君子之守（操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
，提出以人為本，
由個人品德培養開始，提升國民素質，建立與世界聯繫，展現全人發展的階
段。同樣，本科藉德育與國民教育的結合貫通，為學生提供有系統、有層次
的學習經歷，以提升品德及國民素質。
1.4.6 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
y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於 2008 年 4 月發表
報告18，除了提出多項推動國民教育的建議，並列舉法國、美國及澳洲推行國
民教育的經驗作為參考。整體上，這些國家推行國民教育，均側重培養青少
年對國家的認同和公民價值觀的培育，例如：法國政府注重加深學生對國家
的認識及鞏固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把青少年培養成具責任感、熟知國情及
愛護國家的公民；美國政府透過加強國民的公民知識及鼓勵公民參與，提升
國民對自由、平等、民主、公義等核心價值的認同及支持；澳洲政府除了加
深學生對國家的了解，更注重培育積極和負責任的社會公民及國家國民。

y

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方向，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相若，國民教育涵蓋公民教育
的學習元素，除了加深學生對國家認識和歸屬感，更注重提高他們對社會公
民、國家國民及世界公民責任的承擔，並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讓他們能從
多角度加深對社會、國家、世界議題的了解，並作出理性分析和客觀判斷。

1.4.7 生活化的學習材料
y

本科課程建基於現行中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學校已積累相關課程
的推行經驗。學校、辦學團體、不同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亦備有德育及
國民教育學與教資源，加上個人品德和身份認同，是透過潛移默化的形式培
養，我們建議學校應採納多元化的學習策略，並挑選生活化題材作為學習內
容，為學生提供真實和切合需要的學習情境，培養品德與國民素質。

y

教師亦可以善用教育局及其他機構所提供的學習資源作為輔助教材，積極協
同家庭、社區和社會的參與力量，提高學與教效能(有關本科學與教策略及資
源運用的建議，詳見〈第四章：學與教〉及〈第六章：學與教資源〉)。

1.4.8 多元化的評估策略
本科建議採納多元化的評估策略(例如：口頭提問、教師觀察、學生自評/互
評、專題研習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及成果，教師亦可以從評估中優化

y

18

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2008)：
《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
。香港: 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2010 年 11 月 24 日
<http://www.cpu.gov.hk/tc/documents/csd/csd_2_200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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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並為學生提供適時適切的回饋，以鼓勵學生反思與成長，藉評估
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y

有關國民教育的學習評估，涵蓋各學習領域及學科的校內、公開測考題目之
內，可用以評估學生對於國家的認識。而有關學生於品德和價值觀的評估，
亦包含於學校沿用已久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之內。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著重提升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課程涵蓋個人於家庭、
社群、國家及世界範疇的相關「價值觀及態度」
、
「知識」和「技能」之培育。
傳統的測驗考試模式，較難全面反映學生於本科的學習表現，因此，本科建
議學校應採納多元化的評估策略，並邀請不同持分者參與評估(例如：教師、
同儕、家長等)，全面反映學生於本科的學習表現，並提供正面回饋，提升學
習成效。有關本科評估的建議，詳見〈第五章：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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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本章旨在說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小一至中六）的課程架構，包括課程設計原則、
各學習階段之主要學習內容，與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之間的聯繫，以及課時安排模
式建議等，旨在為學校提供推行本科的具體方向及框架，支援教師規畫課程及設
計相關學習活動，確保學生能夠達到本科的課程宗旨。
2.1 課程設計原則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架構，沿用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方向，以學
生為本，運用生活化及配合時事的學習內容，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並參照《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2008)，為學生提供整全及有系
統的學習經歷。

y

誠然本科學習目標及課程內容，部分涵蓋於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以及相關學
習經歷之內，但本科並非要取代現存於中、小學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以及相
關學習經歷。本科藉提供有系統並具備延續性的課程框架，建立課堂學習平
台，將不同學習領域及學科、相關學習經歷中蘊涵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學習元
素，更緊密連繫起來，進一步加強學校的德育及國民教育。

y

本課程架構的設計原則如下：
 提供一個貫通四個學習階段並具備延續性的整全學習經歷，以培育學生正
面價值觀及態度為綱領，並孕育情懷，建立個人對不同生活範疇的身份認
同，提高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
 有系統整合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以及相關學習經歷中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
的學習元素
 從五個生活範疇，即：
「個人」
、
「家庭」
、
「社群」
、
「國家」和「世界」範疇，
提高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
 著重幫助學生以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審視、判斷和處理與個人、家庭、
社群、國家及世界相關的生活事件
 提供靈活並富彈性的課程架構，照顧「校本」及「生本」的需要，為學生
提供生活化及配合成長需要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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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體課程架構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從小一至中六，跨越中小學四個學習階段。每個學習階
段涵蓋五個生活範疇，即：
「個人範疇」
、
「家庭範疇」
、
「社群範疇」
、
「國家範
疇」及「世界範疇」
，幫助學生從不同生活範疇的學習，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態
度，以及身份認同。

y

各生活範疇設有「學習目標」、「學習內容舉隅」、「相關技能舉隅」和「延伸
學習「內容舉隅」。「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舉隅」涵蓋該生活範疇於正面
價值觀及身份認同的基本知識、技能及態度；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則包含較
廣泛的生活事件和社會議題，能照顧不同學生在興趣和需要上的差異，幫助
他們擴展和加深從「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所獲取的價值觀及態度、知
識和技能。

y

學校可依據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目標及內容為綱，按其「生本」及「校
本」的需要，設計本科的推行模式，確保學生得到相關的學習機會，例如：
以獨立課時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獨立課時推行此科，輔以班主任課、
宗教教育、成長課；以班主任課/活動課涵蓋此科的學習目標和內容。同時，
學校亦應在全年學校課程規畫中，就學習領域、學科及全方位學習經歷的安
排，作出適當的配合和協調，以加強學習的成效。

2.2.1 個人範疇的學習目標
y

以青少年成長歷程和發展需要為重心，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積極價值觀，成為
自愛、自信、獨立、自律的個體，能夠明辨是非、克服困難、以及自主自決，
並擁有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即使面對疑惑或衝突兩難之際，仍能擇善固執，
作出合乎情理的價值判斷，並勇於持守和實踐正面價值觀。

y

個人範疇於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如下：

生活
範疇
個人
範疇

學習
階段
第一學
習階段
第二學
習階段
第三學

學習目標
y

欣賞自己，主動接納與別人的不同，並學習中華美德，提升個人
的品德和國民素質

y

建立是非觀，培養好善惡惡、誠實無欺的品德

y

積極樂觀迎接成長歷程中的生理和心理轉變

y

實踐健康生活方式，堅拒誘惑，絕不嘗試不當的行為，例如：吸
煙、賭博、飲酒、吸毒等

y

抱持積極的人生態度，培養開放豁達的胸襟面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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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範疇

學習
階段
習階段

第四學
習階段

學習目標
y

當處於價值衝突的兩難局面時，仍擇善固執，作出合乎情理的判
斷

y

積極發揮自己的興趣和專長，為自己未來訂下目標和期望，努力
向前

y

能堅守原則、重誠守諾，達致言行一致

2.2.2 家庭範疇的學習目標
y

家庭是兒童及青少年學習和成長的主要場所，對其安全感及自我形象的建
立，有重要的影響。本範疇著重培養學生對家庭建立關愛、誠懇、互相尊重
等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學習如何承擔作為家庭一份子的責任。此外，本科亦
強調幫助學生理解正面的家庭觀念，與家庭成員維繫良好關係，建立並鞏固
和諧家庭。

y

家庭範疇於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如下：

生活
範疇

學習
階段
第一學
習階段

家庭
範疇

第二學
習階段
第三學
習階段
第四學
習階段

學習目標
y
y
y
y
y
y
y
y

樂於擔當為人子女及後輩的本份，促進家庭和諧
關愛家庭成員，建立及維繫和諧關係
關心家庭成員的感受和需要，勇於承擔作為家庭一份子的
責任
以尊重和誠懇的態度，主動向長輩表達關懷
主動分擔家庭責任，照顧家中長幼
以堅毅樂觀的態度，面對家庭的轉變和挑戰
以理性、尊重和關愛的態度，樂於與家庭成員溝通
凝聚家庭力量，促進家庭的和諧﹔當家庭面對逆境之際，
勇於承擔解決問題的責任

2.2.3 社群範疇的學習目標
y

隨著年齡漸長，學生開始會接觸不同的生活範疇，包括：社交、學校、社會
及工作，並需建立於該範疇的身份認同、人際關係及社交網絡；在確立身份
認同和自我形象的基礎上，培養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例如：包容、多元化、
開放、平等、利他、服務、遵規守法、守望相助等，促進他們主動認識社會、
積極參與、實踐承擔精神，成為有獨立思考和有識見的社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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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社群範疇於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如下：

生活
範疇

學習
階段

學習目標
y

第一學
習階段

y
y

y

第二學
習階段
社群
範疇
第三學
習階段

y

樂於承擔學生的責任，積極參與服務同學和校園的工作，
體現對學校的歸屬感，並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慎言律己，懂得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與別人相處

y

初步了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精神，懂得尊重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特區成立日等

y

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討論社會的各種議題，關心香港的
長遠福祉
學會處理朋輩壓力，堅拒嘗試不當的行為
明白《基本法》對保持香港繁榮與穩定的重要性，認同「法
治」和「人權」是香港發展的重要基石

y
y

y

第四學
習階段

建立互愛互助的校園，積極學習
懂得尊重別人，在不同場合均能表現應有的禮儀
學習實踐個人在社會應盡的責任，例如：愛惜公物、遵規
守法等

y
y

培養敏銳的觸覺，辨識社會議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
履行公民責任，能從宏觀角度，平衡個人與群體的利益並
作出承擔，願意為香港社會謀求福祉
積極學習和實踐在社會工作應有的態度，例如：守時、誠
實、負責任等，以及與工作伙伴的相處之道

2.2.4 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
y

以孕育家國情懷為中心，樂於了解國情，包括：自然國情、人文國情、當代
國情和歷史國情。通過有系統的國情學習，引領學生探討國家發展的機遇與
挑戰，作出情理兼備的判斷。藉此讓學生培養國民素質，提升國民身份的認
同，並繼往開來，既能傳承中華文化，亦能對於國家發展有所承擔，願意為
國家及民眾謀福祉，加強和諧團結、關愛國家民族的情懷，成為了解國情、
關愛社群、樂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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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國家範疇於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如下：

生活
範疇

學習
階段

學習目標
y
y

第一學
y
習階段
y

y

從關心國家的氣候變化、自然資源的運用及環境生態的保
育，培養珍愛自然、保護國家生態之情

y

認同國家與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主動向祖國同胞表達關懷
之情，體現中華民族血濃於水、同根同心之情
汲取中華文化的精髓，實踐仁愛、孝道、誠信、儉樸等美德
尋索民族源流，理解、尊重和欣賞少數民族文化，並培養開
放和包容胸襟，增進民族團結
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鞏固對國民身份
認同

第二學
y
習階段
y
y

國家
範疇

從觀察國家的山川地貌、古蹟文物等，欣賞瑰麗多姿的疆土
從了解及尊重國家的象徵，例如：國慶、國旗、國徽、國歌
等，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追溯中國傳統習俗和自己的祖籍及家鄉，萌發對國家、家鄉
的歸屬感
向國家不同範疇(如政治、軍事、科技、文藝、學術等)的傑
出人物借鏡，學習他們的品格情操

y
y

第三學
y
習階段
y
y
y

第四學 y
習階段
y

了解國家於自然資源保育所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培養
關心國家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探討國家憲法和重要機構的職能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提高
國家觀念及深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從關心國家的發展及重要規畫項目，了解當中面對的機遇與
挑戰
學習欣賞中華文化，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提高國民
素質
以歷史視野了解國情，並承擔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
探究資源運用與國家發展的關係，明白個人對於國家可持續
發展所肩負的責任，進一步培養對國家自然資源的珍惜和關
注之情
關心國家的民生發展，主動了解國家當代社會和經濟發展對
於帶動民生進步的意義及影響，樂意共同拓展社會和經濟發
展成果，培養關愛民族民生之情
認識國家當代發展的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
並發掘自己在國家當代發展可以擔當的角色，願意為國家及
19

生活
範疇

學習
階段

學習目標

y

y

y

民眾謀求福祉，加強和諧團結、關愛家國的情懷
探討傳統思想信仰對積極人生的啟迪，致知達德，豐富國民
內涵，彰顯美好生命，將傳統思想信仰的智慧與美德體現於
現代生活
從燦爛的中華文化，例如：建築、文學、音樂、藝術等，進
一步體會當中展現的文化精神，如重人、融合、和平等，並
以身為中華兒女而感到自豪，提升國民素養
以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以客觀的
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體會
當中的憂患、掙扎、進步及成果。

2.2.5 世界範疇的學習目標
y

世界範疇的學習，旨在引導學生認同自己亦是世界的一份子，能從世界角度
思考問題，尊重多元文化，關注全球共通議題，進而積極履行世界公民的義
務，締造和平、公義、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學生亦會建立批判性思考，在面
對具爭議性的普世議題時，能持世界公民的視角，同時亦兼顧國家國情，以
理解問題，並作出情理兼重及務實的判斷。

y

世界範疇於各學習階段的學習目標如下：

生活
範疇

學習
階段
第一學
習階段

學習目標
y
y
y

第二學
習階段
世界
範疇

第三學
習階段

y

y
y
y

第四學
習階段

y

以真誠、開放和接納的態度，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
培養可持續發展的意識，建立保護環境的責任感和生活習慣
從認識當今世界面對的共同問題，孕育國際宏觀視野及人道
主義精神
認同並支持平等、尊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現代文
明基石，建立世界公民意識，促進將普世價值與中華文化共
融和實踐
開拓國際視野，了解本地、中國與全球發展的密切關係
尊重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獨特性，培養共融精神
了解世界公民的理念，關心人類福祉；尊重法治、人權、平
等、民主、自由的精神
認同世界公民身份的同時，亦能從國家國情的角度理解世界
議題，作出理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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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與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之間的聯繫
y

各學習領域及學科的學習內容，涵蓋與德育及國民教育學習目標之相關「價
值觀和態度」、「知識」和「技能」。

y

學校可依據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目標及內容為綱，並按辦學宗旨及學生
的需要，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與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之間的目標、內容及教學
安排上，作出適當的配合和調適，以配合「校本」和「生本」的需要。

y

本科有其明確的定位和課程目標，成立本科的目的，並不是要取代其他學科
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角色，而是要進一步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工作。因此，
教師於規畫本科課程，應以本科課程的學習目標為中心，為學生提供學習平
台，除了能進一步整合從不同學科，所獲得與德育及國民教育有關的價值觀
及態度、知識和技能，並藉生活化和配合成長需要的課程內容，鞏固品德及
國民素質的培養 (有關本科課程規畫的建議，詳見〈第三章：課程規畫〉)。

2.4 各生活範疇之間的聯繫
y

個人良好道德品格的培養，是建立優秀國民素質的基礎；家庭則是個人最早
學習社會規範的場所，健全和具凝聚力的家庭，是締造和諧、穩定社會的支
柱；國家是世界的一部分，國家的發展進步，是促進世界發展進步的要素。
因此，本科所涵蓋的五個生活範疇，並非各自獨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間互有
聯繫(圖 8)。

圖 8：各生活範疇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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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在學習的歷程，除了強調個人品德和修養培育的重要，亦應在適當的議題討
論或學習活動中，帶出各生活範疇之間互相緊扣的訊息，讓學生能從中得到
新的領悟和觀點，學習將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身份認同，體現於跨生活
範疇的生活事件之中，例如：
 個人範疇ÅÆ家庭範疇：當個人處於需要作出抉擇的時刻，會否考慮其選
擇對家人及自己在家中的責任有何影響？當家庭面對困難時，個人應該如
何盡一己之力？
 個人範疇ÅÆ社群範疇： 當需要為自己的未來人生進行規畫，會否將別人
或社會的福祉，加入作為考慮因素？
 社群範疇ÅÆ國家範疇：當國家的穩定和安全受到威脅，身為社會的一份
子應該如何作出回應？
 國家範疇ÅÆ世界範疇：國家的經濟不斷發展，在世界舞台上應該如何回
應不同國家、地區或組織的訴求？
 個人範疇ÅÆ世界範疇：在世界愈趨一體化的時代，個人應如何理解、辨
識及判斷不同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的觀點？

2.5 各學習階段的課程內容
y

下列各學習階段的課程內容(包括：學習目標、學習內容舉隅、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和態度、延伸學習內容舉隅等)，旨在加深教師對相關課題的認識，以
及提供教學時可考慮的角度和方向。教師可因應「校本」和「生本」的現況、
條件和需要，作出適當的調適和增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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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第一學習階段
(a) 個人範疇
學習目標
y 欣賞自己，主動接納與別人的

學習內容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認識個人的特質，例如：外貌、體型、能力等， y 自我照顧及管理能力，能約束自

不同，並學習中華美德，提升 反思個人儀表對自身及他人的意義
個人的品德和國民素質
y 認識中華文化謙虛儉樸的美德，戒絕驕傲和浪
費等陋習
y 建立是非觀，培養好善惡惡、 y 認識德行（例如：追求美善、誠信、不貪圖安

誠實無欺的品德

相關技能舉隅

己的行為，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y 接納
y 尊重他人
y 謙遜

y 批判性思考

逸、待人以誠、三思後行等）的重要，以及個 y 道德判斷能力
人德行對自身和他人的重要性
y 自省能力
y 討論如何面對怠惰、得過且過或貪婪等歪念

y 誠信
y 真誠
y 正直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培養自愛自律精神，欣賞、尊重和愛惜生命，實踐良好生活習慣
y 了解及適應踏上小學階段的轉變，欣賞自己的成長，培養勇於嘗試，積極追求進步的精神
y 就歷史故事、名人事蹟、時事或生活事件進行討論，探討沒禮貌、撒謊、破壞公物等不正當行為，會為自己及別人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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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庭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y 樂於擔當為人子女及後輩

y 認識子女及後輩在家庭的角色和責任，並在日常生活

相關技能舉隅

y 識別子女及後輩的角色和責
加以實踐，例如：懂得照顧自己、聽從父母及長輩的
的本份，促進家庭和諧
任
教導、以正確方式稱呼父母及長輩、對父母及長輩說
話有禮、外出和回家主動打招呼等
y 認識中華文化重視的五倫觀念，以及傳統的家庭價值
觀，例如：侍親以孝、慎終追遠等，以及認識這些觀
念對於維繫現今家庭的意義
y 關愛家庭成員，建立及維繫 y 認識促進家庭成員溝通及支持家人的方法，並在日常 y 懂得以適當方式與家人溝通
和諧關係
生活加以實踐，例如：懂得多考慮家庭成員的立場和
和共處、向家人表達關心和支
想法，樂意與家人分享物品、互相禮讓、問候及照顧
持
患病的家人、協助弟妹解決學業問題、鼓勵學業成績
未如理想的家人、安慰工作遇上困難的家人等

價值觀
和態度

y 責任感
y 關愛
y 孝道
y 承擔精神
y 團結一致
y 守望相助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藉傳統典籍和現代社會中展現家庭倫理美德的故事，學習中華美德。有關家庭倫理美德的故事，例如：父母養育子女(如孟母三遷)、
兄友弟恭(如孔融讓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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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群範疇
學習目標
y建立互愛互助的校

園，積極學習

學習內容舉隅
y 認識適應新環境的方法，以樂觀積極的態度融入新的學習環境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掌握協作學習、與人

y 探討合作學習的好處和方法，關心同學，互助互愛，樂意與大家一

合作及互補長短的技
起學習
巧
y 學會如何面對學習上的挑戰，積極尋求解決學習困難的方法
y 掌握解決學習困難的
y 認識尊敬師長的重要性，並加以實踐，例如：聽從師長教導、上課
方法
守紀律、專心聽講等
y 養成尊師重道及遵守
y 了解訂定校規的精神、原則及重要性，成為遵守校規的學生，例如： 校規的能力
y 堅毅
參加集體活動時要彼此尊重及遵守秩序
y 關愛
y 懂得認識朋友及建立

y 遵規守法

場合均能表現應有的
度待人
友誼的技巧
禮儀
y 認識在不同場合應有的禮儀，例如：如何在別人發表意見時表示尊 y 識別在不同場合表現
重、上課及排隊時保持端正的儀容及姿態以示禮貌等
出應有的禮儀
y 認識如何化解與友儕間的衝突，例如：互諒互讓、考慮別人的感受
或利益、懂得處理自己的情緒等

y 尊重他人

y 懂得尊重別人，在不同

y 學習實踐個人在社會

y 認識如何結交新朋友及建立友誼，例如：以主動、友善和關懷的態

y 認識個人在社會應有的角色和責任，例如：透過了解時事或參與簡

y 守望相助
y 包容
y 承擔精神

y 掌握與鄰居和睦相處

應盡的責任，例如：愛
單的服務，主動關心社會，提升社會公民的身份認同
的技巧
惜公物、遵規守法等 y 認識與鄰居和睦相處的重要性及方法，例如：以禮待人，發揮守望 y 適當地善用社區的設
相助的精神
施
y 了解社區應提供的基本設施，以及如何善用社區設施及愛護社區， y 培養遵規守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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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例如：珍惜及善用公共設施、遵守公共秩序、保持社區環境衛生等 y 捜集有關時事資料的
y 認識政府如何維持香港社會治安及了解個人應如何配合以維持社會
技巧
治安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藉傳統典籍和現代社會中展現朋友倫理美德的故事，學習中華美德。有關朋友相處美德的故事，例如：俞伯牙與鍾子期之交、管鮑
之交等，從中可以欣賞中華文化重視的友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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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家範疇
學習目標
y 從 觀 察 國家的山川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理解國家的山川地貌特色，感受其廣闊疆土上瑰麗多姿的面貌， y 從 地 圖 上 識 別 中 國 、 省

地貌、古蹟文物等， 並培養欣賞、感恩之情
份、自治區、首都、重要
欣 賞 瑰 麗多姿的疆 y 掌握國家的地理位置，如在世界地圖的位置、各省份或自治區的
城市、重要山川地貌、重
土
位置、全稱及簡稱，感受壯闊河山
要名勝古蹟的位置
y 欣賞國家重要的山川地貌，如五嶽名山、三大河流等，並欣賞當 y 掌握國家人口的基本數據
中孕育的名勝古蹟，包括自然與文化遺產，培養保育意識，以及
對自然文化感恩之情
y 探討國家的人口結構與發展，培養性別平等和敬老護幼的意識，
對於活在大地的民眾產生關愛之情
y 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以及國家的重要城市，例如首都、
各省省會、直轄市、經濟特區等，理解地域劃分對於土地管理的
意義
y 從 了 解 及尊重國家

價值觀
和態度

y 理解當代國家發展與時並進，緊貼國際脈搏，於不同範疇長足發

y 欣賞
y 理性
y 團結
y 包容
y 愛國心
y 歸屬感
y 文化傳承

y 辨識國家當代的領導人

的 象 徵 ，例如：國 展，以配合社會民生需要，而個人亦應努力貢獻國家
y 識別中國的主權象徵
慶、國旗、國徽、國 y 認識現任的國家領導人(如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等)，了解領導 y 懂得唱國歌，以及升掛國
歌等，建立國民身份 人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以及為改善民族民生而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旗和懸掛國徽的禮儀
認同
y 認識建國及國家主權的象徵，包括：國慶的日期及意義；國旗和 y 辨別國家當代重要科技成
國徽的設計、意義、使用場合與規定、升掛國旗和懸掛國徽的禮
就
儀；國歌的名稱、旋律、歌詞、意義、奏唱場合與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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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認識國家當代科技發展，以及它們對於促進社會民生的意義，包

括交通運輸系統建立，如高速鐵路網絡、大型橋樑建設等；航天
科技成就，如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由上述各項，了解科
技發展有助開拓國家發展和持續進步，提升民族自豪感
y 追 溯 中 國傳統習俗

y 尋索民族源流，欣賞不同地方風俗，培養包容胸襟

y 以圖表顯示主要家族成員

和 自 己 的祖籍及家 y 從家庭開始，認識主要家族成員關係及家族歷史，並了解祖籍和
關係
鄉，萌發對國家、家 家鄉所在，以及當地物產文化特色、當代發展狀況，培養對於鄉 y 從地圖上識別祖籍和家鄉
鄉的歸屬感
土的珍惜之情和歸屬感
的位置
y 了解傳統節日習俗及其文化涵意。節日如中秋象徵家人團圓，端 y 比較中國傳統節日習俗
午歌頌屈原的愛國情懷等，習俗如新春拜年表現人際和諧；土地 y 辨識中華文化的特色
拜祭表現重視農業及鄉土，從中體會中華文化的特徵及傳承
y 從祖籍和家鄉出發，探討節日習俗與鄉土的關連，例如：各地中
秋月餅用料調味不同，反映各地飲食文化特色。藉各地節日習俗
的特色，感受繽紛多姿的中華文化
y 向國家不同範疇(如

y 理解歷史發展繼往開來，創新成果由以往經驗積累和演化而成

政治、軍事、科技、 y 認識現任國家領導人(如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等)，了解他們所
文藝、學術等)的傑 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以及為改善民族民生而作出的努力
出人物借鏡，學習他 y 選取一些能體現由延續與創新的歷史事件，進行研習，例如：陸
們的品格情操
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經由不同時代人物往來探索，逐漸建立秩序，
成為溝通東西方的交通要道

y 從不同來源蒐集資料，識

別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並
明瞭相關的事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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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選取一些能顯現延續與創新精神的傑出歷史人物(如政治、軍

事、科學與科技、文藝、學術等)，透過故事了解其品格和貢獻。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從不同角度深入了解地域、山川地貌、省份或自治區和城市的發展，例如：從北宋名畫「清明上河圖」了解古代汴梁(今開封)的繁
榮景況、從故事「大禹治水」了解黃河與民生的關連、從近代樂曲「南泥灣」了解陝西省北部風光等
y 探討建國以來不同時代的政治領導人物如何因應時代背景和需要，為改善民族民生而作出努力和貢獻
y 從不同層面了解節日習俗的內涵，例如：從食品生產了解節日在現代社會的傳承和變化(如現今中秋月餅款式層出不窮，以迎合不
同顧客需要)、從文學作品了解節日習俗(如唐代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描寫重陽插茱萸習俗)等。此外，可將相近的中外節
日習俗加以比較，例如：比較中國盂蘭節與西方萬聖節的習俗
y 探討歷史名城的發展過程，例如：西安、南京、北京等，了解它們為配合現代社會需要而進行新規畫，體現歷史發展中延續與創新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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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世界範疇
價值觀
和態度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以真誠、開放和接納的態

y 認同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人類是互相依賴、互相影響的

y 搜集有關反映不同文化

y 多元化

度，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y 對世界大家庭中不同國家及文化產生學習興趣，對周遭不
相處
同文化背景的人表達友好和尊重

習俗的圖片、郵票、明
信片等，並欣賞其多樣
性及內涵
y 提出一些有助改善環境
問題的方法

y 互惠互利

y 培養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y 初步認識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樂意從生活方式及消費習慣

建立保護環境的責任感和
生活習慣

開始，例如：實踐低碳生活、節約能源等，對保護環境付
出一分力

y 可持續發展
y 保護環境的

責任感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列舉世界性自然災害的例子，並選取其中一項，探討本地對受災國家/地區提供援助及賑災活動的槪況及意義，然後再思索在自己
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即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並在本土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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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第二學習階段
(a) 個人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y 積極樂觀迎接成長歷

y 了解個人成長及其帶來生活中的轉變，從而學

程中的生理和心理轉 習愛惜自己、接納自己，並肯定自我的價值
變
y 分析日常壓力的來源，能以積極態度面對
y 實踐健康生活方式，

y 認識健康的生活方式，反思個人消費態度對自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自我照顧能力

y 關愛

y 自省能力

y 樂觀

y 處理壓力策略

y 身份認同

y 分析能力，能理性辨識議題

y 自律

y 批判性思考能力
堅拒誘惑，絕不嘗試 身及他人的影響，學習欣賞簡樸自然的生活
不當的行為，例如： y 認識煙、酒、毒品和賭博的禍害，明白如何以 y 拒絕不良引誘的技巧
吸煙、賭博、飲酒、 負責任的態度抗拒引誘，處理相關的生活事件
吸毒等

y 簡樸
y 誠信
y 正直
y 責任感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討論如何解決學習上的疑問，管理時間，發掘興趣，充實自己，讓自己能積極擴闊視野
y 學習分析過失、汲取教訓，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從而明白個人的才能、歷練如何從挑戰和挫折中得到提升
y 欣賞邁向獨立自主的進程，反思怎樣的言行才體現自主，而非自我中心或放任
y 數算個人希望得到和已經擁有的東西，反思物慾無限和資源（包括生命）有限的關係，以及物慾在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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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庭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y 關心家庭成員

y 了解中華文化以家庭為基礎的特色，加深認識家庭成員的

相關技能舉隅
y 識別家庭成員的角色和責任

的 感 受 和 需 角色及責任，例如：學習分擔家務、學習互相勉勵等
y 掌握促進家庭和諧的方法
要，勇於承擔 y 學習主動關心家人及促進家庭和諧的方法，以及加強家庭
作為家庭一份 溝通的技巧，為家庭和睦盡力
子的責任
y 以尊重和誠懇

y 學習向長輩表達關懷的技巧，保持良好的溝通，例如：正

y 懂得以適當方式向長輩表達關懷

y 懂得處理家庭矛盾
的態度，主動 確使用禮貌用語、尊重長輩意見等
向長輩表達關 y 了解產生衝突的原因，以及掌握有效處理矛盾和衝突的方
法，例如：冷靜表達意見、客觀分析形勢、討論可行的解
懷
決方案等

價值觀
和態度
y 責任感
y 承擔精神
y 關愛
y 孝道
y 信任
y 團結一致
y 守望相助
y 尊重他人
y 欣賞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藉不同途徑(包括實地參訪及交流)，認識宗族及家庭的相關場景或活動，相關場景如宗祠、書室等，相關活動如祭拜習俗、節慶儀
式等，從而了解中華文化重視家庭倫理生活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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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群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樂於承擔學生的責任，

y 了解學生的角色和責任，以及主動服務學校和同學的意義，

y 懂得訂立可行的學習

積極參與服務同學和校
例如：清潔課室及校園、愛惜學校公物、保持校園環境衛生
目標
園的工作，體現對學校
等
y 掌握自我反省及解決
的歸屬感，並建立良好 y 學會如何積極面對學習的挫折及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培養
學習困難的能力
的師生關係
自省的態度、謙虛學習、主動發問等
y 了解如何積極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例如：上課保持應有的
禮儀和態度、主動向老師表達敬意和謝意等
y 慎言律己，懂得以理性

y 認識朋輩相處的技巧及培養友誼的方法，例如：禮貌待人、

和尊重的態度與別人相
處

以真誠、關懷和友愛的態度與朋友相處、學習表達對朋友的
尊重、顧及別人的感受及為人設想等

y 初步了解《基本法》及

y 認識《基本法》的原則及「一國兩制」的精神，了解其對香

y 掌握人際關係的技巧

價值觀
和態度

y 責任感
y 承擔精神
y 服務
y 守望相助
y 尊重他人
y 關愛
y 包容

y 明白《基本法》及「一

y 國民身份認同

y 遵規守法
「一國兩制」的精神，
港的重要性
國兩制」精神
懂得尊重香港特別行政 y 認識和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特區成立日等， y 識別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的區旗、區徽、特區
提高香港公民的身份認同
的象徵
成立日等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架構與職能，包括主要部門的組成及功能，以及行政長官、行政會議、立法會和區域組織的角色
y 主動認識公民權利和責任，以及關注香港社會議題，例如：尊重法紀、重視公平、遵守公共秩序、就社區政策發表意見等
y 認識香港主要不同種族人士的文化，欣賞和接納多元化的香港社會，例如：宗教、種族、語言、思想、文化、生活習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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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家範疇
學習目標
y從關心國家

的 氣 候 變
化、自然資源
的運用及環
境生態的保
育，培養珍愛
自然、保護國
家生態之情
y認同國家與

香港發展的
緊密聯繫，主
動向祖國同
胞表達關懷
之情，體現中
華民族血濃
於水、同根同
心之情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了解國家的氣候、自然資源與環境生態的概況，欣賞國家資源的多樣化，培養珍愛 y 識別國家重要 y 欣賞
自然環境、保護生態之情
自然資源的種 y 包容
y 了解氣候的概況，例如：氣温分佈、不同温度帶的情況、不同時地降水量的差異、 類、分佈和運 y 歸屬感
y 愛國心
季候風活動及受影響區域等
用情況
y 了解土地資源的概況，例如：可用農地的情況及土地使用的情況，感受土地的可貴 y 明瞭不同自然 y 理性
y 了解水資源和海洋資源的概況，例如：水資源分佈、水產資源等，從而珍惜資源
資源與人文活 y 團結
y 了解國家豐富的動物資源，包括珍稀品種，以及動物資源與環境生態的關連，對於 動可以塑造一 y 文化傳承
動物產生關愛之情
個地區的特徵 y 參與
y 了解旅遊資源，包括著名自然旅遊區及景點特色，提高生態保護的意識
y 認識國家與香港相互合作，共同建設及改良，體會兩地同根同心的密切關係，以及 y 蒐集及篩選資
兩地為進步繁榮作出的努力
料，探討當代
y 認識當代國家與香港發展互有合作的項目，例如：
國家與香港發
- 基礎建設方面，如能源、供水、運輸、通訊等
展的合作計畫
- 經濟民生方面，如金融、貿易、物流、旅遊等
y 理性思考國家
- 教育文化方面，如培訓、交流、電影、傳媒等
和香港的關係
y 了解香港於國家當前發展擔當的重要角色和貢獻，例如：香港的地理位置優勢、國 及未來發展，
際連繫等，又如香港作為內地融入世界的橋樑角色及貢獻，藉此體會兩地的緊密聯 以及當中面對
繫
的機遇與挑戰
y 留意國家時事發展，懂得以適當途徑向祖國同胞表達真摯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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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尋 索 民 族 源 y 尋索民族源流，欣賞不同地方的風俗，培養包容胸襟
y 辨識少數民族
流，理解、尊 y 了解中華民族發源，以及不同民族的分佈情況，藉此體會中華民族的源遠博大
與漢族的文化
重 和 欣 賞 少 y 了解少數民族文化，例如：建築、服飾、藝術、習俗等，體會不同民族各有特色， y 明瞭不同的民
數 民 族 文 培養開放和包容胸襟，以及求同存異的美德
族有其本族的
化，並培養開
風俗、習慣及
放和包容胸
傳統
襟，增進民族
y訂 定 研 習 計
團結
畫，找尋有關
少數民族文化
特徵的資料
y 汲 取 中 華 文 y 汲取經典智慧，陶鑄美德，孕育優雅氣質，並活學活用，在日常生活實踐
y 辨識節令、格
化的精髓，實 y 從二十四節氣、故事、格言等素材汲取智慧，發掘美德，例如：
言和故事反映
踐仁愛、孝
- 二十四節氣，如小雪和大雪到來，需注意禦寒保暖，亦提醒要以堅毅不屈的態度
的中華文化傳
道、誠信、儉
對抗逆境；又如立春和雨水展現生機勃發，勉勵把握時機
統美德與智慧
樸等美德
- 故事，如女媧造人表現關愛、神農嚐百草重視實踐、一些《二十四孝》中孝子故 y 發 揮 中 華 美
事表揚孝道等
德，應用於日
- 格言，如《三字經》
、
《弟子規》
、
《增廣賢文》等蘊藏的仁愛、孝道、誠信、儉樸 常生活
等美德
y透 過 時 事 新
y 思考中華文化美德的現代意義，樂於在不同範疇，如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友儕相 聞，關心並參
處等，實踐美德
與不同團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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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內地賑災而舉
辦的活動
y 從 歷 史 發 展 y 理解歷史發展不斷演變，從探索中尋求秩序的脈絡，並以不同途徑拓展對於國家的 y 掌握中國歷史
加 深 對 國 情 認識，擴闊視野
的重要時期
的掌握，擴闊 y 認識中國歷史的重要時期，欣賞悠久厚重的歷史文化
y 從不同來源蒐
視野，鞏固對 y 選取一些能體現由探索到建立秩序的歷史事件，進行研習，例如：
集資料，識別
國民身份認
- 明代鄭和下西洋，進行航海探索，於外交、貿易、文化傳播等方面帶來進步 一些傑出的歷
同
發展
史人物，並明
- 晚清出現各種改革建議，而辛亥革命為國家未來開拓新秩序，成為社會變革 瞭相關的人物
的先導
受後人景仰的
y 選取一些能顯現探索與秩序精神的傑出歷史人物(如政治、軍事、科技、文藝、學術
原因
等)，透過故事了解其品格和貢獻
y 從不同來源蒐
y 了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如指南針、造紙、印刷、火藥等，當中不斷探索與改 集資料，識別
良，並為推進世界文明作出貢獻，藉此提升民族的自豪感
一些重要歷史
y 積極以不同途徑，參與認識國家的學習經歷，例如：閱讀資料、參加比賽、內地交 事件，並明瞭
流、服務體驗等，擴闊視野，並樂於與不同人分享國情學習經歷
相關的事件的
意義
y 善用各種途徑
以增進對於國
家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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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運用合適的方
法，與不同人
分享國情學習
經歷的成果及
體會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進一步了解國家的自然資源概況，包括植物資源，如不同類型的植被、栽培植物、農作物等，以及礦產資源，如貴金屬、有色金屬、
煤、稀土等，探討植物資源和礦產資源與環境生態的關連
y 了解國家於香港當前發展所擔當的重要角色，例如：內地的市場潛力、服務需求等可為香港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機遇
y 配合民族與風俗、美德與教化的學習，認識傳統社會的童玩及兒童消閒娛樂，例如：風箏、陀螺、風車、七巧板等，欣賞中華文化
源遠博大的民俗生活
y 從就近地區出發，探討廣東省的歷史人物、事件和場景與香港的聯繫，深化對於粵港同根同心關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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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世界範疇
價值觀
和態度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從認識當今世界面

y 認識當今世界共同面對問題及其影響，明白

y 列舉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的類別或例

y 人權

對的共同問題，孕育 國與國之間的積極交往和合作，是促進世界 子
國際宏觀視野及人 和平和發展的最佳方法，從而加強人類團結 y 識別一些主要國際合作組織，簡單勾勒
道主義精神
互助、謀求共同發展的意識
其特色及貢獻
y 認同並支持平等、尊 y 認識國際合作以解決共同關注議題的背後精 y 識別普世價值，列舉普世價值與中華文
重、民主、自由、法 神，例如：互惠互利、人類生而平等，與生 化共融的例子
治、人權等現代文明 俱來擁有基本權利等，從而學習以世界共同
基石，建立世界公民 的價值觀與人和諧共處
意識，促進將普世價 y 了解普世價值與中華文化是共融的，例如關
值與中華文化共融 愛與中國傳統的仁愛思想是相輔相成的
和實踐

y 自由
y 法治
y 民主
y 多元化
y 互惠互利
y 文化保育與傳承的

責任感
y 人類團結互助、和
諧共處的責任承擔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就個別國家／地區遭遇的災難（例如：日本世紀大地震、南亞海嘯、智利礦難等）作一個案研習，探討如何透過國際合作與交往，
在救援工作方面作出貢獻，促進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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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第三學習階段
(a) 個人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抱持積極的人生態

y 明白面對困難和逆境乃人生一部分，探討個人

y 解決問題能力︰按個人興趣和專長，改

價值觀
和態度

度，培養開放豁達的
胸襟面對逆境

待人接物不同的態度，對事情發展可帶來的不
進解決困難的技巧，建立情緒的支援
y 堅毅
同影響，學習調節面對逆境的態度
y 創造力︰探索個人活着的意義、生活目
y 進取
y 認識個人價值的建立，反思金錢、物質、衣著、
標、期望，以及按部就班實踐的策略
y 自決
偶像、別人的評價等對自己的價值
y 國民身份認同
y 當 處 於 價 值 衝 突 的 y 反思怎樣才算尊重生命的可貴及其崇高的價 y 解決問題能力︰即使在嚴峻的處境下，
y 理性
兩難局面時，仍擇善 值、活得有尊嚴，絕不把自己物化，當作任何
如何仍能潔身自愛，保護自己
y 自愛
固執，作出合乎情理 交換的籌碼
y 批判性思考能力︰分析每個選擇所包含
y 責任感
的判斷
y 討論生活上每一個抉擇可能帶來的影響，學習
的意義，從正反兩面考慮事情，鍛煉依
三思後行，勇於承擔個人得失
循正確價值觀的邏輯判斷能力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反思金錢以外的價值，並以人的尊嚴相比較。探討如何可透過提升個人內涵素養，提高個人自尊感和避免自尊受傷害
y 了解個人身心的健康狀況、作息習慣、時間和金錢管理的能力，有否任何沉溺的傾向，培養自省、自律的生活態度，不論是否獨處，
仍能時刻持守
y 認識各種不良資訊可帶來的禍害，例如：價值扭曲和成癮等，以開放而批判的態度，審視並拒絕接觸不良資訊
y 探討傳媒常用的市場推廣策略、誤導消費者的手法，重視客觀證據，判斷甚麼可信，培養謹慎的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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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庭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主動分擔家庭責

y 認識主動承擔家務，以及與家人互相合作的重要性，並

y 懂得照顧家中年長和年幼成員的簡單

任，照顧家中長幼

加以實踐
y 實踐中華文化中孝親敬長和愛護幼小的觀念，於日常生
活照顧年長和年幼的家庭成員

y以堅毅樂觀的態

y 當遇上困難和挫折，學會尋求家人的意見

起居及健康

價值觀
和態度
y 責任感
y 承擔精神
y 孝道
y 團結一致

y 掌握處理家庭轉變及逆境的方法

度，面對家庭的轉 y 認識處理家庭轉變及逆境的方法，例如：當家庭遇到經 y 懂得消解與家庭成員的衝突
變和挑戰
y 掌握尋求家庭支援服務的渠道
濟困難時，懂得減輕家人的負擔
y 懂得以關懷和體諒的態度，消解與家庭成員的衝突
y 認識家庭支援服務，積極尋求協助，理性解決問題

y 守望相助
y 堅毅
y 信任
y 包容
y 積極
y 樂觀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探討中國家訓蘊藏的智慧，選取合適素材加以討論，例如：家規、族訓、教子詩文等，將當中智慧應用於日常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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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群範疇
學習目標
y 明白《基本法》對保

學習內容舉隅
y 認識《基本法》的主要原則和對香港的重要性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明白《基本法》的主要原則

持香港繁榮與穩定的 y 了解國民的權利和義務，維護生活環境的安寧，維護公共安
和對香港的重要性
重要性，認同「法治」 全及秩序，知法守法，懂得平衡權利與義務
y 在不同環境和透過不同途徑 y 尊重他人
和「人權」是香港發
適當地行使權利和履行責任 y 責任感
展的重要基石
y 平等
y 學會處理朋輩壓力， y 認識處理朋輩壓力的技巧
y 懂得自我肯定、表達立場及 y 遵規守法
y 堅毅
堅拒嘗試不當的行為 y 學習自我肯定及作出適度的自我表達
拒絕不當行為的技巧
y 誠信
y 認識友儕認同與堅守原則的優次，例如在友儕的壓力下，堅
y 包容
拒嘗試不當的行為(如：抽煙、賭博等)
y 承擔精神
y 以 理 性 和 務 實 的 態 y 瞭解各種社區參與的途徑(例如：區議會、街坊會、社區組織 y 掌握社區參與的不同途徑
度，討論社會的各種 等)，培養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態度
y 透過不同渠道關注香港社會 y 關愛
y 利他
議題，關心香港的長 y 認識如何關心自己所屬社區的問題，並願意努力改善周遭的
議題
遠福祉
社區問題
y 掌握積極及理性地履行公民 y 服務
y 守望相助
y 認識如何培養對香港社會議題的關注，並認識關心香港社會
義務的方法
的長遠福祉的途徑，對社會抱持一份歸屬感和責任心，認同
作為公民的身份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認識傾聽與同理心的重要性及基本技巧，培養易地而處、理解別人的思想和感受，並作出回應的能力，以加強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y 培養正面的戀愛態度及性態度，學會建立健康的戀愛關係，以及懂得以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處理與性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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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y

了解自己在升學和就業的期望，並努力向目標進發，積極為升學和就業作好準備
藉傳統典籍和現代社會中展現尊敬師長的故事，學習中華美德，培養對師長應有的態度及向師長表達感謝之心

(d) 國家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相關技能舉隅

y 了解國家於自然資源 y 理解國家因應不同地區的環境特點，進行自然資源保育，以及 y 從多角度思考產業發展與環
保育所付出的努力及 發展綠色產業與環保產業，了解當中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境保育的平衡
取得的成就，培養關 y 了解可再生能源及不可再生能源的開發，例如：風力發電、太 y 辨明當代不同群體對環境保
心國家未來可持續發 陽能發電、水力發電、核能發電等，探討當中的挑戰與機遇， 育所持的觀點，並確立個人
展的方向
以及對環境生態的影響，藉此從多角度思考能源發展與環境的 的立場
可持續發展
y 了解控制污染的措施，例如：污水及廢物處理、節能減碳措施
等。從了解國家的控制污染措施，反思個人對於環境保護的責
任

y
y
y
y
y
y
y
y
y

參與
愛國心
理性
團結
包容
歸屬感
欣賞
文化
傳承

y 探討國家憲法和重要 y 欣賞當代國家發展秉承中華文化傳統，重視和平融合，求同存 y 懂得以架構圖闡釋國家中央
機構的職能及與香港 異
與地方的重要機構及其職能
特區的關係，提高國 y 了解國家憲法的施行和重要政府機構(例如：國務院、全國人民 y 明瞭一國兩制下中央與特別
家觀念，以深化對一 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等)的職能，以及它們與香港 行政區的關係
國兩制的理解
特區的關係，提高國家觀念，並增進對於一國兩制的認識
y 明瞭自己的本地居民身份和
y 了解政治組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國民身份的關聯
等，成員來自不同地區及階層，有助吸納多元聲音，體現和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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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共濟的政治文化
y 從關心國家的發展及 y 探討當代國家的重要規畫項目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並了解當 y 蒐集及篩選資料，說明國家
重要規畫項目，了解 中由理念規畫到具體實踐的過程，以及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的重要國策及當前發展項目
當中面對的機遇與挑 y 了解當代國家重要規畫，例如：改革開放、十二五規畫等，以
戰
及其對於社會民生的影響，藉此體會當代國家面對的機遇與挑
戰
y 了解國家當前於不同範疇的重要發展理念及項目，包括：教育
(如大學城)、環境保護(如綠色低碳)、運輸(如四縱四橫交通網
絡)、科技(如衛星技術)等，關心當代國家的成就與發展
y 學習欣賞中華文化， y 了解文學與藝術源於生活，欣賞當中蘊藏的意趣及文化精神，
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 豐富國民素養
及精神，提高國民素 y 欣賞文學作品蘊藏的豐富意義與動人情懷，如詩詞語言簡潔及
質
寄意深刻、古典小說形象生動及情節吸引等。藉作品欣賞，體
會中國文學的意趣
y 以 歷 史 視 野 了 解 國 y 欣賞匠心獨運的藝術及工藝，提高生活情趣，體會源遠流長的
中華文化。以建築為例，如屋脊裝飾寄寓期望、建築設計反映
情，並承擔個人作為
人倫相處等。又以戲曲為例，以唱、唸、做、打為中心，揉合
國民應盡的責任
其他藝術技巧，如面譜化妝、服飾設計、音樂節奏等
y 理解歷史發展兼具多元到綜合、多元文化並存的特色，體會求
同存異的精神

y辨識重要文學與藝術的種
類、作品、創作者等
y 欣賞文學及藝術作品

y 從不同來源蒐集資料，識別
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並明瞭
相關事件的意義
y 從不同來源蒐集資料，識別
一些傑出的歷史人物，並明
瞭相關人物受後人景仰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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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選取一些能體現多元與綜合精神的歷史事件，進行研習，例如 因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不同學術思想並存
y 善用各種途徑以增進對於國
y 選取一些能顯現多元與綜合精神的傑出歷史人物(如政治、軍
家的認識
事、科學與科技、文藝、學術等)，探討其品格和貢獻
y 運用合適的方法，與不同人
y 以包容和理性態度，思考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
分享國情學習的成果及體會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選取特定主題，進行地域、省份或自治區和城市之間的比較，例如：比較沿海和內陸地區的地理環境、比較不同省份或自治區的物
產、比較不同城市的人口增長等，藉此感受疆土上瑰麗多姿的面貌，以及豐富的資源
y 探討當代國家外交發展的基本原則，例如：維護國家主權、維護世界和平、尊重和平共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關心國家
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和發展，進一步了解當代國家在外交方面表現包容與接納的特色
y 了解漢字作為中華文化載體的特色和貢獻，例如中國境內部分少數民族與鄰近的一些國家均借用漢字，可見漢字對於不同文明推進
的貢獻
y 從地理方面入手，理解歷史發展多元與綜合的特色。例如可以比較不同時代的中國版圖，探討當中顯現的變化，例如：政治或經濟
重心轉移、民族遷徙及融合等，了解歷史發展由多元到綜合的發展特色。又可以選取一些以體現中外文化交流著稱的城市進行探索，
如陸上絲綢之路重鎮西安、敦煌等，或海上絲綢之路樞紐泉州、廣州等，從而了解歷史發展多元文化並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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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世界範疇
價值觀
和態度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開拓國際視

y 明白全球環境問題、貧窮、資源爭奪等問題對本

y 列舉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並就個別議題，

y 人權

提出有助解決問題的行動方案，比較解決困難
的不同方式及識別影響決定的關鍵因素
y 了解世界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已發展國家對
發展中國家施以援助的責任
y 宣揚保護環境、扶貧、捐獻、救援、關懷弱勢
社群等世界公民義務的信息
y 尊重文化異同、能夠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士和睦
相處

y 多元化

野，了解本
地、中國與
全球發展的
密切關係
y

地、中國與全球發展是互相關連和影響；從全球
的角度去思索互利共贏的合作解決方案，謀求共
同發展
思索世界議題與自己的關係，樂意出一分力，為
保護環境而改變生活方式；關懷弱勢社群，透過
社會參與，促進社會公義和平等

y 尊重不同民

y 明白世界大家庭中每一個民族和文化都有其獨特

族和文化的
獨特性，培
養共融精神

性和價值，樂意持開放、尊重異同、尋找共識的
態度，與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人士和諧共處，使世
界朝向和平和共同發展

y 互惠互利
y 可持續發展
y 保護環境
y維護社會公

義、 和平
y促進世界的
可持續發展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探討國際間資源分配不均（例如水資源或糧食分配不均）而引致對貧窮國家供應不足的現象，就其中一項找出有關資源短缺危機的
數字，關注貧窮人士面臨的危機，再思考自己在運用資源及關懷弱勢社群方面，如何負上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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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第四學習階段
(a) 個人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y 積極發揮自

y 探討有理想和計畫的人生對自我實現的重要性，發

相關技能舉隅
y 懂得為自己的人生進行長遠規畫

己的興趣和 掘和訂定自我超越的方案，例如自我增值、扶持弱 y 發掘自己獨特之處、興趣、潛能、強項和成
專長，為自 勢、貢獻國家及世界等，並付諸實行
就
己未來訂下 y 審視個人作為家庭、社群、國家以至世界的一分子 y 反思自己作為不同生活層面一分子的角色
目 標 和 期 的責任，嘗試在各方面都能作出承擔
和責任
望，努力向
前
y能 堅 守 原

y 認識如何在各種環境壓力下，仍能持守正面價值觀

y 理性思考及決策能力

則、重誠守 y 了解社會對不同崗位或角色的行為操守所寄予的 y 道德判斷能力
諾，達致言 期望，探討當面對價值衝突之際，應如何實踐正面 y 慎行律己，約束自己的能力
行一致
價值觀及態度

價值觀
和態度
y 關愛
y 進取
y 自決
y 真誠
y 國民身份認同
y 承擔精神
y 理性
y 正直
y 誠信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反思擁有甚麼個人品德才值得欣賞、景仰，如何透過提升個人品德，進一步肯定自我的價值
y 討論如何正面積極地面對高要求、新生活議題等衝擊，理解他人的期望，提升面對逆境的能耐，承諾絕不藉濫用物質或傷害自己以
逃避現實
y 認識本地青少年常見的「病態沉溺」
，如上網、瘦身等，以及其禍害與治療，並探討如何在面對取捨和誘惑時，仍能堅定自愛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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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庭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y 以理性、尊重和關愛的

y 認識加強與家人有效溝通方法，以鞏固家庭

態度，樂於與家庭成員
溝通

y 凝聚家庭力量，促進家

相關技能舉隅
y 掌握及強化維繫家庭和諧的技巧

關係，例如：以禮相待、尊重家人的意見、 y 學習平衡社交生活、家庭生活及學校生
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等
活
y 掌握積極維繫家庭成員的關係的方法，例
如：與家人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社會服務或
義務工作
y 學習平衡社交生活、家庭生活及學校生活，
在學習獨立及擴闊社交網絡之餘，懂得維繫
家庭的緊密關係及尊重家人
y 常存感謝家人養育之恩的心，學習向家人表
達愛意和謝意
y 認識較為普遍的家庭問題、成因及影響，了

價值觀
和態度

y 掌握普遍的家庭問題、成因及影響

庭的和諧﹔當家庭面
解各家庭成員都有責任促進家庭的和諧
y 學會處理家庭問題的技巧
對逆境之際，勇於承擔 y 承擔家庭責任，學習紓緩和解決家庭問題的
解決問題的責任
方法，例如：主動就家庭重要決定表達意見

y 尊重他人
y 責任感
y 承擔精神
y 關愛
y 孝道
y 信任
y 團結一致
y 堅毅
y 守望相助
y 積極
y 樂觀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認識面對衝突的不同反應及如何妥善處理衝突(包括調解技巧)，強化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促進和諧家庭生活
y 了解中華文化重視夫婦之倫及信諾的觀念，重視家庭和尊重婚姻制度，探討建立和諧婚姻生活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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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群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培養敏銳的觸覺，辨識社會

y 認識及認同法治、人權、民主、平等、自由、公義等

y 積極地透過不同途徑觀察

議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

y 履行公民責任，能從宏觀角

度，平衡個人與群體的利益
並作出承擔，願意為香港社
會謀求福祉
y 積極學習和實踐在社會工作

應有的態度，例如：守時、
誠實、負責任等，以及與工
作伙伴的相處之道

價值觀
和態度

對社會的重要，例如：懂得以不同普世價值的原則， 和理解普世價值
對於具爭議性的議題作出客觀分析
y 掌握積極及理性地關注社
y 認識關注社會議題的不同途徑，積極關注有關香港的
會議題的途徑
y 承擔精神
社會問題
y 持有敏銳的社會觸覺和批
y 責任感
y 學習以批判性思維辨識社會議題中所蘊涵的價值取
判性思維
y 開放
向
y 平等
y 認識及實踐公民參與，以建立對社會的認同感， 例 y 掌握理性地實踐公民參與
y 利他
如：模擬選舉、服務學習、參與社區活動等
的途徑
y 服務
y 守望相助
y 尊重他人
y 掌握預備就業的途徑及預備工作，例如：主動認識自 y 掌握預備就業的途徑及預
y 誠信
己理想職業的要求，努力朝向目標邁進
備工作
y 包容
y 積極學習在社會工作應有的態度和禮儀，例如：守 y 訂立可行的目標
時、誠實、負責任等
y 掌握正面的工作態度及職
y 認識堅守個人誠信及專業操守的重要，並認同廉潔是
場相處之道
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懂得解決學習上的疑問，並認識處理學業壓力的方法，以樂觀正面的態度，面對公開試和升學的壓力
y 了解自己的性向、認識影響升學與就業規畫的因素，認識從校園踏足社會工作所需的預備(例如：求職途徑、求職技巧)，並積極擴

48

展眼界及發展個人潛能，為未來理想的生活作好準備和規畫
(d) 國家範疇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探 究 資 源 運 用 與 國 家 y 了解資源運用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培養對國家自然資源珍 y 舉例說明近年國家有何改 y 理性
發展的關係，明白個人
惜、關注之情，促進可持續發展
善生產運作或土地運用的 y 歸屬感
y 愛國心
對 於 國 家 可 持 續 發 展 y 了解國家怎樣規管開採自然資源的產業，平衡市場需求與 方案
所肩負的責任，進一步
環境需要，例如：珍稀樹種培育、退耕還林、休漁期、稀 y 指出不利的自然環境對於 y 欣賞
培養對國家自然資源
土資源開採等措施，藉此培養對自然資源的珍惜之情
民生的影響，以及評論國家 y 參與
的珍惜和關注之情
y 認識國家怎樣善用各地資源，推動國家進步，例如：
應對於自然環境挑戰的策 y 文化傳承
推動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工程等，藉此
略
關注自然資源的運用
y 探討中華文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例如：和而不同
與生物多樣性、崇尚自然與生態平衡等，理解國家的可
持續發展政策措施蘊涵中華文化精神
y 關 心 國 家 的 民 生 發 y 了解國家的基本經濟環境及制度，探討其對民生的影響
y 明瞭國家的主要經濟制度
展，主動了解國家當代 y 了解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消費結構變化和生活質量的提
及措施
社會和經濟發展對於
高，體會國家致力改善國民的經濟生活
y 搜集不同地域的資料，比較
帶 動 民 生 進 步 的 意 義 y 了解國家重要經濟制度與措施，例如：金融、貿易、房地 當地在改革開放前、後的社
及影響，樂意共同拓展
產等，探討它們對於社會民生的影響，關注民生發展
會民生變化
社會和經濟發展成
果，培養關愛民族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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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之情
y 認 識 國 家 當 代 發 展 的 y 探討以人為本的民生發展，以及與此目標配合的各種政策 y 明瞭國家當代發展於社會
重要成就，例如：經
措施
民生的重要成就，以及掌握
濟、外交、科技等，並 y 認識國家當代發展的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
有關例子及數據
發掘自己在國家當代
等，例如：
發展可以擔當的角
- 了解國家於科技的發展及成就，如農業、航天、能
色，願意為國家及民眾
源、水利、環保、高速鐵路等
謀求福祉，加強和諧團
- 了解國家於外交的發展與成就，如在國際組織、會議
結、關愛家國的情懷
的角色和參與等
y 了解國家的民生發展，例如十二五規畫對於改善教育
、醫療、福利等不同民生範疇的意義
y 探討國家當代發展面對的機遇與挑戰，思考個人對於
國家當代發展可以擔當的角色，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福
祉
y 探 討 傳 統 思 想 信 仰 對 y 探討傳統思想信仰對人生的啟迪，提升人格
y 識別主要的傳統思想信
積極人生的啟迪，致知 y 探討儒、釋、道、墨、法等不同學說蘊藏的人生哲理，例
仰，以及其對社會文化的深
達德，豐富國民內涵， 如：儒家的四端、五倫，道家的無為、齊物，墨家的兼愛、 遠影響
彰顯美好生命，將傳統
非攻，佛家普度眾生等，將中華文化的智慧應用於日常生 y 從傳統思想信仰促進個人
思想信仰的智慧與美
活
反思，學習尊重生命及建立
德體現於現代生活
y 了解民間信仰反映的社會文化意義，例如：文昌帝君拜祭
積極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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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表現對學問的重視、關帝信仰歌頌忠義誠信、天后信仰流
露關愛漁民生計的情懷等
y 從燦爛的中華文化，例 y 了解文學與藝術源於生活，欣賞當中蘊藏的意趣及文化精 y 辨識重要文學與藝術的種
如：建築、文學、音樂、 神，豐富個人素養
類、作品、創作者等
藝術等，進一步體會當 y 探討建築、文學、音樂、藝術等不同文化形式，互為關連， y 欣賞文學作品及藝術文化
中展現的文化精神，如
例如：文學作品中詩詞曲均入樂，可以配合音樂和舞蹈表
重人、融合、和平等， 達，藉此感受文學與藝術的意趣
並 以 身 為 中 華 兒 女 而 y 了解書法、建築、文學、音樂、繪畫、園林等不同文化形
感到自豪，提升國民素
式，富有寓意，蘊涵中華文化精神，例如：文學、繪畫、
養
音樂、園林等常以天然景物為題材，並配合創作者的心思，
流露自然與藝術融合的精神
y 以 宏 觀 及 中 外 比 較 視 y 認識歷史發展從理念構想到具體實行的脈絡，發揚知行合 y 從不同來源蒐集資料，識別
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
一的精神
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並明瞭
事件；以客觀的角度去 y 選取一些能體現理念構想到具體實行過程的歷史事件，進
相關的事件的意義
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
行研習，包括：
y 從書本及其他來源蒐集資
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
改革運動(如：戰國時代商鞅變法、新朝王莽改制、 料，識別一些傑出的歷史人
歷程，體會當中的憂
北魏孝文帝漢化運動、清代洋務運動、當代改革開
物，並明瞭相關的人物受後
患、掙扎、進步及成果
放等)，藉此鑑往知來
人景仰的原因
發展歷程(如：從晚清學者鄭觀應和梁啟超提出舉 y 辨識歷史事實與見解之間
辦世博會的構想到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經歷的百年
的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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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世博夢、從 1908 年《天津青年》雜誌提出奧運會
三問到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經歷的百年奧運夢
等)，藉此體會理念與實行並重的道理
y 選取一些能顯現理念與實行並重的傑出歷史人物(如
政治、軍事、科技、文藝、學術等)，探討其品格
和貢獻
y 以不同角度探討歷史上重大事件的因果，理解歷史事
件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藉此培養關心歷史發展的態
度

相關技能舉隅

價值觀
和態度

y 從不同角度和觀點分析歷

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了解國內自然災害（例如：暴雨、洪水、雪災、沙塵暴、旱災、地震等）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軍警、非政府組織及當地居民救災
濟民的努力，從而領悟眾志成城的團結精神、抵抗逆境的堅毅和鬥志
y 了解當代國家的城市發展，例如：珠三角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環渤海城市群等，探討城市群發展對於促進國家整體發展的
意義
y 因應學校的條件、教師和學生的興趣及能力，設計相關學習經歷，例如：作品賞析、體驗創作、學習日/周等，以促進文學和藝術
學習。學校又可以成立不同組織加以推廣，例如：文學研習學會、書法學會、粵劇學會、中樂學會等，又或安排香港境內或境外的
參訪交流活動，培養學生對於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以及感受繽紛多姿的中華文化
y 以宏觀角度探討歷史發展，選取一些重要的中國歷史事件或以人物為中心，比較相近時代中國與世界歷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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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世界範疇
價值觀
和態度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舉隅

相關技能舉隅

y 了解世界公民

y 認識全球化的特徵和涵意、全球化概念的多種觀點和不同詮釋方

y 掌握全球化涵意的多重

y 和平

的理念，關心人 法，以及全球化的發展與本土的關係
觀點
類福祉；尊重法 y 探討在國家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國家作為地球村的一員，就世界 y 識別「國家利益」與「地
治、人權、平等、 關注的議題，為國際社會帶來什麼貢獻。例如透過認識中國聯合國
球利益」
，並能說出它們
民主、自由的精 教科文協會(UNESCO CHINA)，了解國家在促進社會、經濟、環境的
是屬於「因果」或「互
神
可持續發展，以及不同地區文化的傳承與交流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動」的關係或兩者皆是
y 認同世界公民
和貢獻
y 說出世界公民應有的素
身份的同時，亦 y 認同個人是地球村的一員，休戚與共，思考自己身為世界公民應
養，以及這些素養對自
能從國家國情的 有的素養，建立「我也可以改變世界」的信念，樂意透過行動參與， 己、本土、國家和世界
角度理解世界議 促進人類整體福祉
發展的重要性
題，作出理性判 y 建立擔負世界公民責任所須的技能，包括理性分析和批判性思 y 掌握國家國情，配合世
斷
考、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等，以致能以多角度深入探討國際議
界公民的視角，並運用
題
批判思考，對爭議性議
y 洞悉國家發展與全球發展的互動關係，在認同自己的世界公民身
題作理性分析
份之餘，亦從能國家國情的角度，去理解及考慮具爭議性的普世議
題，並作理性判斷，加強國家與國際大家庭的溝通與合作

y 法治
y 民主
y 平等
y 人權
y 多元化
y 互惠互利
y 可持續發展
y 人類整體福祉
y 維護和平
y締造可持續發

展世界
y促進人類整體
福祉

延伸學習內容舉隅
y 就國際間的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的相互衝突作一個案研習，探討如何透過各國政府在國際會議上的磋商和協議，國際組織或非政府
機構的參與和回應，協助調解和解決問題，讓世界朝向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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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課時安排建議
y

就推行德育及國民/公民教育的課時，不同國家和地方各自有其安排，例如：
 內地的「思想品德」(初中) 及「思想政治」(高中)課程，安排每周 2 節
課；
 新加坡的「公民與道德教育」課程，安排每周約 2 至 3 節課；
 南韓的「道德教育」，安排每周約 1 至 2 節課；
 台灣的「社會學習領域」(初中) 及「公民與社會」(高中)，安排每周約
2 至 3 節課；
 日本的「道德教育」(初小至初中)，安排每周 1 節課；
 意大利的「公民教育」(高中)，安排每周 1 節課；
 比利時的「公民教育」(高小)，安排每周 1 節課；
 法國的「公民教育」(高中)，安排每周約 1 小時；
 愛爾蘭的「公民、社會及政治教育科」(初中)，每學年安排約 70 小時；
 希臘的「社會及公民教育」(高小及初中)，安排每周約 1 至 2 節課；
 葡萄牙的「公民教育」(小學及初中)，安排每周 1 節。

y

總的而言，各地傾向每周安排 1 至 2 節固定課節，推行德育及國民/公民教
育。此外，環顧香港現況，絕大部分中小學校都安排固定課時，以班主任節、
周會、生活教育課、德育課等校本課程的模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y

根據課程發展議會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2002)及《高中課程指引》
(2009)，各級學校已預留彈性課時，以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閱讀時間、輔
導等校本課程：
 第一及第二學習階段 (小一至小六)，約 19%課時 (六年內共約 902 小時)19
 第三學習階段 (中一至中三)，約 8%課時 (三年內共約 220 小時)16
 第四學習階段 (中四至中六)，約 5%課時 (三年內共約 135 小時)20

y

現時學校課程已有適當的學習時間，以不同模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學校應為本科彈性安排每周 1 至 2 節(以一學年 190 日，一循環周為 5 日，
一課節約為 40 分鐘計算，每學年安排約 25-50 小時)推行本科。本科亦可蘊
涵相關課程元素如宗教教育，以及大型計畫元素如「共創成長路」
、
「健康校

19

包括：(i) 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或進行輔導，以補足跨學習領域的價值教育；(ii) 增加額外
的共同閱讀時間；(iii) 周會或班主任課推行跨學習領域的價值教育；(iv) 提供各學習領域或跨
學習領域的輔導或增潤課程；和(v) 拓展其他學習經歷，例如：社會服務、聯課活動、體藝活
動等，以配合全方位學習。
20
新高中課程建議「其他學習經歷」
，於「德育及公民教育」
、
「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
驗」，最少分配課時為總課時(或相等學習時數)的百分之五，約 13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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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等。
y

由於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例如：常識科、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通識教
育科、生活與社會課程等)已蘊涵部分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學校須
以本課程指引作為綱領，綜觀推行情況而調適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優化
德育及國民教育。

y

學校亦可以積極就現行的跨學科及全方位學習經歷 (例如：社會服務、內地
交流、升旗培訓、聯課活動、專題研習等)，提供適當的增潤學習。這個安
排，除了能更靈活有效運用課時，並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全面培育他們
成為積極主動、富責任感的社會公民、國家國民及世界公民(圖 9)。

圖 9：富彈性的課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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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之好處
為學與教增值
y 中小學在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已積聚豐富經驗。開設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是在現有基礎上，以學科模式，加強德育、公民及國民
教育課程內容的系統性及延續性。
y

本科並非要否定學校一直行之有效的推行策略及所取得的優勢，
而是將德育及國民教育兩者緊密結合，進一步強化與優化學校德育
及國民教育的推行。

y

本科課程設計包括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範疇，提出有
系統、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為綱領的課程學習目標，貫通
中、小學，與現時學校課程及相關學習經歷中的知識、技能、態度
及價值觀，相輔相成。

建立學習平台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確立一個基礎相同的學與教平台，並將學校課
程及課堂內、外各種的學習經歷加以連繫，與本科互相配合，促進
學與教的成效。
學與教更聚焦
y 本科的設立，鼓勵學校延續在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所積累的
經驗與成果，並將這些經驗與成果運用到學科學習。透過有系統的
課程規畫，使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與教更為聚焦，使學習效果更為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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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規畫

本章所提供課程規畫建議，旨在列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規畫原則，並提
供規畫模式建議及課程框架，幫助學校建基現行優勢，為本科進行全面、有系
統並具備延續性的課程規畫。此外，本章亦提供各持分者於推動本科的獨特角
色，藉此倡議協同各方力量，為學生營造理想學習環境，培養品德及國民素質。
3.1 規畫原則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乃建基現有基礎及已取得的成就，為學校提供一個全面
和有系統的課程框架，整合各學習領域/學科及其他學習經歷的相關學習元
素，進一步加強學生於品德及國民素質的培育。以下是學校進行本科課程規
畫的一些原則：
 本科與其他各學習領域/學科及其他學習經歷，應視作為一整體，互相
緊扣，共同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因此，學校規畫本科課程，應加
強與各學習領域/學科蘊涵的相關知識、技能、價值觀及態度的配合，
並因應全方位學習經歷的安排，作出協調。
 本科的學習目標，旨在加強學生於不同生活範疇的身份認同，並有系統
及持續的培養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達致全人發展，學校宜以此作為課
程的基礎，確保學生能獲取全面和足夠的學習經歷。
 學校規畫本科課程，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學習目標及內容為
綱領，並加入「校本」(例如：辦學理念、學校歷史、強項優勢等) 和
「生本」(例如：學生背景、生活經歷、能力興趣等)的考慮，進行適當
的調適，彈性設計本科的推行模式和學習內容。
 本科著重從「認知」
、
「情感」及「實踐」三個導向，培養學生品德及國
民素質。為此，除課堂講授外，學校亦應積極思考如何透過其他學習經
歷，例如：服務學習、參觀交流、生活體驗等，幫助學生建立品德、孕
育情懷、加強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並於生活加以實踐。

3.2 規畫策略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跨越四個學習階段，每個學習階段分為五個學習範疇
(個人範疇、家庭範疇、社群範疇、國家範疇及世界範疇)，每個學習範疇涵
蓋二至六個學習目標。教師進行課程規畫，須確保各學習目標能夠得到充份
的體現，各生活範疇所佔的比重，並因應學校現行課程內容及相關學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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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配合「校本」及「生本」的條件，作出彈性安排和調節。
y

學校可以靈活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例如:
 以獨立課時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以獨立課時推行此科，輔以班主任課、宗教教育、成長課；及
 以班主任課、活動課等涵蓋此科的學習目標和內容等

3.2.1 與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互相緊扣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目標，為培育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提供一個全面
和完整的框架。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例如：小學的常識科、初中的生活與社
會課程、高中的通識教育科等，就相關學習目標，提供知識、技能和態度的
基礎。教師可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協助學生運用從學習領域及學科所獲得
的相關知識、技能和態度，加強有關價值的討論和探索，優化學生於品德及
國民素質的培育 (圖 1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學習目標

學習領域及學科
提供相關的
學習內容

德育及
國民教
育科
進行價
值探索
和討論

圖 10：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緊扣各學習領域及學科
y

以下是一些推行模式舉隅：
與小學常識科緊扣

透過小學常識科「學習範疇一：健康與生活」的學與教，學生能達至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於「個人範疇」的學習目標：「欣賞自己，主動接納與別人的不同，
並學習中華美德，提升個人的品德和國民素質」。教師可以於常識科課堂或安
排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節，引導學生運用於常識科獲得的知識進行討論，讓學
生認識如何以「接納」、「尊重別人」、「體諒」、「平等」等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處理自己和別人於外貌和能力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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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配合其他學習經歷和全方位學習活動
y

一直以來，香港中小學都運用多元化的策略，培養學生的個人品德。建基於
現有優勢，我們建議學校除了藉課堂學習，一些恆常舉辦的跨學科或全方位
學習經歷，例如：周會、班主任節、交流體驗、服務學習等，可以配合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強化並鞏固學習成效，達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目標(圖
11)。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學習目標

全方位學習經歷
提供實踐體驗機會

德育及
國民教
育科
進行增
潤學習

圖 11：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配合全方位學習經歷
y

以下是一些推行策略建議：
配合周會/班主任節學習經歷

周會和班主任節的內容和形式富彈性，能迅速回應社會及國家的時事和熱門討
論話題。因此，我們鼓勵學校可運用周會或班主任節，配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選取一些相關的時事話題，與學生進行討論和分享，除了回應學生和社會的期
望，也為學生提供適時適切的學習經歷，幫助他們達到相關的學習目標。
配合內地交流學習經歷
要培育學生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並願意承擔國家未來和人民福祉的責任，
課堂學習固然重要，一些生活化的學習經歷，能讓他們從真實體驗出發，了解
和體會中華文化及國家國情，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為此，我們建議每名學生，
在其中、小學階段內能參加最少一次由政府資助的內地交流活動。加深對中華
文化和國家最新發展的認識，亦讓他們能將這些真實的學習經歷，結合並鞏固
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內容，從而達到相關的學習目標，深化國民教育的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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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服務學習經歷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內容，配合學校一直推行的服務學習，例如：於校內
擔任班長、領袖生或學生會幹事，並於校外參與義務工作或社區服務等，能進
一步鞏固和強化學生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成效。學生除了能從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認識相關價值觀及態度、知識和技能，並能配合服務學習，從真實
的環境實踐體現出來。
3.2.3 價值觀為本的學習經歷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提供培育價值觀為本的學習經歷，幫助建立學生個人品德
及國民素質。課程規畫應著重讓學生認識如何於不同的生活範疇，體現和實
踐正面價值觀。

y

然而，本科並非要向學生「灌輸」某些價值觀，或要求學生強記背誦一些價
值觀的定義，而是要提供不同生活範疇的生活事件作為學習材料，讓學生除
了能認識該事件的內容之外，學習如何持守正面價值觀及態度，更要在審視
和判斷這些生活事件之際，懂得如何加入正面價值觀作為判斷的基礎，達致
本科的學習目標。

3.2.4 「生本」及「校本」的課程規畫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提供一個富彈性的課程架構，讓學校可以根據「校本」及
「生本」的考慮，就學習內容上作出適當的調適，能更有成效達致本科的學
習目標。以下是一些推行策略建議：
從「生本」的考慮進行課程調適

 如果該校學生有較多類型的家庭組合，例如：父母離異、父母分隔兩地、
父母不能照顧子女而需由親戚照顧等，教師於規畫本科「家庭範疇」之際，
可以在學習內容上作出適當調適，能更配合學生的真實生活情境。
 如果該校學生的家庭普遍都有聘請外籍家庭傭工，教師可以藉此條件，於
規畫本科「世界範疇」之際，加入相關的生活化討論，讓學生能從真實的
生活經驗，培養對不同族裔人士都應抱持「關愛」、「平等」、「尊重他人」
等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如果該校學生有較多從內地移居香港的新來港人士，學校可以藉此條件，
於規畫本科「國家範疇」之際，加入更多由學生作為主導或提供資料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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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除了讓課程能夠推行得更貼近國家的最新發展，也可為學生提供
一個活潑和生活化的學習經歷，互相學習，在情理兼備下推行國民教育。
從「校本」的考慮進行課程調適
 一些歷史悠久的學校，有許多舊生已在社會各階層工作和生活一段長時
間，其豐富的生活體驗可以作為本科的學習資源，例如：於規畫「社群範
疇」之際，安排一些交流或工作體驗的學習經歷，提高學生對「工作生活」
之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認識。
 擁有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一直都強調學生靈性方面的發展，作為培育他
們個人品德及正面價值觀的主要基礎。學校可以沿用這方向，在規畫本科
之際，將辦學團體的理念目標，緊密結合該科的學習目標，設計富「校本」
特色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內容。
 一些學校會因為學生和學校的需要，提供與學生個人成長相關的校本課
程，例如：「成長科」
、
「生活教育科」
、
「德育科」
、
「服務學習科」等。學校
可考慮將該些校本課程，結合於本科，達至與相關學科的學習互相配合和
補足，同時在課時、人力及和學習資源運用方面，亦更具彈性及效益。
y

香港的中小學校，已安排於日常課節，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學校可因應己
有基礎設計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模式，例如：(i) 設立本科獨立課時；
(ii) 將本科與一些學習經歷(如：早會、班主任節) 及相關校本課程 (如：生
活教育課、品德課) 進行連繫；(iii) 與全方位學習經歷配合及協調 (如：服
務學習、內地交流)。就如何在日常課節推行本科，可參考以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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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推行模式一
將部份早讀時段編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獨立課時
(小學/中學)將原來五天進行的「早讀時段」，安排兩時段作為「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會
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

早讀時段 早讀時段 早讀時段

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

第一節

***

***

***

***

***

第二節

***

***

***

***

***

*** 各學習領域及學科課堂

圖 12：建議推行模式一

建議推行模式二
彈性安排每節課時，騰出時間作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獨立課時
(小學/中學)將某兩天的每一節減少五分鐘，增加課節作為「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節

***

***

第一節

***

***

***

第二節

***

***

第三節

第二節

***

***

***

***

***

第三節

***

***

***

小息
第四節

***

***

第五節

***

***

第六節

***

***

午膳

小息
第四節

***

***

***

第五節

***

***

***

第六節

***

***

***

午膳

第七節

***

***

第八節

***

***

第七節

***

***

***

第九節

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

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

第八節

***

***

***

*** 各學習領域及學科課堂

圖 13：建議推行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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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推行模式三
與相關校本學科課程配合
(小學/中學)將原本每周安排兩節的「生活教育課」
，編為「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或連繫「生活教育課」，於該課節教授本學科的學習內容：
第一至
六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

***

***

***

***

午膳
第七節

***

***

***

***

***

第八節

***

***

***

***

生活教育課/

第九節

***

***

***

***

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

*** 各學習領域及學科課堂

圖 14：建議推行模式三

建議推行模式四
與班主任節配合
(小學/中學)於每日上午的「班主任課」，安排兩節作為「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或與班主任課扣連，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班主任課/

班主任課/

德育及國

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

民教育科

***

***

***

***

***

***

早會
第一節
第二節

班主任課

班主任課

***

***

班主任課

小息
第三至
六節

***

***
午膳

*** 各學習領域及學科課堂

圖 15：建議推行模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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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推行模式五
與「全方位學習課」配合及協調
(中學)每周進行的「全方位學習課」
，可安排二節作為「全方位學習課/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第一至
六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

***

***

***

***

午膳
第七節

***

***

***

***

第八節

***

***

***

***

第九節
***

課/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

學習
***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
***

全方位

***

課/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

*** 各學習領域及學科課堂

圖 16：建議推行模式五
y

此外，學校更可以因應「校本」考慮，採用「混合模式」，靈活組合以上所
介紹的課時安排，並配合其他學習經歷，更有效運用學習課時。例如：一些
學校或可以考慮於推行本科初期，集中將本科課擔交予數位教師負責，除了
能集中資源，使推行能更順暢，於時間表的安排，也能更靈活及富彈性。

3.2.5 學生族裔及文化背景差異的處理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配合香港多元社會文化的特色，由培養學生的品德開始，
逐步推展至不同社群的理解，以及世界公民素質的建立，並包括對於普世價
值的認識。

y

居住在香港的學生，不論其族裔及文化背景，均可以藉本科的學習，對於香
港多元文化的融合與共生加深了解，避免族裔及文化背景差異而引起的衝突
與誤會，學會求同存異、互相欣賞，促進社會和諧。

y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身處香港特區生活及接
受教育的學生，不論其族裔及文化背景，都應該理解香港社會，進而對於中
國的國情有基本認識，從中學會對於不同國家、地區抱持開放接納、欣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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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等態度，提升現代公民素質。
3.2.6 學習與評估的結合
價值觀和國民素質，不宜進行個別比較和考核。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規畫與
評估應同時進行及互相配合，本課程指引所建議的評估策略，旨在鼓勵教師有
系統記錄學生於本科的學習成效，能進一步優化教學，學生亦能藉有效的評估
策略，了解自己改善方向，促進學習(有關本科的評估策略，可參閱本文件〈第
五章：評估〉)。
3.3 課程設計
y

自回歸以來，各中、小學校已備有國民教育課程，而品德教育的推行，更是
源遠流長。各學校於相關的課程規畫，累積不少有效策略和成功經驗，值得
延續和推展。本科並非要求學校將現行持之有效的推行模式「推倒重來」，
而是要藉本科的推行，進一步加強德育及國民教育。

y

本科所提供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框架和學習目標，能幫助學校進行整體
和有系統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規畫。綜觀現行學校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相關
的課程內容及學習經歷，可以了解當中能否全面涵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所訂
立的學習目標，並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行，作出增潤和優化。最終，為
學生提供一個完整、全面及持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學校可以參考以下
模式，規畫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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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學習目標

綜觀學習領域/學科內容
/其他相關學習經歷

規畫課程學習內容

適當引入資源支援

運用多元評估
了解學習成效

參照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各學習
階段的學習目標，訂立各級的學
習目標

了解當中已涵蓋的德育及國民
教育元素，並考慮是否需要進一
步強化和增潤

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為綱，並配合各學習領域及及學
科、其他學習經歷，規畫德育及
國民教育課程

選擇合適時事及生活議題，並引
入不同學習資源，作適當的調
適，以配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
學習目標及「校本」和「生本」
的需要

以學生於學習目標的表現作為
基礎，藉多元化評估，了解他們
的轉變和得著，並以此作為優化
課程的參考

圖 17：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規畫建議模式
y

由於各學習領域及學科(例如：常識科、中國語文科、中國歷史科、通識教
育科、生活與社會課程等)，已蘊涵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元素，可以互相
補足及協調。學校應彈性規畫本科各「生活範疇」的學習課時 (例如：「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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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範疇」學習內容，已於其他學科教授，而「國家範疇」則需要較多學習時
數，學校可因此而作出適當的課時調配)。
y

本科建議學校可以運用一些課程檢視工具，有效規畫本科的學習內容 (「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檢視工具，詳見〈附錄三〉)，確保學生能獲得全面
和足夠的德育及國民教育學習經歷21。

3.4 各持分者角色
3.4.1 校長
y 帶領全校師生及各持分者，依據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目標，並按「校本」
和「生本」的條件和要求，包括：辦學理念、學校條件、學生需要等，制訂
本科的整體發展方向和模式，推動各持分者朝向共同目標前進。
y

挑選並委任或授權校內一位教師，負責統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規畫及
推行，並定期向校長匯報本科的推行狀況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y

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有關本科的專業培訓課程或發展活動，並推廣校內及校外
觀摩交流的文化，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

y

身體力行，積極將本科的學習目標，結合日常學校運作及安排，讓學生能浸
淫於一個培育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學習環境。

y

與不同社區組織、各政府部門及相關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協同各方參與的力
量，引入不同類型的資源及支援，一起推動本科，令工作事半功倍。

3.4.2 課程統籌
y 對本科課程理念、目標架構、推行策略等，有透徹的掌握，讓各持分者對推
行本科的意義有所認識，帶領本科教師配合各學習領域及學科、學習經歷，
全面培育學生的個人品德及國民素質。
y

積極與各學科主任及相關行政小組（如：訓導組、輔導組、學生成長組等）
負責人保持溝通，互相配合，例如：共同訂定相關的學與教策略、安排跨學
科的學習經歷等，協調資源運用，提高整體學習成效。

y

對社會時事及生活事件保持敏銳觸覺，彈性安排本科學習內容，配合不斷轉

21

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習目標於各學習領域及學科的相關內容，將於日後相關的教師專業
培訓活動提供，促進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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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社會環境，為學生提供生活化的學習經歷。
y

帶領本科教師，共同訂定本科的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學與教及評估策略；
鼓勵積極參與，盡量按各人的性向、興趣和能力分配教擔，以能各恰其分。

y

安排本科教師與各學習領域及學科的教師合作，討論、策畫和推行各級與培
養價值觀有關的跨學科課業、學習活動、專題研習、其他學習經歷等。

y

推動專業交流文化，鼓勵本科教師互相觀摩及共同備課，經常了解學生學習
成效，並以此作為未來課程規畫的依據；有需要時，向校長提出額外資源的
要求。

y

帶領本科教師，建立全面的學科評估系統；除了能記錄及回饋學生於本科的
學習成效，更能作為提升學與教效能的參考。

y

搜尋本科學與教資源及培訓資料，並創造適當的培訓、交流等專業發展機
會，推動教師積極運用資源及參與培訓和交流。

3.4.3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教師
y 掌握本科的課程理念、目標和架構，了解本科與各學習領域、學科及相關學
習經歷的關係，積極參與訂定本科的課程內容、學與教及評估策略等工作，
建立對本科的認同和歸屬感。
y

於學科小組會議或共同備課時段，一同分享經驗及資源，討論和設計學習活
動，分工合作，製作和預備所需的課業及教材。

y

關心學生成長和需要，留意時事及生活事件，積極調適本科學習內容，務求
以生活化方式推行本科。

y

積極參與本科相關的培訓及交流活動，並把所學實踐於教學，讓教學安排更
能切合學生需要、社會發展和各持分者的期望，以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3.4.4 一般教師
y 了解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目標和策略，認同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
態度是全校教師的使命和共同責任。
y

以「身教」配合「言教」，能以身作則，作為學生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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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思考如何善用不同學習機會（例如：參觀交流、服務社區、專題研習等），
配合本科的學習目標，讓學生實踐正面價值觀及態度；鼓勵學生在活動完結
後，藉討論和分享，強化學習成效。

3.4.5 家長
y 主動了解本科的學習目標和內容，思考在家庭環境，如何可以作出配合。
y

認同學校和家庭緊密合作的重要性，與校方保持密切及良好的溝通，與學校
一起為子女提供一個整全的學習及生活環境，培育品德及國民素質。

y

支持學校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活動，樂於配合並積極參與，例如：與
子女一起參加內地交流、義工活動等，擴闊子女的視野並培養良好品德及國
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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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畫本科應考慮的因素
建立團隊
 如何組織一班核心成員，共同參與規畫及推動本科的工作
 如何鼓勵同工，積極參與專業培訓課程，提升對本科課程的認識
及教學策略的掌握












優化系統
如何規畫一個有效率的時間流程，讓各項工作得以順暢推行
如何於校內建立學習資源平台，有系統收集、整理及更新相關學
習資源
如何不斷更新本科內容，配合社會變遷和學生需要
如何建立本科課程的系統性和延續性，讓學習成效得以持久發展
如何建立有效評估機構，全面和有系統了解及彰顯學生學習成
果，並提高學習效能
協同力量
如何聯繫各學習領域及學習活動的統籌教師，進一步將本科學習
內容扣緊於各學習經歷中
如何推動全校同工，身體力行，向學生展現一個有品德及國民素
質的形象，建立理想學習氛圍
如何有效引入各持分者參與的力量及外界相關的資源支援，進一
步提高本科的學與教成效
如何加深各持分者對本科課程內容的認識，協同力量一起推動

交流推廣
 如何推動協作交流文化，將一些有效的實踐經驗或策略與校內及
校外同工分享，提升學習效能
 如何將已收集有關學生的學習成就資料，清晰並有系統向各持分
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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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與教，是以學生學習為本，鼓勵他們從主動探索、思
考、判斷不同的生活事件，學習如何持守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從而發展個人
品德及建立穩固的身份認同(包括：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體現良好品
德及優秀的國民素質。

y

本章所提供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與教主導原則及策略建議，旨在幫助教師
構思推行本科的學與教。基於本科各範疇的學習目標及內容不同，沒有單一
的學習策略可以滿足所有要求。

y

本指引旨在提供一些較常採用的學習策略，作為教師參考，並非唯一教授本
科的既定取向。教師應配合本科的學習目標及內容，以及學生的學習需要和
能力，靈活選取及適當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促進本科的學與教果效。

4.1 從建立價值觀培育品德及國民素質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為基礎，藉此提高學生品德
及國民素質。就學與教的歷程，我們建議應從三方面著手，即：(i) 從認知
方面加深學生對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身份認同(包括：家庭、社群、國
家及世界)的認識、(ii) 從情感方面培養學生持守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
建立身份認同的情操、(iii) 從實踐方面鼓勵學生於不同生活範疇，實踐正
面價值觀及優秀的國民素質，達致本科的學習目標。
y

本科強調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幫助他們能抱持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作為理
解、分析和判斷事件的標準，並作出合乎情理的決定。這個方向，能夠配合
現今不斷變遷的生活環境，幫助學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當面對不同的生活
事件之際，體現個人品德及國民素質。

4.2 主導原則
y 一直以來，香港中小學都積極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亦累積不少有效學與教
策略及實踐經驗，值得繼續保留。本章所提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與教策
略，並非要以某些模式取代現今學校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習策略。藉列
舉學與教的可行策略，讓學校配合本身條件和優勢，作出調適與優化，以更
有效建立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培養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
4.3 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策略建議
y 建基於本科學與教的主導原則，就培育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策略，有以下六
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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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校本實踐經驗
以「學生為本」的學習經歷
運用生活化及富趣味的學習材料
營造有利的學習氛圍
結合體驗和實踐的學習經歷
以多元方式擴闊對生活範疇的認識

4.3.1 重視校本實踐經驗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推行，由來已久，各中小學校已擁有一群富經驗的教師，
能掌握如何有效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和國民素質。一些學校就本身獨
特的發展項目，例如：粵劇、國畫、中樂、辯論、社區服務等，可以作出配
合，發揮校本特色。本科便是建基於這個基礎，將學校一些行之有效的學與
教策略，適當並有系統地運用於本科的學與教之內，為學生提供一個多元化
並配合學生需要的學習經歷，培養品德及國民素質。

y

y

某學校積極推動傳統中華文化，並成立中樂團、舞獅、龍舟隊及中國
功夫等興趣學會。教師可以運用此項優勢，於講授本科與中國文化相
關的學習內容之際，邀請該些會員分享學習經歷及心得，藉此提高學
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

y

某學校與一特殊學校結成姊妹學校，並經常進行交流學習活動。教師
可以藉學校此項安排，配合課堂討論和分享，加深學生對政府如何幫
助弱勢社群融入社會的政策，並培養他們對不同能力的人之尊重和關
懷。

學校可以嘗試主動了解校內同工，有否具備與本科相關而又獨特的個人知
識、技能、經歷、才藝等，並可安排他們與本科教師甚至學生分享，加深對
有關範疇的認識之餘，更提高大家的學習興趣。

4.3.2 以「學生為本」的學習經歷
y 本科的課程方向，除了加深學生對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認識，更要幫助他們
於人生不同階段，建立身份認同並實踐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並非單純知識的
傳遞。因此，本科提倡「情」和「理」兼備的學與教，幫助學生建立一份對
持守正面價值觀的堅持(「情」)，並懂得辨識生活事件所蘊涵的正面價值觀
(「理」)
y

本科的學與教，應以學生學習為本，讓他們從主動探索、思考和判斷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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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建立正面並持久的價值觀，從而體現良好品德及優秀的國民素
質。因此，教師的角色，並非向學生灌輸一套既定的價值觀，來取代學生固
有的一套，而是盡量扮演從旁輔助的角色，達到下列目標：





提高學生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相關的生活事件之觸覺
引導學生辨識該生活事件所蘊涵的價值觀
幫助學生掌握如何將正面價值觀，作為理解、辨識和判斷的準則
鼓勵學生持守並實踐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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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藉討論具爭議性的生活議題，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
y
y
y

y

y

教師不應充當權威專家的角色，避免「一捶定音」，或以群眾壓
力壓倒不同意見。

y

討論過程以推動思考、明辨是非為主，而不在爭勝，更不在向學
生灌輸自己的觀點和價值觀。
如在討論過程，學生對議題無動於衷，或作出未經思考及缺乏理
據的共識，教師宜充當「反對者」角色，反駁學生意見，或指出
其自相矛盾之處，刺激他們的思考及提高學習動機。
教師於討論議題的過程，可發揮學習促進者的角色，藉提問或模
擬活動，幫助學生從多角度分析議題，並懂得如何將正面價值觀，
有效結合於討論的議題，才作出決定。
例如：當討論議題「發現好友於考試上作弊，應否向老師告發他
的行為？」
，我們希望學生並非停留在「如果他的父母知道，定會
狠狠懲罰他」(個人取向)，
「他是我的好友，我一定不會去揭發他，
那是沒有義氣」(人際關取向) 的答案，而是能將一些價值觀，例
如「公義」、「誠信」，作為判斷的基礎，會認同：「如果人人都作
弊，考試便失卻意義」、「作為好友，我不能讓他繼續錯下去，否
則日後他『誠信破產』，傷害將會更大。」

y

y

y

y

鼓勵學生尋找不同見解和立場的資料，從中發掘和辨識所蘊涵不
同的價值觀取態。
重視學生思考及判斷過程，為學生提供概念框架、討論技巧、分
析視角及決策模式等。
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避免只一面倒選擇較受大眾接受的立場，
而是要從不同角度考慮，並作為判斷的原則，以及了解當中蘊涵
的價值，而不是人云亦云。
教師雖然可以擁有立場和見解，然而必需營造開放的氣氛，確保
在討論過程中，持不同意見的學生，都能夠無分軒輊的得到公平
對待及表達意見的機會。

學習歷程應著重幫助學生於人生的不同階段，當面對千變萬化的生活事件，
能懂得如何作出理性的判斷，並持守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作為判斷和實踐的
依據。因此，學習必須富啟發性，能對學生固有認知和價值觀，作出一定程
度衝擊和挑戰，從而推動他們嘗試尋找新的知識和觀點，並對自己固有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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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作出調節，提升道德判斷能力，作為判斷的基礎。
4.3.3 運用生活化及富趣味的學習材料
y 一般而言，雖然各人對價值觀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會認同正面價值觀的可
貴，並值得持守；然而在實際的情況下，卻往往因為種種環境的限制，無法
實踐出來，所以，學生的日常經歷是一個探討價值觀的理想平台。
y

要培育學生能擁有良好品德及優秀的國民素質，並能積極實踐出來，單靠讚
賞或懲罰他們的行為，只能幫助他們認識於某情境之下，甚麼是正確或不正
確行為，未必能夠應付將來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

y

學校於設計本科的學習活動，除了要幫助學生認識並認同正面價值觀，更要
提供學習經歷，讓他們懂得如何於不同的生活情境，辨識正面價值觀，並實
踐體現出來。因此，本科鼓勵教師積極運用時事、生活事件、具趣味的題材
作為學習材料，與學生進行分析和討論，學習在不同生活情境，持守和體現
正面價值觀，並作出理性的判斷。

4.3.4 營造有利的學習氛圍
y 本科乃藉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提高他們的品德及國民素質，相較其
他以知識傳遞為主的科目，本科更強調為學生提供一個有效學習氛圍，達致
本科學習目標。道德心理學家 Wilson (1993)22 便曾清楚指出，單靠加深對
正面價值觀的認識，並未足夠培育青少年人良好的品德，而是有賴學校、友
儕、家庭、社會等各生活環境，讓他們經常感受及體會到一些良好品德，例
如：律己、誠實、待人以禮等，建立對此之認同，並願意持之以恆。
y

於學校環境，教師有關鍵的作用。教師除了於課堂講授，他們的言談舉止、
管理課堂秩序的方式、日常與學生相處的態度等，都能顯示其價值觀及生活
態度，並對學生價值觀的建立，有深刻的影響。Bandura(1977)23 的「社會
學習理論」指出，兒童和青少年會藉觀察成年人的言行，認識社會行為規範，
而教師在學生心目中，便是他們思想行為的楷模，教師一言一行，均是他們
學習的模範。因此，
「言教」和「身教」
，對營造有利的學習氛圍，培養學生
品德，是同樣重要。

y

家庭各成員的配合，對本科培育學生品德的學習成效，也有重要的影響。因
此，我們建議學校於推行此科，除了應讓家長了解學習目標和內容，也可以
於設計學習活動或工作紙之際，加入家長參與的元素，鼓勵家長能積極參
與，共同為學生提供一個整全及有利培育品德和國民素質的學習環境。

22
23

Wilson, J.O. (1993).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Free Press.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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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結合體驗和實踐的學習經歷
y 本科課程雖然是於課堂進行學與教的學科，然而如果能結合相關的全方位學
習經歷，例如：實地參觀研習、到內地交流體會、參與服務學習等，讓學生
可以獲得獨特的學習經歷。
y

本科的課堂學習，學生能從宏觀角度和不同視野，加深對討論內容的認識；
而體驗和實踐的學習經歷，除能提供時間、場景、人物和事件等元素，構成
豐富的學習內容，也能提供許多真實的學習情境，讓學生學習如何真正面對
和作出決策，更重要的是能培育一份情懷，能將學習成效延續下去。

y

以服務學習為例，學生可藉參與社會服務中體驗和反思，以培養品德，承擔
公民責任，提升國民素質。服務學習的對象廣泛，可以針對個人或群體，亦
可以包括機構組織，也可以指向古蹟文物，沒有限制。透過服務與學習結合，
學生可以了解別人或社會事務，亦可以培養關心別人或社會的情感，並以行
動作出貢獻，達到認知、情感和行動合一的學習目標。

y

服務學習適用於一些可以轉化為親身體驗與行動的學習目標及內容，藉以確
立知、情、行合一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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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物保育服務學習培養社區歸屬感
本科在第四學習階段的社群範疇，可以引入服務學習策略施教，為學
生提供真實及生活化的學習經歷，培養對社區的關心和歸屬感。
學習目標：
y 履行公民責任，關注及積極探討促進社會長遠福祉的方向。
學習內容：
y 認識及實踐公民參與，以建立對社會的認同感， 例如：模擬選舉、
服務學習、參與社區活動等。
建議教學流程
1. 學生搜集資料，了解學校所在及居所附近的古蹟文物。
2. 教師設計關於古蹟文物保育為主題的課堂學習，引起同學對於古
蹟文物保育的關注。
3. 學生分組進行以古蹟文物保育為主題的服務學習活動，定期到古
蹟文物所在地方進行相關活動，例如巡查紀錄、打掃清潔、訪問
遊人、義務導賞等，更可致函區議員及有關機構，表達對於古蹟
文物保育的意見。
4. 教師安排機會，讓同學互相分享經驗與心得，展示學習成果，增
進對於社區歸屬感。

4.3.6 以多元方式擴闊對不同範疇的認識
y

本科涵蓋不同的生活範疇，學習內容豐富，因應學生不同的成長背景和生活
經歷，對課程基本知識的掌握或會出現差異；教師可以藉各種方式，例如：
聆聽教師講解、閱讀教科書及參考材料、觀看視像資料等，配合有效提問，
傳達一些學生還未有接觸過的知識和資料。

y

教師可以就一些學生認識並關注的課題，例如：人際相處、戀愛態度、生涯
規畫等，與學生進行討論，並因應他們的論點，給予回饋，引導學生思考自
己論點背後所牽涉的觀念和價值觀，並透過提問，提供學習支架，鼓勵他們
自我反思，引導他們建立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從而達致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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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情境體會擴闊學生對家庭範疇的認識
本科於家庭範疇的相關學習內容，可以運用實際情境體會學習模
式，讓學生嘗試代入不同的角色和身份，思考解決問題和處理衝突
的有效策略，並培育關愛家人的價值觀。
學習目標：
y 以堅毅樂觀的態度，面對家庭的轉變和挑戰。
學習內容：
y 懂得以關懷和體諒的態度，消解與家庭成員的衝突。
建議教學流程
1. 學生分組，就曾經歷的家庭糾紛事件進行討論，又或設計一個
家庭糾紛的個案。
2. 每組將一家庭糾紛事件或個案改編為短劇，並選取一個關鍵的
場景，待演繹時以定格方式表達。
3. 各組輪流演繹短劇，演員於關鍵場景定格靜止。同學就場景進
行討論，提出化解家庭糾紛的建議。
4. 教師引領同學探討如何避免家庭成員糾紛，以及討論維繫家庭
成員關係與促進家庭和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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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辯論形式擴闊學生對社群範疇的認識
本科在第二學習階段的社群範疇，可以運用辯論形式，讓學生作多角
度的分析，列舉證據並提出見解，加深學生對議題的認識，並運用獨
立及多角度思考，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斷。
學習目標：
y 慎言律己，懂得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和別人相處。
學習內容：
y 認識朋輩相處的技巧及培養友誼的方法，例如：禮貌待人、以真誠、
關懷和友愛的態度與朋友相處、學習表達對朋友的尊重、顧及別人
的感受及為人設想等。
建議教學流程：
1. 設辯論題「給別人改花名是無傷大雅的」
，請學生自由選取立場，
請正、反雙方先完成各自的論點，再輪流發言。
2. 可以小組形式讓學生分享給人改花名或自己被改花名的經歷，讓
學生在過程中反省給別人改花名時的動機及用意，以及了解給別
人改花名可能會引致的後果。
3. 提供反思回饋，指出每人對花名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即使自己接
受別人為自己改的花名，亦不能假設別人也像自己一樣接受別人
為自己改的花名，各人都應尊重別人的意願及感受。
4. 在課堂中適時強化「尊重別人」
、「慎言律己」價值觀的重要。

4.4 國民教育學與教的策略建議
y 建基於本科學與教的主導原則，就國民教育的學與教策略，有以下三項建
議：
 國民教育的學與教基礎：以「情」引發
 國民教育的課堂組織：APET 國情學習模式及多重進路學習方式
 國民教育的推展方法：緊扣課堂學習、參訪交流和學習活動
4.4.1 國民教育的學與教基礎：以「情」引發
y 本科於國家範疇的學習，不是單以學生的知識增長來衡量，學習更需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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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讓學生了解四個層次的「情」，包括：「國情」、「情懷」、「情感」
和「真情」，這四個層次的關連如下圖所示：
真情

國情

情懷

情感

圖18：以「情」為本的國情學習
y

國家範疇學習，首要確立對「國情」的認識。國情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
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有關內容並非靜止不變，而是一個綜合和動態的概
念。國情內涵可以歸類為四個學習主題，包括：自然國情、歷史國情、人文
國情和當代國情。自然國情旨在了解國家的自然資源開發運用，了解國家的
潛力及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歷史國情旨在探討國家的歷史重要時代、人物、
事件和地域，以及重要發展脈絡。人文國情旨在認識國家的文化成就，傳承
優良傳統。當代國情包含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內容，探討現有及展望
未來。以四個主題為框架，順理加入相應的學習內容，可以提綱挈領，促進
有系統的學習。

y

國情範疇學習，重視「情懷」。情懷源自個人與國家的感情聯繫，教師應培
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建立國民身份認同，離不開對國家情感的孕育，不能只
是記誦資料，必須要重視人情，才可以讓國情學習富有生命力。教師應讓學
生明白自己與國家同根同源，在歷史、民族和文化三方面血濃於水，彼此關
係密切。

y

國情範疇學習，注重「情感」。教師應協助學生領略家國情懷，由接觸國情
資料開始，體會國情資料背後的豐富情感，因而產生觸動。同時，了解國情
學習重視與他人溝通，由接觸到觸動，產生互相感應通達的效果。要真正了
解祖國的發展，不可能光是依賴從書刊或傳媒得來的資料，學生得結合課堂
學習，親自踏足祖國，透過實地參訪交流，運用各種感官認識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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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國情範疇學習，本於「真情」。要推展國情學習，師生的投入不可或缺，還
需要互相感動和激勵。要成功推動國民教育，教師要有感動學生之心，才能
對學生產生感染力。國民教育並非單求知識累積，而是需要以互動方式，彼
此激勵，孕育真情，成為推動國民教育的原動力。

y

本科的學與教過程不能低估「人」的因素。透過由人引發對國情的理解，孕
育情懷、情感和真情。從人出發、以情為本的國民教育，可從理性或感性層
面入手探索。

以情理兼通方式探討中華文化
y

本科在第三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其學習目標包括欣賞中華文化，
並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可以聚焦於傳統建築的屋脊裝飾，
從理性或感性層面入手探索。

y

以理性為開始，可以從客觀的屋脊裝飾，探討它們與建築和生活的
關連，然後透過繪畫、陶泥創作等感性方式，表達內心感受。

y

由感性引發，可以從屋脊裝飾的圖片、繪畫等，猜想屋脊裝飾寄寓
的期望。然後進行資料搜集，瞭解不同地方的屋脊裝飾設計和風
格，製作的設計風格，以及這製作行業帶來的影響，例如廣東佛山
石灣盛產陶塑，而當地陶塑亦廣泛用於屋脊裝飾，藉此可以探討佛
山陶塑業對於當地經濟、社會和民生的影響。

y

從情與理兩方面進行探究學習，可以互補不足，推動學生以多方面
欣賞中華文化。

4.4.2 國民教育的課堂組織：APET 國情學習模式及多重進路學習方式
4.4.2.1 APET 國情學習模式
y 本科就國家範疇的學與教，建議一個學習模式(APET 國情學習模式)供教師
於課堂運用。這個學習模式有助學生從人物(Actor)、場景(Place)、事件
(Event)和時間(Time)四個層面出發，運用政治、社會、人文和科技四個分
析向度，以多元角度進行思考，立體地了解國家發展。
y

APET國情學習模式包括的人物、場景、事件和時間四個層面，其內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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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Actor)— 對於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藝、科技等領域富有
貢獻的人物，以及與國家發展歷程同行的民眾。
 場景(Place)— 對於國家發展有重大意義的地方，如經濟發展地區、會
議地點、工業中心等。
 事件(Event)— 對於國家發展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如制度革新、政策或
法規頒行、創新發明、技術突破等。
 時間(Time)— 對於國家發展有重大意義的時代，如思潮興起、研究歷
程、文化交流背景等，以及重要日期。
y

APET國情學習模式確立時、地、人、事四個切入點，可以結合政治、社會、
人文和科技四個分析向度，讓學生透過觀察、提問、討論、分析和思考的過
程，促進課堂學習成效，建構清晰而立體的學習圖像。這四個分析向度的內
涵如下：
 政治 — 探討國家的決策和管理制度，例如：國策制訂、政策施行、法
律確立、制度運作等。
 社會 — 關注社會民生發展，例如：房屋、教育、醫療、福利等。
 人文 — 欣賞源於生活的文化發展，例如：語言文學、思想信仰、禮儀、
習俗、技藝傳統等。
 科技— 思考國家邁向科技發展的路向，例如：科學思想、技術發展、
成果應用、持續創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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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PET 國情學習模式促進當代國情學習
本科在第三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可以選取「廣深港高速鐵路」作為
課堂學習焦點，運用 APET 國情學習模式提高學習成效。
學習目標：
y 從關心國家的發展及重要規畫項目，了解當中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學習內容：
y 探討廣深港高速鐵路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建議教學流程
1. 教師以人物、場景、時間和事件為切入點，提出「廣深港高速鐵
路」的四個學習重點，如下：
人物
場景
事件
時間

—
—
—
—

廣深港高速鐵路沿線民眾
廣深港高速鐵路客運站所在地
廣深港高速鐵路的建造與討論
2005 年 (廣深港高速鐵路廣深段動工)

2．教師引領學生運用四個分析向度進行探究，如下：
政治－廣深港高速鐵路與國家的鐵路運輸政策的配合
社會－廣深港高速鐵路客運站選址的考慮因素及影響
人文－廣深港高速鐵路對於社會民生帶來的影響
科技－廣深港高速鐵路與科學發展、工業生產、城市規畫的配合
3. 教師更可以引領學生將廣深港高速鐵路，跟全國高速鐵路網絡發
展作對照。例如 2010 年通車的鄭西高鐵(鄭州至西安)。此外，又
可以探討國家鐵道部《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當中提出四縱四橫
的高鐵網絡規劃，藉此可以了解祖國高速鐵路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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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 多重進路學習方式
y

本科就國家範疇的學與教，建議採用多重進路學習方式。以多重進路方式設
計課堂學習，可以分為四個層面的學習，包括認知、感通、實踐、解難和創
意，當中亦可配合內地參訪交流，達成有系統認識國情之目的。
y 認知層面學習，旨在確立國情的基礎，掌握國家的概況。除了立足國家現況
以外，還要運用多元思維、全球視域進行分析，以求知和求真的態度認識國
情。
從認知層面促進自然國情學習
本科在四個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均重視自然國情學習。以自然國情包括
的土地資源為例，可以從認知層面作探討，了解土地資源跟國土疆域概念
關係密切。除了從地域狹義角度認識國土疆域，讚嘆國家幅員遼闊，還可
以考慮人口發展以及民眾對於土地運用的情況，從而明白國家素有地大物
博的美譽，相對於人口持續增長與實際可用土地，土地資源並非無窮無
盡，而且開發運用需要面對不少機遇與挑戰，進而思考應變之道。

y

感通層面學習，旨在孕育家國情懷，透過真實認識國家，進而感受國家的處
境情況，將個人情感聯繫國家發展。對於同胞表示關懷，對於國家長足發展
引以自豪，實現今日同學以國家為榮、他日國家以同學為傲的目標，產生互
相感應通達的效果。

從感通層面促進當代國情學習
本科在四個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均重視當代國情學習。於當代國情學
習，可以從感通層面進行學與教，探討當代國家於不同範疇，例如：外
交發展、航天科技、基礎建設、經濟發展等取得的成就，讓學生對於國
家的長足發展引以自豪，將個人情感聯繫國家發展，並願意對於國家持
續發展作出承擔和貢獻。

y

實踐層面學習，旨在建立對於國家的承擔精神，從實踐中認識國情。由個人
做起，通過簡單的實際行動，了解和體驗國家的發展，加強個人和國家的緊
密關連，進而對於國家有所承擔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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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踐層面促進歷史國情學習
本科在四個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均重視歷史國情學習，鼓勵教師從各範
疇富有貢獻的人物取材，組織課堂學習內容。其中，教師可以引領學生探
討思想家孔子的貢獻，並注重實踐層面的學習。教師引領學生認識孔子的
言行，亦可以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實踐孔子的學說，將仁德、忠恕、禮義
等原則加以發揮，落實於生活處事，傳承中華文化。

y

解難和創意層面學習，旨在引發國情的創意思維，藉探討國家發展面對的機
遇和挑戰，以及相應變革、繼往開來之道，將認知、感受和行動推展至解難。
解難過程不受常規框架限制，重視思考和創意，配合國情不斷變化創新的特
色。

從解難和創意層面促進人文國情學習
本科在四個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均重視人文國情學習。年畫為傳統技藝
的瑰寶，可以選取作為人文國情的學習素材，進行解難和創意層面學習。
教師除引領學生認識與欣賞年畫的特色外，亦可以鼓勵學生思考年畫如何
跟現代生活配合，如何推陳出新，並就有關內容提出各種可行的策略，例
如將年畫融入現代家居室內設計，又或將平面的年畫發展為不同種類的擺
設和日用品。學生可以由年畫入手，就不少傳統技藝在現代社會日漸式微
的問題進行解難，提出可行建議，從創意思考和實踐中認識國情。

y

藉富有結構系統的課堂學習，有關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和內容，可加以組織
並展現，有助促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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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焦國家象徵的課堂學習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本科在第一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學習目標包括了解及尊重國家的象
徵。這個學習目標，可以藉適切的課堂學習設計而體現，以加深學生
對相關課題的認識，並培養對國家的自豪感。
學習目標：
y 從了解及尊重國家的象徵，例如：國慶、國旗、國徽、國歌等，建
立國民身份認同及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學習內容：
y 認識建國及國家主權的象徵，包括：國慶的日期及意義；國旗和國
徽的設計、意義、使用場合與規定、升掛國旗和懸掛國徽的禮儀；
國歌的名稱、旋律、歌詞、意義、奏唱場合與禮儀。
建議教學流程：
1. 教師引領學生討論自己生日的重要之處，進而帶出國慶的意義，
以及討論為國家慶祝生日的方法。
2. 教師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的實物或圖片，介紹其設
計理念。
3. 教師運用照片或錄像(例如：在奧運會開幕禮上各國隊伍持國旗進
場；中國健兒在勝出比賽後手持國旗繞場接受觀眾歡呼；中國健
兒在國際比賽中獲勝接受獎項時國旗隨國歌升起等)，讓學生了解
國旗的使用場合及禮儀，明白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對於凝聚和團
結國民饒具意義。
4. 教師播放國歌，並引領學生討論國歌的奏唱場合及禮儀，進而由
教師指導學生唱國歌，親身領略國歌的旋律和歌詞蘊涵的家國情
懷。
5. 學生透過課堂學習，進一步了解國慶、國旗、國徽、國歌等國家
象徵的意義，透過不同媒體重塑情景，並有所體會，從而加強對
於國民身份的認同，學會尊重國家象徵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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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代國情課堂學習了解國家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本科第三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可以從了解汽車工業發展，加深對於
當代國情的認識，並從不同角度探討國家現況及面對的挑戰。
學習目標：
y 從關心國家的發展及重要規畫項目，了解當中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學習內容：
y 探討當代國家的重要規畫項目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並了解當中
由理念規畫到具體實踐的過程，以及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建議教學流程：
1. 學生以「國家的汽車工業發展」為主題，分組就不同範疇進行資
料搜集，各範疇及探討重點舉隅如下：
政策法規：相關政策法規與汽車工業發展的關係，如「十二五」
規畫、汽車生產標準等
環境保護：汽車工業發展與節能減排、綠色低碳的配合
城市管理：汽車使用量增加對於城市道路、牌照管理的影響
社會民生：汽車工業發展與促進經濟、民生的關係
產業發展：汽車產業的發展方向(如中外合資、自主品牌建立等)
品牌建立：國家汽車品牌與外國汽車品牌在國內市場的推廣
國際貿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汽車工業發展的意義
國際合作：中外企業、科研技術合作對於汽車工業發展的貢獻
3. 各組就所屬範疇設計問題，供別組進行討論，讓各組建基原本所
得資料，並以不同視角思考「國家的汽車工業發展」。
4. 各組就討論結果作簡報，並由設計問題的組別加以評論及補充，
彰顯合作學習之效果。
5. 教師引領同學綜合各組所得，從汽車工業探討當代國情，了解國
家發展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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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國民教育的推展方法：緊扣課堂學習、參訪交流和學習活動
y 本科於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除了可以透過課堂學習達成以外，還可安排與
課堂學習緊扣的參訪交流和學習活動作為輔助，共同推展國民教育，以提高
學習成效。

緊扣課堂學習、參訪交流和學習活動以促進國家範疇學習
本科第三學習階段於國家生活範疇，其中一項學習目標是學習欣賞中
華文化，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提高國民素質。教師可以設計
關於客家文化的專題，並緊扣課堂學習、參訪交流和學習活動，引領
學生以了解客家文化為開端，體會多采多姿的中華文化。
學習目標：
y 學習欣賞中華文化，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提高國民素質。
建議教學流程
1. 教師以「客家文化」為課堂學習主題，以適切方法，引領學生了
解客家的歷史與傳統，以及客家文化在當代社會的發展。教師亦
可以運用一些例子和個案加以說明，包括：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
遺產的客家文化(如客家山歌、客家小食、婚嫁習俗、廣東漢樂、
紫金花朝戲等)，又如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客家團體或人物。
2. 因應上述主題的課堂教學，可安排相應的本地和內地參訪交流活
動作為輔助。本地方面，可參訪展現客家建築特色的荃灣三棟屋
和沙田曾大屋。內地方面，可前往客家地區進行參訪，與民眾交
流，了解當地如何保留客家傳統，並進行建設與改良，以促進可
持續發展。
3. 教師引領學生結合課堂學習和參訪交流，融會貫通。藉認識客家
文化，體會國家與香港的緊密聯繫，以及了解彼此共同為當代社
會進步繁榮所付出的努力。
4. 進一步延展學習，學生可以配合其他學習經歷(例如：專題研習、
分享會等)鞏固所學、進行反思及分享成果，緊扣課堂學習、參訪
交流和學習活動，以提高學習成效。

y

本科於國家範疇的學習目標及內容，可以通過有系統組織的參訪交流加以深
化和強化。要了解國家發展，不能單靠資料閱讀，還需要輔以與課堂學習和
其他學習活動緊扣的實地參訪交流，將平面的學習變得立體。教師為學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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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參訪交流學習，亦需要交流前、交流期間與交流後的學習鞏固和延展。

通過有系統組織的參訪交流以促進國家範疇學習
本科於第二學習階段的國家範疇，以了解國家與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為
目標。教師可以配合課堂學習，設計以粵港兩地宗祠建築為主題的參訪
交流，由此探討粵港兩地的文化淵源與傳承，孕育同根同心之情。
學習目標：
y 認識國家與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並在適當時候向祖國同胞表達關
懷，體現中華民族同根同心之情
建議參訪交流學習過程：
1. 交流前：
y 需要就宗祠建築和粵港關係的主題，進行資料搜集，擬訂研習題目，
例如探討宗祠建築與族群地位提升的關係。
y 因應研習題目，確立研習目的，以及擬訂研習計劃、研習方法和步
驟。
2. 交流期間：
y 需要選取粵港兩地富有特色的宗祠作實地參訪，進行資料搜集，與
行前搜集所得的資料互為對照。
y 參訪宗祠時，可以思考屋脊以蟹為裝飾圖案的寓意，當中反映古代
以蟹這種甲殼生物比喻在科舉取得一甲、二甲和三甲的等級，表現
宗族對於科舉考試的重視，寄望後人取得佳績，以提升族群地位。
y 除觀察外，可以採用訪談方法，訪問宗祠附近居民，深入了解宗祠
對於族群地位提升的影響。
3. 交流後：
y 需要將搜集得來的資料加以整合和分析，並以不同形式展示學習成
果，例如：報告、網頁、模型、短片等，或進行與主題相關的角色
扮演、戲劇表演，以生動有趣方式，與師生、家長及社會各界交流
學習經驗和心得，建立學習社群，延展和深化交流學習的成效。

y

配合課堂學習和參訪交流的學習活動種類繁多，教師可以因應學生的需要，
89

設計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例如：專題研習、校園活動等，以多元化方式促
進國民教育學與教的成效。
y

專題研習的設計，可以配合課堂學習和參訪交流，以個人或分組形式進行。
透過專題研習鞏固及延展學習，將研習成果以文字、圖像及其他形式展示，
包括：情境模型、錄像短片、電子書籍等。此外，專題研習以不同途徑進行
分享，例如：網站、網誌、刊物、展覽會、報告會、校園電視節目等，以推
展國民教育。

y

校園活動的推行，同樣可以配合課堂學習和參訪交流，例如安排比賽活動、
戲劇表演、午間聚會、學習日/周等，於校內建立學習社群，讓不同班別的
學生可以交流學習心得，擴闊國民教育的接觸面，以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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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
y

本章旨在說明有效評估策略在本科學與教所擔當的重要角色，並闡述多元化
評估於反映及促進學生對本科學習成效之重要性和必要性、介紹不同評估策
略如何於本科發揮不同功能，以及在信度、效度和促進學習之間取得平衡，
達致最大的學習成效。學校在訂定本科評估策略和標準之際，應依據本科宗
旨、學習目標和課程內容，並參考本章所建議的評估原則，設計最能促進學
生學習並幫助優化課程的評估策略。

5.1 評估目的
y 作為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as Learning)：鼓勵學生反思和評價自己於
本科學習歷程的表現，幫助他們加深對學習的了解並思考進步的方向
y

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通過提供正面清晰的回饋，
讓學生認識改善方向，並藉彰顯他們的學習成效，幫助他們在所擔當的多重
身份中 ，例如：家庭、社群成員、國民及世界公民，建立認同感和歸屬感

y

學習成果的評估 (Assessment of Learning)：為教師及其他持分者提供資
料，作為調適和優化課程推行的重要依據 (圖 19)

圖 19：評估於學習歷程的功能
5.2 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y 課程改革建議學校應運用評估，促進學生學習，推行至今，教師普遍掌握如
何利用進展性評估，於學習過程為學生提供正面回饋，促進學習，並會運用
總結性評估，了解學生某一時段的學習成果，讓各持分者加深對學生學習的
掌握，作為進一步優化課程的基礎(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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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性評估

總結性評估

教學

評估
評估
學習

學習

教學
學習目標

圖 20：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5.3 課程特色與評估關係
y 本科旨在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及態度，著重幫助他們能夠裝備自己，當面對
不同生活範疇的生活事件之際，能持守正面價值觀並積極實踐出來，為此，
本科建議學校應採納多元化的評估策略 (包括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例如：紙筆測考、自我評估、同儕互評、教師觀察等，藉此充份反映學生於
本科的學習成果。
y

本科強調配合學生成長需要，學習如何於不同生活範疇，建立身份認同，評
估目的主要為了促進學習，並非要考核學生的價值觀是否「正確」，或比較
學生於品德及國民素質的表現「誰高誰低」。評估策略應能為學生提供具描
述性及方向性的評語，幫助學生能具體了解自己於本科的學習表現(描述性)
之餘，更清楚掌握改善提升的方向(方向性)。

y

本科為學生提供有系統並持久的學習經歷，培育品德及國民素質。評估宜於
學習歷程的不同階段進行，包括：日常課堂學習、於學期初及學期終結、於
其他相關學習經歷等，了解學生學習進度並提供方向指引，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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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與教效能的反思問題(1)
價值覺醒
y 能否促進學生意識日常生活言行、思想、習慣所蘊涵的價值？(例如：
教師協助學生意識守時蘊涵重視信諾、尊重規則等價值。)
y

能否引發學生對於個人、社會及與普世價值的思考及重視？(例如：教
師引發學生培養對於人道主義的重視，於個人層面尊重生命的可貴，
不會自我損傷；於世界層面跨越地域、民族限制，發揮守望相助的精
神，當有需要時向他人施以援手。)

價值理解
y 能否促進學生掌握課堂學習或活動所蘊涵的價值，以及理解價值的內
涵與延伸的意義？(例如：教師藉安排適切活動(如生活體驗、升國旗
儀式等)，協助學生掌握當中蘊涵的價值，如生活體驗可以拓闊學生對
於不同生活的認識，表現包容、接納的價值；升國旗儀式對國家象徵
的重視，表現團結、尊重的價值。同時，教師協助學生理解這些價值
的意義。)
y

能否協助學生理解價值的呈現方式，並使學生確立並認同作為相關群
體的身份，進而建立自豪和歸屬感？(例如：教師協助學生建立對於不
同身份的認同，並以成為相關群體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例如：建立對
於身為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一分子的歸屬感及自豪感，又或以成
為相關學習團隊而感到光榮，如擔任升旗隊的隊員、成為內地交流團
代表等。)

價值衝突
y

能否引領學生就不同價值進行辨識與比較？(例如：教師設計價值兩
難衝突處境，協助學生辨識價值衝突，如公義與人情、自由與生命等，
進一步釐清不同價值的意思，並思考如何梳理價值衝突。)

y

能否鼓勵學生就不同價值衝突情境，進行理性思考及多角度分析，並
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例如：教師協助學生於價值兩難衝突處境，作
出多元多角的考慮，進行價值優次排列，從而作出合乎情理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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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與教效能的反思問題(2)
情意孕育
y

能否激發學生的情感意志，由情感觸動進而建立美善行為動機，並不
斷延續？(例如：教師以適切方式，推動學生關注不同生活議題，如世
界範疇中資源分配不均、社會貧富差距等問題，由此孕育感同身受、
憂戚與共的關愛之情。)

y

能否引發學生的情感意志，推己及人，於生活上帶來正向轉變？(例
如：教師為學生安排義工服務經歷，讓學生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並能推己及人，於日常生活藉幫助別人而帶來滿足感。)

價值內化
y 能否推動學生在生活層面自覺地表現美德及相關普世價值？(例如：
教師營造理想的學習氛圍，協助學生實踐美德及相關普世價值，並成
為學習生活一部分，如教師要求同學分組進行專題研習，因應各成員
興趣和需要而安排適切的任務，故此縱使沒有每天召開工作會議提
點，學生仍能堅持履行責任，樂意參與學習活動，與別人坦誠分享經
驗和心得，尊重別人意見，達成團隊學習目標及作出貢獻。)
y

能否鼓勵學生在不同生活範疇樂於承擔責任？(例如：教師協助學生
認識自己不同生活範疇的責任，樂於承擔責任，並訂立行動目標，如
在家庭範疇，正視及肩負家庭成員的責任，對於促進家庭和睦有所承
擔；在社群範疇，承擔作為社會公民的責任，奉公守法；在國家範疇，
主動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及當代發展，樂意為國家的持續發展貢獻力
量；在世界範疇，善用資源，願意為生態環境保護盡一分力。)

習慣形成
y

能否激勵學生在日常生活自覺地實踐美德及相關的普世價值，並建立
持之以恆的習慣？(例如：教師協助學生將美德及相關的普世價值，呈
現於日常生活。如在個人範疇，瀏覽網頁及使用網上留言區時，保持
慎獨自省；在社群範疇，待人接物講求誠實、信諾，尊重不同人士，
不會歧視別人。此外，積極開拓視野，了解香港、國家與世界的新聞
時事及不同議題，進行客觀分析，並作出理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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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y

評估理念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宗旨 (見本文件〈1.2 課程宗旨〉)，涵蓋學生認知、
情感及行為層面，提升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例如：
 「認知層面」
：
「提高學生對自我及在家庭、社群、國家、世界等生活範
疇中的角色和責任之認識。」
 「情感層面」
：
「提高學生對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的認同和歸屬感，
發展同理心，能夠推己及人，關心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成為有識
見和負責任的家庭成員、社會公民、國家國民及世界公民。」
 「行為層面」
：
「擴闊學生視野，依循『認識自我、立足香港、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的方向，能體驗和實踐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並樂於關顧家人、
服務社會，認識自己的國民身份，願意為國家及民眾謀福祉，致力貢獻
國家及世界。」
為此，評估策略不宜以單一方式、亦不限於以紙筆測考進行，而應緊扣該
科的「認知層面」
、
「情感層面」和「行為層面」
，採納持續及多元化的評估
策略，全面並有系統了解學生學習成果，並作出正面的回饋和彰顯，促進
學習成效。

5.4.1 認知層面
y

就了解學生於「認知層面」的轉變，除了對道德概念(例如：何謂責任感、
公德心)的理解、相關內容的認識，亦包括理性思考、道德判斷及相關生活
技能的掌握等。

y

教師除了可以運用傳統紙筆測考的模式，更可結合日常的學與教，例如：口
頭提問、小組討論、專題研習等，將學習與評估作更緊密連繫，亦促進教師
於學習歷程的不同階段，都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更可作出即時清楚的正
面回饋，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提升他們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斷能力：
 例子一：當討論「應否揭發好朋友在考試中作弊？」
，學生答案若只停
留在「會被老師懲罰」的理由之際，教師便可引導學生從「對其他同學
是否公平？」
「作弊的成績有沒有意義？」
「誠信的價值？」
「何謂成功？」
「成功的準則」等多層次問題進行思考，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答案，更可
以提升他們相關的認知和思維判斷能力。
 例子二：當小組討論有關國家未來發展的相關議題之際，教師除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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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工作紙和從旁觀察，了解學生對議題內容的掌握，亦可以透過提問，
引導他們為眾人福祉及國家長遠利益進行思考和討論，擴展思維和判斷
的廣度和深度，提升於「認知層面」的國民素質。
5.4.2 情感層面
y

就了解學生於品德及國民素質的轉變和發展，教師可根據學習過程中的觀
察、學生自評、家長評估等多種方式，留意學生由情感觸動至產生態度上的
轉變。

y

這個態度轉化歷程，可以由疏離、漠不關心，到願意關注、主動接納、認同、
樂意參與，乃至從行為上具體表現出來。這份情感的表達並非剎那間、片段
式的意念，而是具持續性及維繫力的態度轉變和發展，並輔以具體行為以彰
顯內裡的生命素質。

y

教師可參考 Krathwohl24等學者就「情意領域」所提出的分類框架 (圖 21a)，
了解學生於品德及國民素質的「情感層面」之轉變和成就：
表現
形成品格

接受
(Receiving)
相關動詞
例如：
y 同意
y 接納
y 關注
y 選擇

評價
(Valuing)
反應
相關動詞
(Responding)
例如：
相關動詞
y 參與
例如：
y 從事
y 遵守
y 衡量
y 認同
y 判別
y 支持
y 正視

(Characterization)
相關動詞例如：
重組
(Organization) y 持守
相關動詞
y 實踐
例如：
y 欣賞
y 歸納
y 鑑賞
y 統整
y 強調
y 組合
y 合成

圖 21a：教學目標分類法 (情意領域)
y

該五大階層，即「接受」(Receiving) 、「反應」(Responding) 、「評價」
(Valuing) 、
「重組」(Organization) 及「形成品格」(Characterization) 是連續

24

Krathwohl, D.R., Bloom, B.S., & Masia, B.B. (1973).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i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II: Affective Domain.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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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備螺旋型的結構，較低層次是具體而外顯的行為，層次越高，越屬於普
遍和一般化的行為：





y

接受 (Receiving)–對外在某種事物或環境的感知並產生注意
反應 (Responding)–進一步對該事物或環境，作出積極關注及行動
評價 (Valuing)–通過積極關注和行動，從而肯定其價值
重組 (Organization)–整合新的和舊有價值觀，發展一套完整價值系統
形成品格 (Characterization)–將這價值系統內化成為個性的一部分

教師可以藉運用以上的分類，作為了解學生於本科於情感層面的轉變及學習
成果的參考基礎。例如，學生對各生活範疇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可藉運用
此框架(圖 21b 至圖 21f)，設計下列指標，作為評估準則 (評估策略見本章〈5.5
評估策略〉) 。
表現
內化

接收
(Receiving)
例如：接納
自己與別人
的不同

(Characterization)
組織
例如：抱持正面
(Organization) 價值觀，堅守原
評價
例如：改變負 則，能夠做到言
(Valuing) 面思維，堅持 行一致
回應
例如：欣賞 生 命 的 意 義
(Responding) 個 人 獨 特 和價值
例如：認同 之處，肯定
自己生命
人生而平
等，尊重每 的價值
個人的生命
圖 21b：教學目標分類法 (個人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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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內化
組織
評價

接收
(Receiving)
例如：接納
作為子女應

(Valuing)
回應
例如：衡量
(Responding) 「 家 人 意
例如：認同 見」與「個
家庭和諧的 人意願」兩
者的利害
重要
衝突

(Organization)
例如：歸納
「家人意見」
與「個人意
願」的重點，
安排或改變
優次，以締造
和諧家庭

(Characterization)
例如：勇於承擔
自己作為家庭一
份子的責任，為
維繫和諧家庭而
不斷努力

盡的責任
圖 21c：教學目標分類法 (家庭範疇)

表現
內化

評價

接收
(Receiving)
例如：接納
個人在社會
的權利與義
務

(Valuing)
回應
例如：支持
(Responding) 或 參 與 改
例如：遵規 善 及 促 進
守法，實踐 社 會 發 展
公民應盡的 的活動
責任

(Characterization)
組織
例如：履行公民
(Organization) 責任，主動關心
例 如 ： 比 較 社會未來的福祉
「個人權利」
和「社會責
任」，肯定社
會 團 結 和
諧，尊重法
治、人權和平
等的精神

圖 21d：教學目標分類法 (社群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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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內化

接收
(Receiving)
例如：意識
自己身為中
國人的責任

(Characterization)
組織
例如：實踐承擔
(Organization) 改善國家和人民
評價
例 如 ： 結 合 未來福祉的責任
(Valuing) 「國家國民」
回應
例如：對身 及 「 世 界 公
(Responding) 為 中 國 人 民」的身份，
例如：認同 身 份 感 到 認 同 個 人 擁
有的多重身
身為中國人 自豪
份
應對自己國
家有歸屬感
圖 21e：教學目標分類法 (國家範疇)

表現
內化
組織

接收
(Receiving)
例如：接納
世界公民的
身份，關注
世界的可持
續發展

(Organization)
評價
例如：比較中
(Valuing) 華 文 化 及 普
回應
例如：贊同 世價值，歸納
(Responding) 多 元 文 共融之處
例如：支持 化，推崇文
保護環境的 化共融

(Characterization)
例如：欣賞多元
文化，從文化傳
承及保護環境方
面，積極促進人
類福祉

生活習慣

圖 21f：教學目標分類法 (世界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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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行為層面
y

就如何評估和彰顯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而言，「行為層面」較「認知層面」
及「情感層面」具體及容易掌握。教師可從學生於參與學習活動過程中，觀
察學生的出席率的穩定性及行為表現，例如服務過程是否積極投入、熱心參
與等。

y

教師亦可沿用學校記錄學生行為表現的方法，並由學生、同儕及其他持分者
擔當觀察、評估和記錄的工作，有系統了解並彰顯學生於「行為層面」的成
就和轉變 (具體評估策略詳見下節〈5.6 評估策略〉)。

y

值得注意的是，本科的評估方式並不是固定的，每種方法都有其適用範圍，
例如：工作紙的紙筆習作，較為適用於認知層面的評估，而教師觀察及回饋、
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家長評估等方式，則較適用於情意層面和行為層面的
評估。教師宜根據具體情況，靈活地運用不同的評估策略，並在教學實踐中
不斷探索創新，使多元化的評估更臻完美，讓教學目標充份體現。

5.5 注意事項
y

建基於上述評估理念，在進行本科的評估策略時可考慮以下原則：
 促進學習為本：應於整個學習經歷，適時適切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表
現及改善方向，提升學習成效
 提供正面回饋：並非為了尋找錯處並作出指責，而是以正面積極回饋，
彰顯學生學習成就並促進思考改善方向，幫助建立正面積極的個人形象
 闡明評估目的：應向學生清晰明確闡明本科評估目的、方法和準則，
有助他們作為自我評估的學習者，掌握自己的學習進程，提高學習動機
和成效
 採納多元模式：單一評估模式較難全面反映學生於本科的學習表現，
宜應採納多元化評估策略，從不同範疇和生活層面，真實並有系統彰顯
學生學習成就
 不宜簡單劃分：應儘量避免產生標籤效應，不宜將學生輕率歸類為「有
品德」或「沒有品德」
、
「愛國」或「不愛國」
、
「有責任感」或「沒有責
任感」等
 鼓勵各持分者參與：各持分者，包括：教師、家長、學生、同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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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作為學習成果的評估者，從不同角度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相較
依賴單一評估者的觀察和意見，能更全面和具體彰顯學生於本科的學習
成就
 有系統並持續進行：避免以一次性的綜合性評估(例如：年終測考)，作
為歸納學生於本科學習成就的依據，而應在學習的不同階段，有系統並
持續作出回饋，幫助不同能力和表現的學生，都能循序漸進達致學習目
標
 優化課程：評估應具備清晰目標及明確方向，著重了解及彰顯學生就
本科的學習成果，並能為教師提供資料，作為調適和優化課程內容的重
要基礎，擔當自我更新和完善課程的功能
5.6 評估策略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評估目的，並非要考核和判斷學生的價值觀是否「正
確」
，或是比較學生表現「誰高誰低」
，而是要為學生提供正面回饋，於學習
歷程的不同階段，彰顯他們於該科的學習表現，幫助他們思考改善方向，並
為持續優化課程提供重要資料。

y

本科建議學校應採納多元化的評估模式，並邀請不同持分者參與作為評估
者，建立一個多角度的評估系統。以下是一些多元化評估策略的建議，以供
教師參考。教師可因應「校本」和「生本」的考慮，適當採納並作出相應調
適，配合本科課程目標、學校發展及學生需要。

5.6.1 於學習歷程中進行
y 適時口頭提問：於課堂學習，教師向學生提出問題、聆聽答案並作出回應，
能了解個別學生的學習表現和進度之餘，並可以即時引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思
考問題，提升判斷能力。此外，教師亦可以藉向學生提供具體和正面的即時
回饋，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和身份認同，並掌握提升自己的方向。
y

結合學習經歷：就本科的學習內容擬訂工作紙及活動記錄等，綜觀學生掌
握本科所涵蓋的知識並了解學生就不同生活事件的觀點和取態，從而作出輔
導和指引。教師亦可藉批改的過程，為個別學生提供正面清晰的回饋，促進
學習。

5.6.2 邀請各持分者參與
y 教師作為評估者：教師可藉設計及填寫「學生表現檢視表」
，有系統收集和
記錄學生於本科的學習表現，並就記錄和評鑑學生的學習成就，提供重要資
101

料 (例子見〈附錄四〉) 。此外，教師亦可以依據本科課程目標，並因應「校
本」和「生本」的條件，舉一反三，設計能充份反映學生於該科學習的成就，
作為記錄觀察結果之用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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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能否為自己前途作出

y 當家庭面對逆境，能

y 能否以理性和獨立

y能否關心國家發

y 能否認同世界公民

規畫，為追尋理想而
努力？

否勇於承擔解決問題
的責任？

思考，對社會時事作
出分析和判斷?

展，勇於擔當服務人
民的責任？

身份，並從國家國
情理解世界時事？

y 能否從多角度了解生

y 能否以堅毅樂觀的態

y 能否養成敏銳的時

y能否欣賞中華文

y能否具備國際視

活事件，辨識相關價
值觀並作出合理判斷

度，面對家庭的轉變
和挑戰？

事觸覺，能從不同角
度了解社會時事？

化，體會當中所蘊藏
的意趣及精神？

野，了解本地、國
家和全球密切關
係？

y 能否抗拒友儕或外界

y 能否以理性和尊重的

y能否履行公民責

y 能否了解國家現況

y 能否尊重不同民族

引誘，堅決不嘗試不
當行為？

態度，向家庭成員表
達意見？

任，積極關注社會不
同時事時事？

及國情，並作為判斷
的基礎？

和文化的獨特性，
培養共融精神?

y 能否以積極樂觀態度

y 能否主動分擔家庭責

y 能否遵循法紀，表現

y 能否認識國家環境

y 能否初步掌握一些

面對生活及成長的轉
變？

任，例如：照顧家中
長幼、分擔家務？

和自然生態，養成保
護之情？

普世價值，例如：
平等、民主、人權？

y 能否了解自己的短處

y 能否了解自己作為子

y 能否認識並尊重國

y 能否以開放和接納

和長處，擁有正面自
我形象？

女的責任，並主動向
父母表達關懷？

家象徵，萌發對國家
和家鄉的歸屬感？

的態度，與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相處？

個人範疇

家庭範疇

良好公民素質？
y 能否於不同場合，表

現應有的禮儀？

社群範疇

國家範疇

世界範疇

圖 22：於本科各生活範疇擬訂的評估指標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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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學生作為評估者：(i) 於學期開始及學期終結，可由學生擔當評估者的角色，
填寫相同問卷收集前/後測的數據，了解自己於該學年就本科各學習期望的
轉變；除了能讓學生加深認識自己，思考改進方向，亦能為各持分者提供重
要資料，了解該科的學習成效；(ii) 讓學生填寫由教育局發展的「情意及社
交表現評估套件」，量度整體或一個群組學生在相關範疇(例如：「價值觀」、
「道德操守」
、
「國民身份認同及全球公民」等)的表現和發展情況(有關「情
意 及 社 交 表 現 評 估 套 件 」 詳 情 ， 可 參 閱 網 址 ：
http://apaso.edb.gov.hk/chi/default.htm)。

y

同儕作為評估者：同學之間當完成一些學習經歷，例如：義工服務、交流
考察、專題研習等，可以填寫問卷，互相評價大家於該學習經歷的表現(例
子見〈附錄五〉)，為綜觀學生學習表現，提供不同的視角和觀點，與其他
評估策略一併使用，能更全面真實反映本科的學習成效，也可以促進協作學
習。

y

家長作為評估者：邀請家長填寫問卷 (例子見〈附錄六〉)，除了能進一步
了解本科學習成效及反映學生於家庭生活範疇的表現，也可藉此等學習活
動，協同家長參與的力量，共同為青少年提供一個整全培養品德及國民素質
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5.6.3 不同方式展示成果
y 就如何展示學生於本科的學習成就，以下是一些建議方向：
 清楚闡明目的：各項評估策略有其優勢與局限，應向各持分者闡釋如
何「解讀」從不同策略所收集的資料，例如：從「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
套件」收集數據，只宜用作整體分析，避免個人比較；對學生學習表現
的質性描述，不宜以統計方法處理。
 避免籠統歸類：從評估所收回來的結果，應小心提防誤釋數據，輕率
將受評者加上「有品德/沒有品德」
、
「愛國/不愛國」等標籤；更要避免
學生藉展示同儕互評結果而進行人身攻擊。
 建立系統機制：學校應建立有系統的評估機制，追蹤學生的學習進度
和表現，作為持續促進學生學習及優化課程的基礎；並以不同模式，例
如：家長講座、學校通訊、專題報告、學習檔案等，向持分者發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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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著重正面回饋鼓勵
y 本科評估，以正面表彰學生學習成就為目的，提供具描述性和方向性的評
價，避免於學期終結以分數或等級，概括學生於本科學習的表現；能適時適
切地就學生於本科表現作正面回饋並表彰，促進學習成效之餘並能幫助建立
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以及身份認同(包括：個人於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
各範疇)。
y

一直以來，各中小學已運用多元化的模式，評估及彰顯學生於德育及國民教
育的學習成就，促進學習成效並能持續優化課程：
 例子一：
將評估結合學生學習經歷
某小學舉辦到內地交流學習活動，參加學生須將每日經歷和體驗記錄下
來，並於晚上以小組形式進行分享和匯報，教師則因應其匯報內容，作
出回饋和指導。於整個學習及評估過程，學生除了能了解別人和自己的
觀點，並能得到教師的即時回應；教師亦可了解學習活動的成效，從而
作出優化學與教的建議。
 例子二：
以專題研習結合各類評估策略
某中學舉辦專題研習，就國家發展和面對挑戰進行議題探討。完成研習
後，學生需進行小組匯報，除分享對議題的心得和體會，並就各組員於
學習歷程的表現作出評價；其他組員也可以對小組匯報作出評分，並選
出最佳表現的組別。老師會就各組的學習成果評分並給予意見。各組的
學習成果，亦會以壁報形式，向全校師生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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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三：
以自評問卷形式了解學習成效
某小學於學期開始及結束，從「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選取部份問
卷，讓學生填寫，並比較兩者變化，了解校內整體學生就個別成長及價
值觀範疇於該學年的轉變。此外，該校亦將收集回來的數據，加入其他
參數分析，例如：年級、性別、學業成績、操行等，進一步加深對學生
各方面的了解，亦為學校課程，提供重要的資料。

 例子四：
於學生成績報告表反映學習成效
某小學就學生個人成長及品德態度，由班主任以正面及鼓勵性的描述，
記錄於成績報告表上，向家長展示。此外，學校亦會安排家長會，於派
發成績報告表的同時，讓學生親自向家長說出自己對以往一年學習的體
會和困難、對自己的觀感及期望。教師也藉此機會向學生作出正面回饋，
幫助他們掌握進步的方向並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

y

學校可以建基於現有基礎，運用各種模式，就本科於不同的學習歷程，向各
持分者彰顯學生的學習成果，並為進一步優化課程，提供重要的資料(七個
核心價值觀評估報告範本見〈附錄七〉)，例如：







整體學生於自評問卷的轉變，可於學校網站、學校通訊或校務報告發放
教師觀察個別學生於本科的學習成果，可於學校成績報告表展示
同儕互評的結果，可以藉小組匯報彰顯出來
家長對學生就本科範疇表現的評價，可於家長通訊展示
運用學習歷程檔案，記錄並彰顯學生於整個學習歷程的反思和得著
本科測考的成績，亦可於學校成績表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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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與教資源

本章旨在介紹本科的學與教資源，包括選取原則、資源類別，以及資源的管理
與發展，亦會列出本科適用的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協助教師甄選適切的學與
教資源，並加以調適，靈活運用，以促進本科學與教的成效。
6.1 學與教資源的選取原則
y 展現正面價值觀及態度：要幫助學生加深對品德和優秀國民素質的認識，
教師所運用的學習材料，應能顯示有關事件和人物「體現了什麼正面價值
觀？」、「正面價值觀於事件的重要性何在？」、「如何持守正面價值觀、
體現優秀國民素質？」等，能將正面價值觀及態度，清楚具體向學生展現出
來，讓學生清楚掌握如何在不同情境，持守並實踐優秀國民素質。因此，教
師需要從不同來源挑選合適的學習材料，並加以適當的剪裁和調適，以達成
學習目標。
y

採納廣泛題材：本科旨在幫助學生於各生活範疇，都能培養良好品德及優秀
的國民素質。正因如此，我們建議教師於選擇學與教資源，應要廣泛吸納不
同視角、觀點、背景、取態、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的學習材料，讓學生能藉
對照、比較、補充和驗證，從多角度加深認識，並於教師指導下，學習如何
在不同觀點和價值觀紛陳之際，持守正面價值觀及態度，作出合理的判斷。

y

多元化的類別：香港是國際都會，資訊科技發達，各式媒體發放的資訊唾
手可得，為本科的學與教，提供不同類型並多元化的素材。教師可因應課程
內容、學習目標及學生需要等，善用各式各樣的資源，例如：報章、雜誌、
書刊、電視、電影、網絡媒體等，而不限於單一類別或某一源頭的資源，除
了能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亦可學習從不同資源類別，掌握如何發掘、了解、
分析和判斷當中可取內容的技巧。

y

配合學生需要：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習內容，建基於學生日常體驗及生
活冉事件。要有效培育他們的品德及國民素質，教師於選擇學習材料之際，
應考慮能否配合學生的成長及不同特質，例如：經歷、宗教、興趣、能力等，
讓學生感到親切，並提升學習動機，從而積極參與，提升學習成效。

y

加入適當調適：教育局及政府各部門、大專院校、辦學團體、非政府機構等，
都會提供一些與德育或國民教育相關的學習材料及支援計畫，教師應從「校
本」及「生本」作考慮，靈活運用各種學與教資源，並作出適當的調適，配
合課程宗旨、學習目標及內容、教學方法以及學生學習需要，以有效培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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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
y

建基過往經驗：香港中、小學校向來積極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積累寶貴經
驗及具備學校特色的學與教資源。教師可以立足既有，善用學校在德育及國
民教育方面積累的成果，配合本科課程宗旨、學習目標及內容，將相關材料
加以增潤和整合，為學生提供多元化而優質的校本學與教材料。

y

推動主動學習：學與教資源不必全部由教師挑選和提供，教師應鼓勵學生於
學習歷程，主動搜尋、選擇和設計各種合適的學與教資源，以豐富學習經歷。
不同背景的學生，對各種生活事件會有不同理解及經驗，以及不同的視角，
學生可以增潤教師選取的學習材料。透過給予學生發掘學習材料的機會，能
協助他們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邁向終身學習。

6.2 學與教資源的類別
y

本科常用的學與教資源，可分為以下主要類別：







文本材料，例如：報章、雜誌、書籍、期刊等
多媒體材料，例如：照片、圖像、影片、音樂等
實物，例如：國旗、文物、模型、圖畫、錢幣等
學習場景，例如：博物館、歷史建築與遺跡、資源中心等
人物分享，例如：師長、同學、親人、社會人士等
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包括由教育局、其他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等提
供的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例如：教案、教材套、教學網站、到校支援、
培訓課程、參訪導賞等。

不同類別的資源各有優勢，可以互為補足。教師進行課程規畫時，應廣泛
及審慎考慮不同來源及形式的資源，作出恰當的選擇。
6.2.1 文本材料
y 本科課程涵蓋不同生活範疇(包括：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教師
應鼓勵學生廣泛閱讀，留意各類文本材料，例如：報章、雜誌、書籍、期刊、
報告、文件等，以增進對學習目標和內容的理解。教師應鼓勵學生養成恆常
閱讀的習慣，並從閱讀中學習，從而培養學生主動探求學問的熱誠態度。
y

不同來源的文本材料均有可取之處，來自政府或民間、本地或非本地、機構
或個人的材料，都可以採納作為本科的學習材料。學生可以從多角度，對於
不同來源的文本材料加以分析，從而發展審慎和理性的學習態度。教師需要
留意不同來源的文本材料各有取向、觀點和詮釋，不應將某一文本材料，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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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視為最後定論，亦不應依賴單一來源的資料，作為分析和討論的基礎。
y

教師除了選取能幫助學生加深認識各生活範疇的學習材料以外，亦應留意一
些可以通過「時」、「地」和「人」的演繹，具體呈現正面價值觀及態度的
學習材料，例如：故事、寓言、人物傳記、社會發生的「好人好事」等。這
些較具有趣味的學習材料，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亦較容易觸動他們的情
感，鼓勵他們持守和實踐正面價值觀及態度，有助培養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
質。

6.2.2 多媒體和實物
y 在日常生活，以及電子傳媒和網絡媒體，蘊藏大量非文字材料，例如：照片、
圖像、地圖、影片、音樂、實物等，各具特色，教師可以靈活運用，選取為
本科的學習材料。
y

非文字材料有其獨特的優勢，可以補足文本材料。透過視像和影音，可以將
一些較抽象和艱深的學習內容和概念，以較顯淺和直接的方式表達和說明，
而且亦較具感染力，容易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y

以本科的國家範疇學習為例，學生需要提高對國家象徵(例如：國慶、國旗、
國徽、國歌等) 的認識和認同，除了以文字解說，也可輔以播放國慶典禮片
段，或展示國旗、國徽等實物，讓學生近距離接觸國家象徵，並於內心有所
觸動，表示尊重，以多感官模式加深對於相關概念的認識。

6.2.3 學習場景
y 不同學習場景亦可作為本科的學與教資源，例如：博物館、歷史建築、資源
中心等，均能提供生活化的材料，有助學生加深對本科相關學習內容的認識。
教師可因應課程內容，安排學生前往相關的學習場景，鼓勵他們主動學習，
進行觀察、訪問、搜集材料等學習活動，作為研習和討論的依據，輔助課堂
學習。例如：學生可藉內地參訪交流活動，親身了解國家的民生發展，並從
不同角度，加深對於國家範疇相關學習內容的認識。此外，教師亦可為學生
提供社區服務學習的機會，於真實的場景進行學習，讓學生將正面價值觀及
態度在生活中加以實踐。
6.2.4 人物分享
y 本科重視為學生提供真實和生活化的學習經歷，鼓勵他們進行討論和反思，
培育良好品德及國民素質。學生平日接觸的人物，例如：教師、同學、親人、
朋友等，擁有不同的生活經歷和體驗，可以為本科提供鮮活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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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在教師的指導下，透過與不同人物進行訪談和分享，學生可以了解其觀點角
度、個人價值觀、人生態度等，並能有所啟發，達成本科的學習目標。例如：
學校可以配合課程進度，邀請專家學者、知名人士，或對相關學習內容有深
刻認識和體會的人士，與師生進行分享，以增進學生對於相關學習內容的認
識，亦可感受講者的風範和情操，從而觸動情感，產生共鳴。

6.2.5 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
y 香港的學校及社會各界向來重視德育及國民教育，教育局、其他政府部門、
大專院校、辦學團體、非政府機構 (例如：志願機構、民間團體、專業學會、
學術團體、社區組織、商業機構等)等，提供大量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課程
資源及支援服務，可供教師加以調適，靈活運用，以促進學與教的成效。
6.2.5.1 教育局提供的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
y 教育局持續為學校提供各類型的課程資源(例如：「生活事件」教案、學習資
源網等)，以及各種支援服務(例如：教師專業培訓課程、內地參訪交流等)，
支援本科學與教的需要。教師可以配合本科的學習目標及內容，選用適切的
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以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生活事件」教案
 教育局為了支援中、小學校積極運用日常生活事件，培養學生正面價值
觀及態度，持續編訂「生活事件」教案，涵蓋各生活範疇 (包括：個人
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為教師進行課堂教學設計提供參考。
 教育局累計編訂逾三百六十個「生活事件」教案，每個教案詳列教學目
標、學習重點、教學流程、教材、延伸活動建議等，方便教師剪裁和運
用，協助本科達成不同學習目標 (「生活事件」教案目錄，詳見〈附錄
八〉)。
學習資源網
 為了配合社會發展，教育局持續製作不同主題的學習資源網，利用互聯
網的優勢，為學校提供適時適切的學與教資源，以資訊科技豐富學生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學習經歷。
 學習資源網因應主題，提供相關的學習材料(例如：教案、工作紙、圖
片、動畫、短片等)，亦會提供教學策略、學習活動建議、學校實踐經
驗等。此外，許多學習資源網更備有家長篇，引領家長配合學校教學，
為子女提供整全的學習環境，以培養品德和國民素質。這些資源網站，
配合「生活事件」教案，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行，提供充足和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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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資源(教育局製作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相關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見〈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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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學與教資源的建議
教師為德育及國民教育選取學與教資源時，可考慮以下原則：
‧ 考慮學與教資源是否合乎價值教育的需要
教師可從學與教資源的內容、活動設計、組織編排等，了解其目
標是否聚焦於價值觀的探討，以便師生一同發掘、體現並實踐正
面價值觀。倘若學與教資源只着重羅列資料，教師須予以調適，
採取以價值觀為中心的視角去分析材料，才能符合價值教育的需
要。
‧ 考慮學與教資源能否啟發學生思考價值觀的問題
教師可了解學與教資源能否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人物、事件或議題
蘊涵的價值觀或相關的價值衝突，並為課堂教學提供足夠的思考
和討論空間，協助學生以獨立思考去分析涉及價值判斷的議題，
達致坦誠討論和正面價值觀內化。
‧ 考慮學與教資源能否配合學生的程度、興趣
教師教導比較年幼的學生時，可考慮學與教資源的內容是否具體
與生活化，以及語文表達是否淺白生動，使學生容易了解、掌握。
教導各學習階段的學生時，亦需要考慮學與教資源能否配合學生
的成長及生活需要、心理發展狀況、學習興趣等。
‧ 考慮學與教資源能否保持客觀持平
教師可從學與教資源的內容，了解其立場是否客觀持平。較理想
的學與教資源應兼具正、反兩面的意見，或從不同視角加深學生
對議題的認識，以較全面的方式呈現事理，而不是只提出個別、
單向、片面、狹隘的觀點，更非只是陳述個人的主觀意見。
總之，教師宜依據價值教育及學生為本的方針選取學與教資源，並
善加運用、調適，從而為學生提供合乎本科旨趣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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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培訓課程
 教育局會提供一系列支援措施，以配合本科的需要及發展，除了為各持
分者持續舉辦各類聚焦及系列式的培訓及專業交流活動，並會與師資培
訓機構積極合作，提供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支援不同需要，例如：
課程領導與管理、學與教策略、學習評估、學與教資源選取與編訂、學
科知識增益等，以提高教學團隊的專業能力和素養。
內地參訪交流
 教育局透過不同方式(包括：組織參訪交流計畫、資助學生參與交流計
畫，以及與不同機構進行協作計畫)，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前往內地進行參
訪交流的機會。2010年施政報告提出，政府的目標是讓學生於中、小學
階段內獲得資助，以參加至少一次內地交流計劃。本科於國家範疇學習，
宜輔以參訪交流，配合課堂學習，讓學生有機會在內地真實情境了解國
情，進而孕育情感，提高對於國民身份的認同。
6.2.5.2 其他相關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
y 政府部門提供的課程資源及支援服務，亦能選取作為本科學與教的資源，增
進師生對課程內容的了解和體會。課程資源方面，一些政府部門或有關機構，
例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民政事務局、保安局禁毒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電台、廉政公署、平等機會委員會等，均有提供與本科學習目標和學習
內容相關的學習材料，包括網上學習材料，可供教師選用。支援服務方面，
一些政府部門或有關機構亦有提供，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古物古蹟
辦事處和各間博物館，均有為學校提供導賞服務，可以深化學生對於歷史文
化的了解。
y

一些大專院校、非政府機構、志願組織等，亦有為學校提供與本科相關的支
援服務，例如：交流學習、到校支援、研習計劃、參訪導賞等。教師可以因
應課程、學校與學生的需要，善用支援服務。

6.3 學與教資源的管理與發展
y 面對各式各樣的學與教資源，學校應訂立機制，並持續了解、組織與發展，
從點的擴散(包括：全學校參與、跨學校協作)，進而為面的拓闊(包括跨組織
結合、跨地域連繫)，以拓展學與教資源。
6.3.1 點的擴散：全學校參與
y 學與教資源的管理與發展，有賴學校不同持分者，包括：校長、學生、教師、
家長和校友，共同努力，以達到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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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校長對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學與教資源管理，例如：目標制訂、資源調配、
團隊組織、成效檢討等，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校長的支持，協助學校有效地
管理和發展資源。

y

學與教資源可以由教師和學生共同開發，師生可以透過學校內聯網或其他渠
道，例如：建立校本資源庫、設立相關學會等，讓不同學科和職務的教師，
以及不同班別的學生，可以互相分享和進行協作，讓校內更多師生參與，充
實校內資源，創造有利的學校氛圍。

y

學與教資源亦可以由家長和校友加以增潤，家長和校友因應專長與意願，可
以在不同方面為德育及國民教育貢獻力量，例如：成為參訪交流活動的導師、
擔任學習活動的義工、出任研習比賽的評審、擔任研討會的講者等，以豐富
學與教的人力資源。

6.3.2 點的擴散：跨學校協作
y 要不斷更新和豐富學與教資源，配合社會轉變及學生需要，學校應積極建立
校內教師專業交流的文化，持續並有系統鼓勵教師將本科推行經驗和心得，
與其他教師分享，以跨學校協作方式推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y

不同學校亦可以建立平台，例如：舉辦教師研討會、成立聯校教師組織、設
立跨學校的資源庫與網絡等，以資源共享與協作方式促進德育及國民教育。
至於學校分享與協作的對象，相當多元化，可以是同一區域或辦學團體的學
校相互合作，亦可以是不同階段的學校進行夥伴協作，例如：幼兒教育機構
與小學、小學與中學、大學與中、小學等，發揮彼此優勢，優化學與教資源。

6.3.3 面的拓闊：跨組織結合
y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推展，始於學校，但不止於學校。學校應善用社會資源，
包括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的資源，結合學校層面與社會層面，以跨組織方
式發展資源。政府部門方面，學校可以善用教育局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設計
的學與教材料，以及參與有關支援服務，促進學習成效。
y

學校亦可以善用志願團體、專業學會、學術組織、社區組織等不同非政府機
構提供的學與教材料，以及參與相關支援服務，同時，可以與這些非政府機
構建立夥伴關係，進行不同形式的協作，從社會層面開拓學與教資源。

6.3.4 面的拓闊：跨地域連繫
y 要成功推展德育及國民教育，需要不斷延伸範圍與擴展規模。除了跨學校和
跨組織的協作，還可以進行跨地域的協作。跨地域協作的意思，包括香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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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不同地區，以及香港與內地、香港與世界各地的合作關係。
♦

例子一：
以社區資源發展學與教資源

於社群和國家範疇學習，教師可以善用香港不同區域的資源。不同社區各
有特色，同一區域的學校和社區組織可以互相合作，例如：進行研習計劃、
比賽活動等。同時，教師可以引領學生深入不同社區，參訪古舊建築和傳
統行業，體驗節慶習俗，學生既可以增進對社區的認識，確立社會公民身
份，亦可以體會文化傳承，掌握香港與內地的緊密關連，提高對於國民身
份的認同。教師更可以將有關學習經歷編訂為校本學習材料，藉社區資源
促進學習。

♦

例子二：
以姊妹學校發展學與教資源

於國家範疇學習，學校可以與內地學校結為姊妹學校，互相分享兩地學校
的學與教資源。透過遠程視像會議系統，進行兩地實時網絡課堂學習，又
或進行各種實時網絡活動及比賽。此外，學校亦可以配合與課堂學習，安
排學生前往姊妹學校進行參訪交流。藉兩地學生共同參與課堂學習或研習
活動，以香港與內地跨地域方式發展學與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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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習
目標
學習
內容

推行
方式

學習
成果

學習
評估

現在的德育和公民教育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行
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度，以達致 加強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度及對不同生活範疇的
全人發展
身份認同(包括：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旨在有系
統及持續的培養學生品德及國民素質，以達致全人發展。
按照校本和生本需要而組織德育學習目標和內 提供有系統的、以正面價值觀和態度為綱領的課程學習
容
目標，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貫通中、小學，以生活化
事件為學習內容。同時，與各學習領域及學科蘊涵的相
關價值觀及態度、知識和技能，相輔相成，並可就生本
和校本的需要，作適當的調適。
德育及公民教育為 2001 年課程改革以來的四個 以課堂學習及實踐為核心，生活化及趣味化並重，協同
關鍵項目之一。透過不同學習領域及學科、參訪 相關學習領域及學科、參訪交流、服務學習等學習經歷，
交流和學習活動進行學習，並以多元化方式推展 以強化學習成效。
(例如：跨學科、跨組別、全校參與等)
按照校本方式安排的學生學習經歷各有不同
藉有系統及中、小學延續的課程，確保學生均衡發展，
獲得全面和足夠的學習經歷，成為品德、情感、知識和
技能兼備且珍惜自己和自己所屬的家庭、社群及國家的
人，並願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作貢獻。
以校本形式進行不同方式的評估
仍以校本形式，以多向度的課堂內、外評估，讓學生了
解自己的綜合素質，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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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學校課程中的共通元素：價值觀和態度
1.

教育統籌委員會在《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2000 年 9 月）提出教育改革
y 普遍提升全體學生的素質，務求全體學生在知識、能力及態度各方面的水平都得到提高，從而提高社會的整體素質。
y 確認德育在教育體系中的重要使命，讓學生能夠在道德、感情、精神各方面都能夠有充分的經歷和系統的學習，對社會和國家都

敢於承擔。
2.

要達至上述願景，價值觀與態度的培養必須成為學校課程的主要元素。價值觀與相關態度的培養，實際上已滲透在八個學習領域
的課程中，亦已反映在課程的學習目標，以及不同教育階段的課程重點內。

核心價值、輔助價值和態度
3.

價值觀可界定為個人或社會視作重要的品質，這些品質具有內在價值，並且是行為的準則。價值觀可大致分成核心價值和輔助價
值兩大類。態度則是建基在價值觀之上的，而且也反過來影響價值觀的建立和實踐。這些概念可作以下的闡釋：
「態度和信念影響人的行為及生活方式，價值觀是構築態度和信念的基礎……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價值觀，這是因為不同的地理
環境、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會導致人們重視不同的價值觀。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發現所有人類社會都會一致地強調某些價值。
這些普效性價值觀的存在說明人類社會有共同關心的事物，人類的生存有基本的要求，人類文明有共同的要素，人性中也有共
同的特質……我們把這些普效性的價值稱作『核心價值』」。而輔助價值「也十分重要，它們在運作上有助於維持核心價值」
（節錄自《學校公民教育指引》（1996），10-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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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建議納入學校課程內的核心及輔助價值觀和態度 (摘自：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
核心價值：社會
輔助價值：社會
態度
核心價值：個人
輔助價值：個人
- 平等
- 多元化
- 樂觀
- 生命神聖
- 自尊
- 善良
- 正當的法律程序
- 樂於參與
- 真理
- 自省
- 仁慈
- 民主
- 批判性
- 美的訴求
- 自律
- 愛心
- 自由
- 具創意
- 真誠
- 修身
- 自由
- 共同意志
- 欣賞
- 人性尊嚴
- 道德規範
- 共同福祉
- 愛國心
- 移情
- 理性
- 自決
- 守望相助
- 寬容
- 關懷
- 創作力
- 思想開闊
- 正義
- 平等機會
- 積極
- 勇氣
- 獨立
- 信任
- 文化及文明承傳
- 有信心
- 自由
- 進取
- 互相依賴
- 人權與責任
- 合作
- 情感
- 正直
- 持續性（環境）
- 理性
- 負責任
- 個人獨特性
- 簡樸
- 人類整體福祉
- 歸屬感
- 善於應變
- 敏感
- 團結一致
- 開放
- 謙遜
- 尊重
- 堅毅
- 自己
- 別人
- 生命
- 素質及卓越
- 證據
- 公平
- 法治
- 不同的生活方 式、信
仰及見解
- 環境
- 樂於學習
- 勤奮
- 對核心及輔助價值
有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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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課程檢視工具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建基於中小學相關學習領域及學科學習內容，以及《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2008) 》。為了作出
支援，本局特提供以下課程規畫工具，幫助學校了解現行課程。教師可以靈活運用此工具，了解學校整體課程及相關學習經歷，是否
已涵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所提出的學習目標，作為規畫本科課程的基礎。
第一學習階段 (小一至小三)
推行模式
(可選「9」多於一項)
上課時間表內的時段

(
)

校
本
課
堂
**

其
他

特別項目活動

學習目標

集 會 如早會、周會

生活
範疇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課
堂
*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學習領
域/學科課堂」，請
在此部分作簡介
(例如：相關學習領
域/學科的範疇/單
元/重點/議題、課
時等)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其他」
或「特別項目活
動」，請在此部分
作簡介
(例如：主題學習
周、義工服務、專
題研習、本地參
訪、境外交流等)

欣賞自己，主動接納與別人的不同，並學習中華美德，提升個人的品德和國民素質
個人

建立是非觀，培養好善惡惡、誠實無欺的品德
樂於擔當為人子女及後輩的本份，促進家庭和諧

家庭

關愛家庭成員，建立及維繫和諧關係
建立互愛互助的校園，積極學習

社群

懂得尊重別人，在不同場合均表現出應有的禮儀
學習實踐個人在社會應盡的責任，例如：愛惜公物、遵規守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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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模式
(可選「9」多於一項)
上課時間表內的時段

(
)

校
本
課
堂
**

其
他

特別項目活動

學習目標

集 會 如早會、周會

生活
範疇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課
堂
*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學習領
域/學科課堂」，請
在此部分作簡介
(例如：相關學習領
域/學科的範疇/單
元/重點/議題、課
時等)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其他」
或「特別項目活
動」，請在此部分
作簡介
(例如：主題學習
周、義工服務、專
題研習、本地參
訪、境外交流等)

從觀察國家的山川地貌、古蹟文物等，欣賞瑰麗多姿的疆土
從了解及尊重國家的象徵，例如：國慶、國旗、國徽、國歌等，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國家

追溯中國傳統習俗和自己的祖籍及家鄉，萌發對國家、家鄉的歸屬感
向國家不同範疇(如政治、軍事、科技、文藝、學術等)的傑出人物借鏡，學習他們的品格情操
以真誠、開放和接納的態度，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

世界

培養可持續發展的意識，建立保護環境的責任感和生活習慣

* 例如：小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常識科課堂等；中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中國歷史科課堂、通識教育科課堂、地理科課堂、視覺藝術科課堂、倫理與宗教科課堂、健康管理與成長關懷科課堂等
** 例如：班主任課、生活教育課、德育課、公民教育課、國民教育課、成長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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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習階段 (小四至小六)
推行模式
(可選「9」多於一項)
上課時間表內的時段

(
)

校
本
課
堂
**

其
他

特別項目活動

學習目標

集 會 如早會、周會

生活
範疇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課
堂
*

若於「推行模式」部
分選擇「學習領域/
學科課堂」，請在此
部分作簡介
(例如：相關學習領
域/學科的範疇/單
元/重點/議題、課時
等)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其他」
或「特別項目活
動」，請在此部分
作簡介
(例如：主題學習
周、義工服務、專
題研習、本地參
訪、境外交流等)

積極樂觀迎接成長歷程中的生理和心理轉變
個人

實踐健康生活方式，堅拒誘惑，絕不嘗試不當的行為，例如：吸煙、賭博、飲酒、吸毒等
關心家庭成員的感受和需要，勇於承擔作為家庭一份子的責任

家庭

社群

國家

以尊重和誠懇的態度，主動向長輩表達關懷
樂於承擔學生的責任，積極參與服務同學和校園的工作，體現對學校的歸屬感，並建立良
好的師生關係
慎言律己，懂得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與別人相處
初步了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精神，懂得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區徽、特
區成立日等
從關心國家的氣候變化、自然資源的運用及環境生態的保育，培養珍愛自然、保護國家生
態之情
認同國家與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主動向祖國同胞表達關懷之情，體現中華民族血濃於水、
同根同心之情
汲取中華文化的精髓，實踐仁愛、孝道、誠信、儉樸等美德
尋索民族源流，理解、尊重和欣賞少數民族文化，並培養開放和包容胸襟，增進民族團結
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鞏固對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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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模式
(可選「9」多於一項)
上課時間表內的時段

(
)

校
本
課
堂
**

其
他

特別項目活動

世界

學習目標

集 會 如早會、周會

生活
範疇

學
習
領
域
/
學
科
課
堂
*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學習領
域/學科課堂」，請
在此部分作簡介
(例如：相關學習領
域/學科的範疇/單
元/重點/議題、課
時等)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其他」
或「特別項目活
動」，請在此部分
作簡介
(例如：主題學習
周、義工服務、專
題研習、本地參
訪、境外交流等)

從認識當今世界面對的共同問題，孕育國際宏觀視野及人道主義精神
認同並支持平等、尊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現代文明基石，建立世界公民意識，促進
將普世價值與中華文化共融和實踐

* 例如：小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常識科課堂等；中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中國歷史科課堂、通識教育科課堂、地理科課堂、視覺藝術科課堂、倫理與宗教科課堂、健康管理與成長關懷科課堂等
** 例如：班主任課、生活教育課、德育課、公民教育課、國民教育課、成長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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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習階段 (中一至中三)

特別項目活動

(

學習目標

集 會 如早會、周會

生活
範疇

推行模式
(可選「9」多於一項)
上課時間表內的時段
學
習
領
校
域
/
本
其
課
學
他
堂
科
課
**
堂
*

若於「推行模式」部
分選擇「學習領域/學
科課堂」
，請在此部分
作簡介
(例如：相關學習領域
/學科的範疇/單元/
重點/議題、課時等)

若於「推行模式」部
分選擇「其他」或「特
別項目活動」
，請在
此部分作簡介
(例如：主題學習
周、義工服務、專題
研習、本地參訪、境
外交流等)

)

抱持積極的人生態度，培養開放豁達的胸襟面對逆境
個人
家庭

社群

當處於價值衝突的兩難局面時，仍擇善固執，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斷
主動分擔家庭責任，照顧家中長幼
以堅毅樂觀的態度，面對家庭的轉變和挑戰
以理性和務實的態度，討論社會的各種議題，關心香港的長遠福祉
學會處理朋輩壓力，堅拒嘗試不當的行為
明白《基本法》對保持香港繁榮與穩定的重要性，認同「法治」和「人權」是香港發展的重要基石
了解國家於自然資源保育所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培養關心國家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探討國家憲法和重要機構的職能及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提高國家觀念及深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國家

從關心國家的發展及重要規畫項目，了解當中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學習欣賞中華文化，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提高國民素質
以歷史視野了解國情，並承擔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
開拓國際視野，了解本地、中國與全球發展的密切關係

世界

尊重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獨特性，培養共融精神

* 例如：小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常識科課堂等；中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中國歷史科課堂、通識教育科課堂、地理科課堂、視覺藝術科課堂、倫理與宗教科課堂、健康管理與成長關懷科課堂等
** 例如：班主任課、生活教育課、德育課、公民教育課、國民教育課、成長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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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習階段 (中四至中六)

校
本
課
堂
**

)

學
科
課
堂
*

(

學習目標

其
他

特別項目活動

生活
範疇

集 會 如早會、周
會

推行模式
(可選「9」多於一項)
上課時間表內的時段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學習
領域/學科課
堂」
，請在此部分
作簡介

若於「推行模式」
部分選擇「其他」
或 「 特 別 項 目活
動」，請在此部分
作簡介

(例如：相關學習
領域/學科的範
疇/單元/重點/
議題、課時等)

(例如：主題學習
周、義工服務、專
題 研 習 、 本 地參
訪、境外交流等)

積極發揮自己的興趣和專長，為自己未來訂下目標和期望，努力向前
個人

能堅守原則、重誠守諾，達致言行一致
以理性、尊重和關愛的態度，樂於與家庭成員溝通

家庭

凝聚家庭力量，當家庭面對逆境之際，勇於承擔解決問題的責任
培養敏銳的觸覺，辨識社會議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

社群

履行公民責任，能從宏觀角度，平衡個人與群體的利益並作出承擔，願意為香港社會謀求福祉
積極學習和實踐在社會工作應有的態度，例如：守時、誠實、負責任等，以及與工作伙伴的相處之道

國家

世界

探究資源運用與國家發展的關係，明白個人對於國家可持續發展所肩負的責任，進一步培養對國家自
然資源的珍惜和關注之
關心國家的民生發展，主動了解國家當代社會和經濟發展對於帶動民生進步的意義及影響，樂意共同
拓展社會和經濟發展成果，培養關愛民族民生之情
認識國家當代發展的重要成就，例如：經濟、外交、科技等，並發掘自己對國家發展可以擔當的角色，
願意承擔改善國家和民眾福祉的責任，加強和諧團結、關愛家國的情懷
探討傳統思想信仰對積極人生的啟迪，致知達德，豐富國民內涵，彰顯美好生命，將傳統思想信仰的
智慧與美德體現於現代生活
從燦爛的中華文化，例如：建築、文學、音樂、藝術等，進一步體會當中展現的文化精神，如重人、
融合、和平等，並以身為中華兒女而感到自豪，提升國民素養
以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以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
的奮鬥歷程，體會當中的憂患、掙扎、進步及成果
了解世界公民的理念，關心人類福祉；尊重法治、人權、平等、民主、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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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世界公民身份的同時，亦能從國家國情的角度理解世界議題，作出理性判斷
* 例如：小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常識科課堂等；中學如中國語文科課堂、中國歷史科課堂、通識教育科課堂、地理科課堂、視覺藝術科課堂、倫理與宗教科課堂、健康管理與成長關懷科課堂等
** 例如：班主任課、生活教育課、德育課、公民教育課、國民教育課、成長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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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教師觀察記錄表*
請就以下的描述，在適當空格用9號，表達你對該學生於本科表現的觀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班別______/學號_____)
我認為該學生能夠……

非 部

不

常 分

太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完
全
不
同
意

1 認識自己，接納與別人的不同
個人

2 擁有正面是非觀

範疇

3 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
4 擁有自己理想，積極為未來作準備

家庭

5 主動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懷

範疇

6 積極擔當作為家庭成員的責任
7 堅決拒絕同儕的不良引誘

社群

8 關愛校園，並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範疇

9 理性和尊重的態度和別人相處
10 認識並實踐作為社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11 了解國家自然環境，養成保護國家生態之情
12 認識國家發展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

國家

13 實踐中華美德，例如：孝道、誠信、儉樸等

範疇

14 關心國家的未來及人民福祉
15 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鞏固對國民身份
認同

世界
範疇

16 主動探索當今世界所面對的共同議題
17 實踐作為世界公民的責任，例如：愛護環境，珍惜地球資源
18 尊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獨特性

* 本〈教師觀察記錄表〉
，乃參照本科之學習目標而設計，藉此幫助教師於日常
學與教，觀察及記錄學生於本科學習成果。教師可依據實際需要，對本評估表
作出調適和修訂，以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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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學生互評表
本評估表的目的，旨在讓各學生檢討彼此於學習活動的表現，從而思考改善和
進步的方向。
課堂/學習活動主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堂/學習活動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就同學於是次課堂或學習活動的表現，進行評估，以及提出改善建議或進步
方向：
課堂或
學習活
動成員

於是次課堂/學習活動的表現*
(例如：有沒有積極參與學習？
有沒有尊重別人不同意見？有
沒有承擔作為組員的責任？有
沒有表現出優秀的公民及國民
素質？)

值得欣賞和學習之處
(例如：積極為學習作準備、主動參
與討論、能虛心聆聽和接納別人意
見、體現優秀的公民及國民素質等)

1.
2.
3.
4.
5.
* 本〈學生互評表〉可供課堂或學習活動使用，讓學生就同儕表現進行評估，
並提出改善建議。教師可依據實際需要，對本評估表作出調適和修訂，以促進
學習。惟學生於進行評估之際，應避免謾罵或人身攻擊，失卻原來的意義。
* 於學習過程中，教師宜提醒學生：他們是評估者也是被評者，於整過學習歷
程應抱持認真和尊重的態度，並應以誠實、尊重和友善的態度，向同儕提出中
肯及有建設性的意見，促進學習之餘，亦能建立和諧友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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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家長評估表 (第__ 學習階段)*
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

就讀班別：___________

學號(

)

請就以下的描述，在適當空格用9號表達你認同的程度。

我認為我的兒子/女兒…
1

加深對自己興趣、能力和專長的認識

2

為自己的未來訂立目標

3

懂得關心家庭成員的感受和需要

4

提高了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

5

提升了對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

6

關心社會和世界時事

7

能堅決拒絕嘗試不當行為

8

樂於和家庭成員以坦誠態度溝通

9

主動實踐環保的生活習慣

10

樂於參加有關國民教育的活動

11

能與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和諧共處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非
常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完
不
全
太
不
同
同
意
意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______________
*本〈家長評估表〉所列項目舉隅，旨在幫助學校從家庭層面，加深對學生學習
成效的了解。學校可依據實際需要，對本評估表作出調適和修訂，以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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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學生學習表現評估報告(範本)
__________年度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多角度評估 個

小

家

教

（評分 4「經常做到」、3「間中做到」、 人

組

長

師

自

評

評

評

評

估

估

估

2「偶然做到」
、1「很少做到」)

評估內容(七個核心價值觀）
堅
毅

)

學號(

1 在學習或/賽場上，擁有堅強意志，努力不懈
2 遇上困難與挫折，以信心和毅力積極面對
3 面對社會不良風氣及誘惑，堅決拒絕

尊

4 待人接物態度謙和有禮（例如向人微笑問好、友善地回應、主動讓座等）

重

5 接納個別差異 (例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他

6 維護私隱 (例如不偷看別人日記、信件、成績表)

人

7 重視並願意聆聽每一個人的意見

8 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樂於作為中國人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9 欣賞中華文化（例如文學作品、節日習俗、建築、飲食）
10 積極認識中華文化
11 在升國旗和奏國歌的場合，表現尊重的態度（例如自覺地肅立、安靜）

12 關心國家的發展（例如留意國家時事）
13 為同胞的成就表達欣喜或感到自豪
14 對同胞的需要或不幸遭遇，產生情感觸動，表達真切的關懷或予以援助
（例如天災或意外）
15 裝備自己，為將來能貢獻國家而盡一分力（例如積極學習普通話）

16 考慮配合國家的需要，規劃自己將來的發展
責

17 對自己的分內事或被委派的事務，按時貫徹完成

任

18 參與服務事工，對群體事務盡忠職守

感

19 面對抉擇，考慮後果才作決定

承

20 關心別人或民眾的需要

擔

21 面對別人或民眾的需要，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

精

22 為自己的行為和所作過的決定負上責任

神
關
愛

（例如承認過錯）

23 熱心助人，在自己能力範圍內，予人幫助
24 對遭遇困難或不幸的人，表達關懷和慰問
25 對遭遇困難或不幸的人，積極施以援手

129

26 對別人許下任何承諾，必定認真去辦
誠
信

27 誠實處事
(例如不說謊、不作弊、不抄襲功課、不冒簽名、不散播未經証實的消息)
28 面對別人不誠實或損害社會公義的行為，勇於勸阻

意見欄
1. 各持分者可於下面適當的空格內，綜合學生於七個核心價值觀的表現特質，撰寫意見。
2. 教師可依據實際情況，綜合各持分者的意見，輔以自己的判斷，在「學校總評」部分，
為學生在上述價值觀的整體表現撰寫評估描述。

學生意見（自由填寫）：

小組意見（自由填寫）：

簽名：____________

代表簽名：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家長意見（自由填寫）：

教師意見（自由填寫）：

簽名：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學校總評（必須填寫）：

代表簽名及學校蓋章：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註：
1. 本《評估報告》按七個核心價值觀的表現特質而設計，幫助學校參照多方
面（學生本人、同儕、家長及教師）的意見，對學生在有關方面的行為表現
進行較全面的評估，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行為表現特質及能力，啟發學生以改
善及促進學習成效，從而提升個人品德。
2. 各持分者（學生本人、同儕、家長及教師）應分別填寫評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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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生活事件」教學事例一覽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生命的起源
介紹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胎兒的形成、性別及雙胞胎的知識等；指
出生命的起源都是自然和美好的事，鼓勵學生學習愛護、尊重和珍惜寶
貴的生命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珍惜生命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1_Self/f
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 event_originlif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私隱部位，不可亂踫
讓學生學習彼此尊重，辨別好的接觸和壞的接觸，同時懂得保護自己私
隱部位和拒絕別人的冒犯
價值觀/態度： 尊重、保護自己
技能/能力： 拒絕技巧、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
TeacherResources/06_Voi/f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
Name=life-event_childabus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緊守防線，勿亂碰我! (懂得保護自己)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生珍惜和尊重自己的身體，並學習保護自己的具體
方法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愛惜自己
技能/能力： 保護自己、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1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會依從醫生的指示去吃藥
透過生活經驗，讓學生明白服用藥物是需要按照醫生的指示，不可隨意
增加或減少，以達致藥物治療的功效，從而建立積極和健康的生活
價值觀/態度： 自省、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1_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不要吃太多零食
從知識和技能兩方面入手，使學生明白零食對健康的影響及如何選擇健
康食物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愛惜自己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1.1.doc
教學事例：

我要天天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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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以「我要天天做運動」為題，讓學生認識做運動的重要性，從培養做運
動的習慣入手，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及培養堅毅的精神
價值觀/態度： 堅毅、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1_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自己動手執書包
透過遊戲和同輩經驗的鼓勵，幫助學生認識自我照顧的責任感，明白養
成主 動、承擔責任、不依賴他人、獨立的生活態度的重要性
價值觀/態度： 承擔精神、自律、獨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1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會照顧自己的起居
引導學生明白自我照顧的意義，並樂意在起居生活中實踐，以培養自
律、負責任、利己利人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自律、利己利人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P
1_growth_case1.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懂得好好打扮自己
幫助學生明白打扮自己的原則是配合場合、天氣及個人體型，並認識簡
樸的打扮之道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簡樸、個人獨特性
技能/能力： 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P1_growth_case2.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小富由儉 (善用零用錢)
透過體驗活動，增加學生對金錢的概念，從而鼓勵他們善用零用錢及養
成儲蓄的習慣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節儉
技能/能力： 生涯規劃、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1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拜拜臭脾氣
讓學生思考亂發脾氣會引致的後果，學習尊重別人，關愛別人，並讓學
生反省自我控制脾氣的能力，從而學會理性及適當地宣洩情緒
價值觀/態度： 關愛、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情緒管理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1_4.doc
教學事例：

世界盃關我事？

內容簡介：

本教案旨在幫助學生對世界盃足球比賽有初步認識，並從小培養他們觀
賞足球比賽的正面態度，以及認識「賭波」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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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態度： 理性、自律、參與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世界盃關我事？.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清明掃墓顯孝思
透過學習活動，讓學生認識生命，加強瞭解家庭、宗族血緣的關係；藉
著清明節掃墓，思念祖先的恩德，做個負責任、有孝義的子孫
價值觀/態度： 尊重生命、責任感、歸屬感
技能/能力： 敦親睦族、實踐孝道、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1_5.doc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家庭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爸爸，可以不抽煙嗎？
讓學生了解吸煙的禍害，並主動關心有吸煙習慣的家人的健康，從而鼓
勵他們遠離煙草。
價值觀/態度： 關愛、為他人設想
技能/能力： 創造力、溝通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2_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爸爸媽媽分開了
透過互動學習，讓學生明白父母離異後，個人和家庭生活出現的轉變；
同時教導他們如何向信任的人表達感受
價值觀/態度： 堅毅、積極面對逆境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情緒表達、抗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2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親親「悅」讀(親子伴讀)
讓學生體會閱讀的樂趣，邀請父母或家人一起閱讀有益的課外讀物，並
透過製作「親子窩心小書」活動，讓學生發揮創意之餘，亦培育互助、
互愛的正面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 主動學習、關愛、欣賞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2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玩具樂分享
透過故事、遊戲等活動、讓學生感受被別人搶走自己東西的感受，從而
明白被尊重的重要，並幫助學生學習尊重別人的意願、且樂於與兄弟姐
妹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物品，享受分享的樂趣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分享、包容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情緒管理、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2_5.doc
教學事例：
家庭會議：週末好去處
內容簡介：
培養學生以尊重和體諒的態度與家人相處，並關愛家人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體諒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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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2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幫助做家務
協助學生養成做家務的習慣，以培養他們堅毅、參與、合作、負責和盡
義務等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態度： 堅毅、參與、責任感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2.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與家人爭看電視節目
讓學生反思自己日常在家中的行為，是否與家人時有爭執，並幫助他們
探討爭執的行為對家人及自己的影響，繼而學習與家人相處之道，幫助
學生培養尊重他人的情操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2.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不讓父母為我勞氣了
透過活動引導學生理解家庭各成員的角色與責任、使他們感受到父母的
期望，以尊重父母與負責任的態度，自發地盡本份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責任感、合作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2.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家有了新成員
培養學生以關懷、分享、合作及負責任的態度，來適應家庭環境的轉變，
與家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並學習成長
價值觀/態度： 關懷、合作、責任感、適應轉變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2-Family/P2_famil
y_case1.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和家人上館子
讓學生學習主動去表達對家人的關懷和尊重，以建立親密的家庭關係，
並明白在公共場所要保持良好的行為
價值觀/態度： 關懷、尊重他人、為他人設想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2-Family/P2_famil
y_case3.pdf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學校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是小學生了」 (勇於面對轉變)
協助小一生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認識自己身份和學校生活的轉變，鼓
勵他們融入校園生活，積極投入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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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態度： 積極、自決、樂於面對轉變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3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會做好自己的功課! (不抄襲功課)
協助初小學生明白做好自己功課及不抄襲功課的重要性，有助培養他們
成為有責任感及誠實的人
價值觀/態度： 誠信、責任感、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3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幫助同學解決功課問題
幫助學生以尊重、關懷及忍耐的態度教導同學，從而與同學建立和諧的
關係
價值觀/態度： 關愛、有耐性、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3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今天我收到成績表
幫助學生面對考試及考試結果，掌握正確的學習態度和方法，讓他們明
白只要持堅毅、積極的精神，定會得到理想的成績
價值觀/態度： 堅毅、責任感、樂觀、積極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研習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3.3.doc
教學事例：
上補習課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明白要使學習進步，必先要樂於學習、勤奮及有責任感
價值觀/態度： 負責、勤奮、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3-School/P3_schoo
l_case3.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會了唱國歌
透過在校學習唱國歌的生活經驗引入，讓學生認識國歌的背景及所反映
的中國歷史、中華民族的精神，從而建立學生對祖國的認識與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尊重他人、責任感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3.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會了預防登革熱
教導學生有關登革熱的常識及如何協助成年人做好預防杜絕蚊子滋生
的措 施，從而提高學生在環境衛生方面的意識及預防蚊患的警覺性，
並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和公德心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公德心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denqu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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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清潔校園、師生樂園
透過學校清潔活動，使學生明白清潔的學校環境對同學的重要；保持環
境清潔不單是工友們的工作，也是校內每一位成員應盡的責任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合作、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協助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3_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愛心處處，校園零欺凌!
讓學生明白何謂欺凌行為、面對欺凌行為的正確態度及明白同學/朋輩
間應互相尊重和關愛的重要性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保護自己、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3_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選班長
透過選班長的生活事件，幫助學生明白參與選舉(選班長)是班內每個同
學的責任；從選舉的規例中，讓學生明白選班長的原則和參與選舉的態
度；再透過投票選班長的過程，實踐負責任地投票的行為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理性、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3.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學校選了我當服務生
幫助學生建立履行服務生職責時的應有態度，如服務、承擔、自律及負
責任等
價值觀/態度： 服務精神、承擔精神、自律、責任感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3-School/P3_schoo
l_case5.pdf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社交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和平小天使」(學習處理朋友間的紛爭)
讓學生學習處理朋友間紛爭的正確態度和方法，鼓勵他們以溫和、互諒
互讓的態度對待朋友，不輕易與朋友吵架
價值觀/態度： 承擔精神、關愛、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情緒管理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4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同學，不要緊! (寬恕別人的過失)
協助學生明白每人均有犯錯的時候，學習體諒別人的處境，在懂得寬恕
別人的同時，亦能讓自己心境舒暢
價值觀/態度： 接納他人、關愛、體諒
技能/能力： 情緒管理、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4_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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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邀請朋友到我家玩耍
內容簡介：
教導學生一些基本的與人相處的技巧，從而學會款客及待人之道
價值觀/態度： 積極、主動、關愛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4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出席親朋戚友的晚宴(注意餐桌禮儀)
透過出席親朋戚友的晚宴，讓學生學會妥善地使用餐巾及掌握一些基本
餐桌禮儀，以表示對別人的尊重及培養學生在不同場合應有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律己
技能/能力： 基本禮儀、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4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有借有還
透過故事及活動，讓學生明白借了別人的東西，要堅守承諾，準時歸還
給物主；此外，如果借來的物件涉及別人私隱，我們必須尊重，不可隨
便告訴他人
價值觀/態度： 誠信、尊重他人、信守承諾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處理私隱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4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帶什麼禮物往生日會
讓同學透過探討選購禮物的原則、送贈以至接受禮物的態度，反思自己
待人處事的方式以及生日的意義，從而培養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
生命等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 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基本禮儀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4.1.doc
教學事例：
我認識了新朋友
內容簡介：
鼓勵學生養成尊重他人的態度，並主動與人交往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主動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4.2.doc
教學事例：
我認識了新朋友(2)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明白要抱著主動、開放自己及關心別人的態度結識新朋友
價值觀/態度： 主動、開放自己、關心他人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4Social/P4_social_case1.pdf
教學事例：
一同遊戲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學習參與遊戲要尊重別人、遵守規則和表現體育精神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守規則、體育精神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4137

Social/P4_social_case2.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的朋友
幫助學生明白與朋友相處時應有的態度，使其反思待人處事的方式，從
而培養尊重他人、關心他人、與別人和諧相處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心他人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6/ks1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參加社區活動
透過兒童在課餘時參與不同的社區活動（如繪畫、唱歌、跳舞、打籃球、
旅行 等）
，讓他們體會活動中的樂趣，從而培養他們積極參與的態度，
並在當中學會接納及尊重他人等良好品德
價值觀/態度： 主動、接納、尊重他人、投入參與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6/ks1_2.doc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社會及國家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爸媽帶我遊公園
引導學生認識、欣賞和愛護大自然，從而提高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並
幫助他們明白保持環境清潔是每一個市民的責任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鑑賞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5.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看到同學在校車上大聲喧嘩／嬉戲
以學生在校車的遭遇，引導學生明白尊重他人的重要；鼓勵他們在公眾
場所要注意自己的禮儀，培養應有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禮貌、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社交禮儀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5.4.doc
教學事例：
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內容簡介：
讓學生明白在公共交通工具時應有公德心，並保持自律、禮讓等態度
價值觀/態度： 自律、禮讓、公德心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5-Society/P5_soci
ety_case2.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小心過馬路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認識到若他們不小心過馬路，便很容易
生意外；小心過馬路是盡市民的責任，是守法的表現，最終希望能幫助
學生培養負責任的態度和守法的精神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遵守規則、律己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1.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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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新春到長輩家拜年
透過介紹春節的一些習俗，學習拜年時應有的傳統禮儀及尊敬長輩等美
德；同時，加強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提升對國民身份認同並到
長輩家拜年。
價值觀/態度： 尊敬長輩、禮貌、國民身份認同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基本禮儀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齊來學書法
透過介紹漢字的結構，讓學生認識中國書法，從而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
化的精神，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文化承傳、欣賞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9.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出席學校升國旗典禮
介紹如何透過參與升旗禮，以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尊重及愛國等
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知多一點點：中國傳統節日
介紹中國的其中一個傳統節日──端午節，令學生對中國的傳統節日，
可以知多一點點，從而增加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欣賞、國民身份認同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7.doc
教學事例：
回鄉探親記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以欣賞及尊重的態度，接納中港兩地生活習慣及文化上的差異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欣賞、適應環境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PrimaryBookPDF/Book5-Society/P5_soci
ety_case7.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廢物回收，人人有責
透過學生參加屋邨廢物回收運動的生活事件，讓學生明白做任何事情都
需要有堅毅精神；並透過專題研習，希望提供一完整學習經歷讓他們親
身體驗並建立堅毅精神
價值觀/態度： 堅毅、責任感、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要出一分力 (參與國際慈善賑災活動)
透過近年發生的嚴重天災，引發學生思考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向災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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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援 助，培養學生主動關心社會和國家時事的態度，明白為社會、國
家乃至世界有需要的人出一分力，是世界公民之責任
價值觀/態度： 承擔精神、關愛、服務學習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組織策畫、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6/ks1_5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年輕，也要出一分力
本教案藉認識黃福榮先生一生以服務人群，扶助弱小的生活態度，
和他在青海玉樹地區為拯救地震中受困孤兒院的孩童而不幸犧牲的
事件為題，期望學生思考在不同年紀、不同身份的處境下可以怎樣
為自己、家人、同學及朋友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從而實踐「敬重
生命、善待人生」的信念 。
價值觀/態度： 承擔、關愛、國民身份認同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education/pri%20prg1.doc

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工作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讓我們為大家服務
明白在學校擔當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如校長、老師、書記、校工等）要
負責不同的工作，進而讓他們認識在社會上負責不同工作的人都是為社
會服務，從中培養他們欣賞別人的工作，工作時要負責任及勇於承擔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精神、欣賞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6/ks1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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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習階段(小三至小六)：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豐盛人生路」(小學版)
藉一首創作歌曲：
「豐盛人生路」
，喚起青少年對毒品問題的關注，讓他
們認識毒品所造成的禍害，並思考如何活出一個豐盛的人生。
價值觀/態度： 珍惜自愛、自省、自決、積極、堅毅
技能/能力： 創造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1_1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會堅決拒絕嘗試對身體有害的東西
透過生活經驗，讓學生認識煙、酒及危害精神毒品對身體所造成的不良
影響，以及掌握一些拒絕的技巧。
價值觀/態度： 自省、自律、尊重
技能/能力： 拒絕技巧、創造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1_1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不良刊物、網站遠離我
培養學生對不同媒體持批判的態度，學習分辨及剖析不良傳媒，並教導
學生認識網上交友所隱藏的危機與陷阱及讓他們知道如何善用網絡，保
護自己。
價值觀/態度： 自律、正義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9_Info/f
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pronography.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請勿性騷擾
介紹何謂性騷擾、性騷擾發生的原因及如何防範性騷擾，並指出性騷擾
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行為；藉此鼓勵學生學習防範性騷擾的技巧，並學會
尊重別人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平等、自律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6_Voi/fi
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sexharassment.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非常派對玩不過
幫助學生認識在跨境派對中接受別人「送贈」危害精神毒品的可能後果
及危機、剖析跨境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原因及染上毒癮的過程，從而學
會謹慎地選擇正當的娛樂/慶祝節目，並堅拒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價值觀/態度： 理性、批判性、自愛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溝通能力、自我管理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rugs/resources/le_sp1.doc
教學事例：

一人有一個夢想 (貢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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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讓學生能瞭解中國/香港傑出人士的成就及奮鬥過程，藉此帶出自小培
養夢想及對夢想堅定不移的重要性，同時鼓勵學生向這些傑出人士學
習，為祖國和香港作出貢獻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堅毅、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1_1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青春的變奏
幫助學生接納自己身體的轉變，讓他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以愉快的心
情，去迎接和渡過青春期，並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接納自己，尊重他
人。
價值觀/態度： 開放、接納、尊重、自愛
技能/能力： 創造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1_Self/f
iles/life-event_puberty.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要學...
透過社會上一些知名人士的學習經歷，引發學生思考如何面對學習上的
困難，並時刻要為自己訂下目標和期望，積極面對未來
價值觀/態度： 自信心、堅毅
技能/能力： 生涯規畫、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1_1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會照顧自己的起居
引導學生明白自我照顧的意義，並樂意在起居生活中實踐，以培養自
律、負責任、利己利人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自律、利己利人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1_5_P.doc
教學事例：
我懂得打扮自己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明白打扮自己的真正意義是尊重場合，並認識簡樸的打扮之道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簡樸、個人獨特性
技能/能力： 審美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1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會了自律地上網
幫助學生明白要以自律、自愛的態度進行上網活動，並樂意在上網時接
受父母或成年人的指導或監管
價值觀/態度： 自律、自愛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1_7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善用零用錢
幫助學生明白及珍惜零用是父母辛勞工作賺取得來然後給他們的，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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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計畫和運用，學習培養自律和有智慧運用零用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分享、自律、珍惜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7/2_1_8_p2.doc
教學事例：
我學會了自律地接觸傳媒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學習以獨立思考及自律的生活態度來面對傳媒訊息
價值觀/態度： 自律、獨立思考、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1_9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為「我要展笑」義工行動做宣傳
讓學生設計宣揚關懷兔唇患者的宣傳廣告，培養學生以尊重、關懷及平
等的態度對待患有兔唇的人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懷、平等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創造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7/rabbit.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編了一個日常生活的時間表
幫助學生學習如何編排自己日常生活的時間表；學生從學習時間分配的
經驗中，認識善用時間、珍惜光陰的重要，從而建立他們對自己身心健
康的責任感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尊重他人、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1.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到圖書館看書
幫助學生去經驗、反思及分享，進而體會個人行為對他人的影響，更希
望學生最終願意作出尊重他人和負責任的行為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責任、顧及他人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1.2.doc
教學事例：
與同學交換郵票
內容簡介：
讓學生從實踐中學習以尊重他人的態度與人交換郵票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守信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1.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用零用錢買了一個新筆盒
幫助學生實踐簡樸的生活習慣；並讓學生反省自己平時用錢的習慣是否
太奢侈揮霍，從而培養負責任、節儉及簡樸的生活態度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簡樸、節儉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省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1.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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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生舊叉燒好過生我?」
內容簡介：
以輕鬆的手法幫助學生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建立自尊與自愛
價值觀/態度： 自尊、自愛、自我接納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documents/educ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衝出憂愁谷 重踏陽光路
本教案透過互動教學，讓學生認識他們可能出現的負面情緒，從而學習
有效處理情緒的方法。
價值觀/態度：積極、樂觀、抗逆力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in_cris/doc/1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看了一則自殺新聞
鼓勵學生要認識生命的美好、珍惜生命，以負責任及堅毅的態度面對生
活中的逆境
價值觀/態度： 欣賞生活、愛惜生命、責任感、堅毅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抗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1_10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走出谷底 (處理負面情緒)
透過互動教學，讓學生認識青少年常見的負面情緒，從而學習有效處理
情緒的方法
價值觀/態度： 堅毅、抗逆力、積極
技能/能力： 情緒管理、溝通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1_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平凡的英雄
本教案以黃福榮先生的義行，引導學生明白人人都能夠為社會作出貢
獻，並讓學生思考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向災民施予援助，鼓勵學生培養
對社會及國家的承擔精神，主動關心有需要幫助的人。
價值觀/態度： 堅毅、承擔、關愛、國民身份認同、責任感、服務社群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education/pri%20prg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世界盃關我事？
本教案旨在幫助學生對世界盃足球比賽有初步認識，並從小培養他們觀
賞足球比賽的正面態度，以及認識「賭波」的後果。
價值觀/態度： 理性、自律、參與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世界盃關我事？.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有人叫我一齊賭波？
本教案旨在讓學生了解足球運動的真樂趣，同時認識一般人參與賭波的
原因，並且讓學生明白賭波所帶來的後果和影響，培養學生理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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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誘惑的能力。
價值觀/態度： 自律、不貪婪、負責任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有人叫我一齊賭波.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做個健康醒目人 向「賭波」說「不」
讓學生認識賭波的禍害，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生活，遠離「賭波」這種不
良嗜好，實踐健康生活，向『賭波』說「不」
價值觀/態度： 自律、理性、遠離惡習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Act 做
個健康醒目人%20%20 向「賭波」說「不」_高小初中.doc
教學事例： 足球賽事多面睇
齊齊尋找真樂趣
內容簡介： 透過遊戲讓學生感受踢球與觀賽的樂趣，培養學生正確的踢球與觀賽的
態度，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堅毅、欣賞、責任感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Game
足球賽事多面睇_齊齊尋找真樂趣_0703200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踢波？睇波？賭波？
以日記形式寫下不同身份的人對球賽的感受，讓學生就此提出對踢波、
睇波和賭波的看法，以引發他們對「踢波‧睇波‧不賭波」這個主題的
興趣。
價值觀/態度：自律、理性、遠離惡習、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自我管理、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Warmup
踢波睇波不賭波引入活動.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抉擇與後果
透過活動及討論，讓學生了解自己對賭波及賭博的態度，澄清不理性的
看法及迷思，幫助學生實踐「腳踏實地」的處事原則，戒除「不勞而獲」
的心態。
價值觀/態度：理性、腳踏實地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自我管理、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抉擇與後
果.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波仔的故事
幫助學生認識一般人參與賭博的原因，並透過故事主角的經歷去探究賭
博所帶來的後果，幫助學生明白個人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自律、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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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下載網址：

理性抉擇、解難的能力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波仔的故事.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倒波遊戲
透過遊戲及討論，讓學生思考賭波會對家庭、學業、身體健康、精神健
康、友誼及金錢造成不良的影響。並讓學生思考成為病態賭徒的後果。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理智
技能/能力： 理性抉擇、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倒波遊戲.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賭波人走上絕路
本教案透過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讓學生從事例中理解死者沉迷賭博的
原因及背後的錯誤觀念，引導學生戒絕貪念並拒絕參與任何賭博活動；
透過有關個案的研討，讓他們認識問題賭徒的特性，使他們提高警覺，
並思考賭博帶來的後果，堅決向賭博說「不」
。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理智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抉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賭波人走上絕
路.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賭波新聞給我的啟示
透過因賭波而跳樓自殺的新聞，幫助學生認識賭博的成因及禍害，並懂
得面對朋輩的壓力，堅決拒絕他們的引誘，不參與賭波。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理智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抉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賭波新聞給我
的啟示.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戒奢以儉
本教學事例旨在協助學生養成節儉的生活習慣，以培養他們簡樸、理性
消費、和節儉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簡樸、理性消費、節儉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in_cris/doc/1_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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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家庭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爸媽，我想... (向爸媽提出請求)
透過情境處理及討論，引領學生思考當向父母表達意願和提出請求時，
應持有尊重、理性及開放的態度，並作出合理的要求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開放、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2_9.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爸媽，辛苦你們了!
引導學生嘗試從父母的生活入手，除了要具體掌握父母一天辛勞的情況
外，也要讓他們明白到父母辛勞的原因，是為了提供一個既安全又良好
的成長環境給他們，希望能夠多理解、多體諒父母的心情，從而多關愛、
孝順父母
價值觀/態度： 關愛、責任感、孝順、主動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溝通能力、表達關懷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2_10.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分擔家務我有責
幫助學生反思作為家庭一分子，對家務的應有責任，並透過做家務，培
養堅毅和承擔精神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精神、堅毅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2_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教弟妹做功課
幫助學生學習以關懷、尊重及忍耐的態度教導弟妹做功課，並與家人建
立和諧及親密的家庭關係
價值觀/態度： 關懷、尊重他人、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2_5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家有了新成員
培養學生以關懷、分享、合作及負責任的態度，來適應家庭環境的轉變，
與家 人建立良好的關係，並達致個人成長
價值觀/態度： 關懷、分享、合作、責任感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適應轉變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2_4_P.doc
教學事例：
我是小護士 (照顧患病的家人)
內容簡介：
鼓勵學生當遇到家人患病時，如何盡自己的責任照顧及關懷患病的家人
價值觀/態度： 關愛、承擔精神、責任感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2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與家人購物
引導學生考慮貨品的價值，環保的意識，尊重家人的意見，最後作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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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決定；然後以討論及家人評估的方法，使學生加深瞭解與家人購物
時應有的責任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責任感、尊重大自然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2.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和爸爸慶祝父親節
讓學生思想父親為子女的付出，並透過設計慶祝父親節活動，認識何謂
尊敬孝順父母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尊重他人、關愛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2.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和家人上館子
讓學生學習主動去表達對家人的關懷和尊重，以建立親密的家庭關係，
並明白在公共場所要保持禮儀
價值觀/態度： 關懷、尊重他人、為他人設想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社交禮儀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2_6_P.doc
教學事例：
爸爸媽媽分開了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以尊重、積極的態度來面對父母離異及適應家庭的轉變
價值觀/態度： 開放、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適應轉變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2_8_P.doc

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學校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同學仔」
，你應該...
協助學生認識自我，認清目標及勇於面對挑戰，從而以積極的態度過渡
這段銜接期，在進入中學後，仍能發揮個人潛能，以自信積極的態度，
去克服種種困難
價值觀/態度： 自省、責任感、積極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3_1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忘記了做功課
讓學生瞭解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忘記了做功課的原因及感受，和作決
定時所反映的價值取向，以便幫助學生培養責任感及提供具體資料提昇
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自律、承擔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3.1.doc
教學事例：
測驗成績不理想，怎麼辦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培養自省、堅毅及勤奮的態度來面對及解決學習上的疑難
價值觀/態度： 堅毅、自省、勤奮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研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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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3_6.doc

教學事例：
上補習課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明白責任感、勤奮及樂於學習是學習進步的先決條件
價值觀/態度： 負責、勤奮、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3_8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害怕升不了班
幫助學生糾正對留班錯誤的想法，並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明白不要
氣餒的道理，持守勤奮的學習態度
價值觀/態度： 積極、自省、勤奮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3_9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受到老師的讚揚/懲罰
幫助學生反省讚揚和懲罰背後的意義，學習以謙虛和進取的態度面對讚
揚，以自省和勇於改過的態度面對懲罰
價值觀/態度： 謙虛、進取、自省、勇於改過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3_7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是小風紀
幫助學生培養重視服務的精神，以及明白履行服務工作時的應有態度，
如承 擔、自律及負責任等
價值觀/態度： 服務精神、承擔、自律、責任感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3_10.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是中國人─內地時事我要知!
讓學生多瞭解祖國，培養對國家的責任感和承擔感，並加強國民身份認
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開放、理性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3_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參與學校的升掛國旗典禮
介紹如何透過參與升旗禮，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尊重等價值觀和
態度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3.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班來了新同學 (認識少數族裔/新來港同學)
讓學生學習尊重不同文化及生活方式，並接納不同人士之間的差異，建
立和諧及共融文化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包容接納、欣賞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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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3_1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認識了一位從內地來的同學
描述一名剛來港的高小學生的適應經過，藉此帶出堅毅精神、尊重、關
心、國民身份認同等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態度： 堅毅、尊重他人、關心、國民身份認同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3.3.doc
教學事例：
人人有「權」 (尊重版權)
內容簡介：
提高學生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及尊重，避免侵權行為
價值觀/態度： 誠信、尊重他人、自律
技能/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研習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3_1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會了預防登革熱
教導學生有關登革熱的常識及如何協助成年人做好預防杜絕蚊子滋生
的措 施，從而提高學生在環境衛生方面的意識及預防蚊患的警覺性，
並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和公德心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公德心、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denque.doc

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社交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交友戀愛：愛的表達
透過討論兩性相處不同的情境，讓學生明白交友、約會以至戀愛的意
義，學習以理性、尊重的態度，與異性和諧地相處。
價值觀/態度： 理性、尊重、接納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分析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ExpressLov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的情人
透過反思「友情」
、
「戀愛」
、
「結婚」
、
「生育」之間的關係，讓學生學習
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與異性相處，預備將來與人相處和戀愛的來臨。
價值觀/態度： 尊重別人、理性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mylover.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青春期的煩惱（交友）
讓學生有機會討論與異性交往時，可能出現的困擾。學生明白友誼與愛
的分別，並讓學生有機會討論男女約會的意義及作用。

價值觀/態度： 自律、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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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senior_pri0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拍拖」以外
幫助學生認識除談戀愛及約會異性之外，還有很多值得參與的活動，並
明暸男女對各種活動的不同取向。
價值觀/態度： 自律、責任感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senior_pri0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同學笑我拍拖
幫助學生培養尊重他人的精神；並與學生探討與異性相處的正確態度，
讓他們明白同性和異性皆可成為朋友，不應以性別作界限來選擇朋友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接納、開放、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創造力、協作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4.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歡樂假期 保護自己
透過討論及角色扮演等，理解節日約會時可能存在的風險，學習與異性
相處時要訂下適當的界線，時刻提高警覺，保護自己。
價值觀/態度： 自律、應變、尊重、理性
技能/能力： 保護自己、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holidayKS2_3.doc
教學事例：
男女有別 (與異性相處之道)
內容簡介：
培養學生與異性溝通和相處的正確態度，從而消除對異性的誤解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
技能/能力： 溝通技巧、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4_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安全節日
本示例幫助學生明白怎樣選擇合適的活動及參加活動時應注意的地
方，才能歡渡一個又快樂又安全的節日。
價值觀/態度： 自律、責任感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safeholiday.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親「蜜」佳節
引導同學討論，如何面對佳節期間陌生人的邀請、分析朋輩介紹的去處
和活動是否危險等，幫助他們建立獨立分析能力，學習保護自己，歡度
親「蜜」佳節
價值觀/態度： 自律、尊重他人、理性、應變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senior_pri05.doc
教學事例：

我向不良朋輩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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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認識，在成長路上要自愛，並以理性和勇氣來處理朋輩不合理
的要求
價值觀/態度： 自愛、理性、勇氣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4_7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你抽一口，我抽一口?」(拒絕同學邀約抽煙)
透過一系列的互動教學活動，讓同學了解吸煙不同層面的禍害，並凝聚
同學的力量，共同抵抗吸煙的誘惑
價值觀/態度： 堅毅、理性、律己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4_13.doc
教學事例：
帶眼識網友
內容簡介：
透過互動教學，提高學生對網絡交友的警覺性和反思
價值觀/態度： 誠信、理智、律己
技能/能力： 安全意識、研習能力、分析能力、判斷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4_1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同學與我打賭
幫助學生理性地分析是否有能力承擔打賭的後果，與及明白打賭對自己
及他人所帶來的影響，從而衡量是否值得作出有關選擇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理性、承擔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拒絕技巧、判斷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4_2.doc
教學事例：
約鄰居去公園打波
內容簡介：
讓學生從學習活動中去學習、領悟、掌握與朋友議事的正確態度和方法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接納別人、關愛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4.1.doc
教學事例：
一同遊戲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學習參與遊戲時尊重別人、遵守規則和有體育精神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守規則、體育精神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4_5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朋友給我改花名
讓學生明白不應因個人外表、個性或能力的差異而取笑別人；同時亦讓
學生學會尊重別人及了解他們的感受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平等、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4_9.doc
教學事例：
我與朋友發生紛爭
內容簡介：
培養學生學習以理性思考、尊重及體諒他人的態度來處理紛爭
價值觀/態度： 理性、尊重他人、體諒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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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下載網址：

解決問題能力、判斷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4_8_P.doc

教學事例：
我幫助了朋友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學習以理性及尊重他人的態度來幫助朋友
價值觀/態度： 量力而為、理性思考、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2_4_6_P.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何必斤斤計較
讓同學瞭解「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鼓勵同學之間互相幫助，不要
與別人斤斤計較
價值觀/態度： 關愛、承擔、體諒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4_10.doc

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社會及國家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回鄉探親行
透過學生回鄉探親的經歷，如掃墓、過春節、探望親友等，認識家鄉的
人和事，領略尋根的意義，培養出一份對鄉土之情，從而建立學生對國
家的歸屬感和國民身份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關心國家、關愛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5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是中國人 ─ 內地時事我要知!
提升學生對內地時事的興趣，鼓勵他們主動認識內地的情況，從而建立
國民身份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歸屬感、主動學習、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5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認識「基本法」 你我都有責
以較生活化的例子闡釋基本法，連結基本法與個人生活的關係，提升學
生認識基本法的動機，從而更關心社會和國家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責任感、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5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家有家規，國有國法
讓學生明白到課室的規條和國家的法律是維持秩序和保障大家利益的
準則，從小遵守規則，能培養學生成為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價值觀/態度： 尊重法紀、自律精神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5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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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第一次參加飢饉活動」
讓學生參與饑饉活動，體驗饑餓和貧窮的滋味，從而反省自身浪費的習
慣，學會珍惜食物及關心貧窮國家的人
價值觀/態度： 堅毅、承擔、關愛
技能/能力： 表達關懷、自我管理能力、自省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5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第一次上教堂/廟宇
讓學生認識本港的主要宗教，並學習如何對待別人的宗教信仰，培養尊
重信仰自由的態度，以認識宗教和諧共存的重要性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共融、關愛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協同能力、社交禮儀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5_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傳媒男女觀
引導同學討論，如何面對傳媒文化中有關性別角色的定義和信息，幫助
他們建立分析及過濾傳媒性資訊的能力
價值觀/態度： 自愛、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判斷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3_Equal/
f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media.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十四歲爸爸後悔了（閱報後的反思）
透過身邊時有發生的棄嬰新聞為題，與學生討論時下青少年的戀愛觀，
從而引導學生思考個案中涉及婚前性行為及未婚懷孕的問題、後果及責
任。
價值觀/態度： 負責任、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5.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千里眼、順風耳，國際時事齊分享!
提升學生對國際時事的興趣和認識，並鼓勵學生對世界大事發表個人意
見
價值觀/態度： 關心社會、國際視野、主動學習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7/ks2_5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看了海嘯報導的頭條新聞
本示例是讓學生透過閱讀報章頭條，認識發生在社會的國際大事，引發
學生設身處地思想受災國家及災民的感受和需要，並以各國社會伸出援
手的態度，為受災國家所作出的貢獻為例子，讓學生感受人間有情，互
相幫助的重要。並讓學生思考珍惜生命的重要。
價值觀/態度： 珍惜、友愛、關懷、守望相助、生命神聖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primary.doc
教學事例：

「南亞世紀海嘯事件」的反思：捐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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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引導學生認識南亞世紀海嘯及分享自己的感受，幫助他們建立仁愛互助
精神和珍惜生命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珍惜生命、仁愛精神、樂善好施、謙卑、知足和感恩的心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secondary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海嘯帶來的醒悟
本示例提高學生在日常生活的危機意識，對自己的個人安全更重視，珍
惜寶貴的生命。同時引發學生設身處地思想受災國家及災民的感受和需
要，讓學生感受人間有情，互相幫助的重要。
價值觀/態度：友愛、關懷、守望相助、生命神聖
技能/能力： 溝通、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創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primary2.doc

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工作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綠色小賣部事件簿
讓學生明白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可能遇上的困難和如何克服這些困
難；通過這活動幫助培養學生堅毅、承擔和責任感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 刻苦、堅毅、責任感、承擔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9/ks2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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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豐盛人生路」(中學版)
藉一首創作歌曲：
「豐盛人生路」
，喚起青少年對毒品問題的關注，讓他
們能認識毒品對所造成的禍害，並思考如何活出一個豐盛的人生。
價值觀/態度： 珍惜自愛、自省、自決、積極、堅毅
技能/能力： 創造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1_1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不可以逃避
引導學生在面對壓力和情緒低落時，能以正面積極的方法處理，不會藉
服用煙、酒及危害精神毒品等來逃避。
價值觀/態度： 堅毅、積極、主動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情緒管理、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1_16.doc
教學事例：
向危害精神毒品說不
內容簡介：
加深學生對危害精神毒品禍害的認識，並學習拒絕危害精神毒品的方法
價值觀/態度： 堅 毅 、 自 愛 、 理 性
技能/能力： 拒絕技巧、保護自己、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1_1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非常派對玩不過
透過一些真實的情境，幫助學生學會謹慎地選擇正當的娛樂/慶祝節
目，並堅拒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價值觀/態度： 理性、自律、自愛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溝通能力、自我管理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rugs/resources/le_sp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尋找世界盃的真樂趣
藉此教案使莘莘學子在知識層面上多瞭解足球運動，鼓勵其為追求夢想
奮力進發，更重要是教導他們對待足球的正確態度，學習箇中的體育精
神，領略參與踢球的真樂趣，只用心觀賞，絕不賭波！
價值觀/態度： 自律、慎思明辨、腳踏實地
技能/能力： 批判思維、理智抉擇、解難、自我管理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尋找世界盃的真樂趣.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有人叫我一齊賭波？
本教案旨在讓學生了解足球運動的真樂趣，同時認識一般人參與賭波的
原因，並且讓學生明白賭波所帶來的後果和影響，培養學生理性抉擇、
抗拒誘惑的能力。
價值觀/態度： 自律、不貪婪、負責任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有人叫我一齊賭波.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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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無賭」世界盃
引導學生透過討論時事，反思賭波問題。並閱讀幾則有關病態賭博的真
實個案，引導學生討論病態賭博的特徵，思考對策。
價值觀/態度： 自律、自愛、理性、謹慎、遠離惡習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無賭世界盃.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做個健康醒目人 向「賭波」說「不」
讓學生認識賭波的禍害，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生活，遠離「賭波」這種不
良嗜好，實踐健康生活，向『賭波』說「不」
價值觀/態度： 自律、理性、遠離惡習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Act
做個健康醒目人%20%20 向「賭波」說「不」_高小初中.doc

教學事例： 足球賽事多面睇
齊齊尋找真樂趣
內容簡介： 透過遊戲讓學生感受踢球與觀賽的樂趣，培養學生正確的踢球與觀賽的
態度，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堅毅、欣賞、責任感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Game
足球賽事多面睇_齊齊尋找真樂趣_0703200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踢波？睇波？賭波？
以日記形式寫下不同身份的人對球賽的感受，讓學生就此提出對踢波、
睇波和賭波的看法，以引發他們對「踢波‧睇波‧不賭波」這個主題的
興趣。
價值觀/態度：自律、理性、遠離惡習、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自我管理、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Warmup
踢波睇波不賭波引入活動.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抉擇與後果
透過活動及討論，讓學生了解自己對賭波及賭博的態度，澄清不理性的
看法及迷思，幫助學生實踐「腳踏實地」的處事原則，戒除「不勞而獲」
的心態。
價值觀/態度：理性、腳踏實地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自我管理、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抉擇與後果.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波仔的故事
幫助學生認識一般人參與賭博的原因，並透過故事主角的經歷去探究賭
博所帶來的後果，幫助學生明白個人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自律、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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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下載網址：

理性抉擇、解難的能力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波仔的故事.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倒波遊戲
透過遊戲及討論，讓學生思考賭波會對家庭、學業、身體健康、精神健
康、友誼及金錢造成不良的影響。並讓學生思考成為病態賭徒的後果。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理智
技能/能力： 理性抉擇、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倒波遊戲.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賭波人走上絕路
本教案透過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讓學生從事例中理解死者沉迷賭博的
原因及背後的錯誤觀念，引導學生戒絕貪念並拒絕參與任何賭博活動；
透過有關個案的研討，讓他們認識問題賭徒的特性，使他們提高警覺，
並思考賭博帶來的後果，堅決向賭博說「不」
。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理智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抉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賭波人走上絕路.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賭波新聞給我的啟示
透過因賭波而跳樓自殺的新聞，幫助學生認識賭博的成因及禍害，並懂
得面對朋輩的壓力，堅決拒絕他們的引誘，不參與賭波。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理智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抉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賭波新聞給我的啟示.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賭波與我何干？
讓學生了解自己對賭波及賭博的態度，澄清自己不理性的看法
及迷思。並認識病態賭博的嚴重性，幫助學生思考抗拒賭博風
氣的方法。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自我管理能力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賭波與我何干.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男主內？女主內？
讓學生認識戀愛/婚姻關係中兩性的角色及責任，思考如何以平等、開
放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與異性相處，有效地維繫彼此的關係。
價值觀/態度： 平等、尊重、責任感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3_Equal/
f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 life-event_two_sexe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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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如何面對「性騷擾」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認識何謂「性騷擾」及如何面對此行為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同理心、勇氣
技能/能力： 保護自己、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1_14.doc
教學事例：
避孕知識知多少
內容簡介：
傳授避孕知識，提供正確的性知識，亦啟發學生作負責任的選擇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負責任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保護自己、自我管理能力、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5_Young/
files/life-event_BCM.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如何面對性衝動
鼓勵青少年學習如何處理和控制性衝動，理解性行為可能要負的責任和
後果，以致在面對性要求時懂得如何拒絕
價值觀/態度： 理性、負責任、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5_Young/
files/life-event_seximplus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性在安全 ─ 全面探討安全性行為
讓學生正確認識性行為、避孕和生命莊嚴的關係，明白妄顧後果的嚴重
性，從而建立負責任的人生態度和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
價值觀/態度： 負責任、自愛、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5_Young/
files/life-event_condomus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情色誘惑
幫助學生建立分析不良傳媒資訊的能力，並以開放而批判的態度，審視
並拒絕接觸傳媒的不良資訊
價值觀/態度： 自愛、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9_Info/f
iles/life-event_sexlur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網絡謊言
透過互動教學，讓學生提高對網絡交友的警覺性和對網絡誠信問題的反
思
價值觀/態度： 誠信、批判性、安全意識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1_1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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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我懂得自律地上網
內容簡介：
教導學生學會自律、理性及批判地善用互聯網
價值觀/態度： 自律、理性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
/S1_growth_case3.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至型？ 至潮？
讓學生明白個人內在修養比外在的樣貌、身型更重要，應學會欣賞自己
的優點和接納自己的缺點
價值觀/態度： 肯定自我、尊重他人、簡樸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1_1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是「格」價專家
幫助學生思想購買名牌貨品背後的動機，並分辨想購買的物品是自己
「想要」還是「需要」
，從而以理性的理財態度處理購物的慾望
價值觀/態度： 自律、理性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抉擇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8/price_final.doc
教學事例：
我的零用錢
內容簡介：
學生透過管理自己的財政開支及對他人作出的承諾，增強他們的責任感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理性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運算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1.3.doc
教學事例：
我學會了好的財務管理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學習以自律及負責任的態度管理財務，以免趺進消費陷阱中
價值觀/態度： 律己、負責任、謹慎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
/S1_growth_case4.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後悔自己發了脾氣
學生學習每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時，必須適當地處理憤怒的情緒，不要
發脾 氣，並加強與別人溝通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建立尊重他人和負
責任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責任感、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表達情緒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1.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向別人說對不起
引導學生反省生活經歷，明白人皆有疏失，應尊重他人的感受，並以負
責任的態度傳達歉意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負責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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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下載網址：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終於學會了游泳
讓學生明白要學懂一種技能必須要下苦功，並要持有不怕失敗、不怕困
難、從失敗中求改進、從困難中求自強的堅毅不屈的精神
價值觀/態度： 堅毅、勇敢、積極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1.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會了打扮自己
協助學生明白打扮自己的目的，以及欣賞自己的獨特性，以簡樸和整潔
的方式打扮自己
價值觀/態度： 簡樸、尊重他人、個人獨特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鑑賞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
/S1_growth_case2.pdf
教學事例：
我養成了好習慣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從日常生活的不同層面，建立良好的習慣
價值觀/態度： 堅毅、自律、恆心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
/S1_growth_case1.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學會時間分配
本示例的活動，讓教師幫助學生學習如何編排自己日常生活的時間表，
學生從中認識善用時間，珍惜光陰的重要，進而懂得自律與樂於承擔責
任。
價值觀/態度：責任感、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in_cris/doc/1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負責任的抉擇
幫助學生明白深思熟慮和負責任的決定對自己及他人的重要性，培養學
生在抉擇前能識別及評估一切可供選擇的技能。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省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不再幼稚
鼓勵學生學習自省，訂下正面的人生目標，願意為個人、家庭和社會負
責任，做個有為的青少年
價值觀/態度： 承擔、責任感、自省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生涯規畫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1_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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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為「我要展笑」義工行動做宣傳
以義工行動的生活事件，讓學生設計宣揚關懷兔唇患者的宣 傳廣告，
培養學生以尊重、關懷及平等的態度對待患有兔唇的人
價值觀/態度： 尊 重 他 人 、 關 懷 、 平 等
技能/能力： 表達關懷、創造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8/rabbit.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懂得反省生命的意義
幫助學生反思自己應珍惜生命，並啟發他們建立以堅毅、積極及愛
惜生命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愛惜生命、堅毅、積極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
/S1_growth_case5.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歡樂的聖誕，怒吼的海嘯
災難讓學生重新檢視反思生命價值和生活態度，提高學生的危機意識或
危機感，並鼓勵同學以不同角度去討論、分析世界地球村的概念，如何
幫助正在苦難中的災民。
價值觀/態度：珍惜生命、關懷、互助互愛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secondary.doc
教學事例：
我聽了一則自殺故事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糾正錯誤觀念，以堅毅和負責任的態度面對人生的挑戰
價值觀/態度： 生命神聖、堅毅、負責任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1-Gowth&Healthy
/S1_growth_case6.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接受輔導和聽取他人意見的重要性
幫助學生明瞭尋求輔導並非一種羞恥，培養學生對接受輔導和聽取他人
意見有正確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關懷、自省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衝出憂愁谷 重踏陽光路
本教案透過互動教學，讓學生認識他們可能出現的負面情緒，從而學習
有效處理情緒的方法。
價值觀/態度：積極、樂觀、抗逆力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in_cris/doc/1_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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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家庭生活
教學事例：
我獨自在家裡
內容簡介：
與學生探討獨留在家應有的自律態度
價值觀/態度： 律己、自決、承擔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_2_3.doc
教學事例：
我家添了新成員
內容簡介：
讓學生學習互相尊重、關懷及容忍的態度，以維持和諧的家庭生活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懷、容忍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_2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教弟妹做功課
協助兄姊認識自己的角色：扮演照顧及指導者，從中培養學生盡責，尊
重的態度及認識個人的獨特性
價值觀/態度： 負責任、尊重他人、個人獨特性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_2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的家人患病了
協助學生學習在家人患病時以關懷和體諒的態度，擔當照顧者的角色，
去協助其康復
價值觀/態度： 關懷、體諒、負責任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表達關懷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_2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媽媽今天病倒了
讓學生明白為人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擔的角色及責任，從而學會對父母的
關懷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精神、關懷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表達關懷、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2.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與父母發生爭拗
引導學生反思自己在與父母爭拗時的態度，從而認識尊重的重要，學習
以尊重和理性的態度與父母溝通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2.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處理家庭糾紛)
協助學生反思家庭紛爭所引起的不良後果，並學習與家人有效溝通，減
少彼此的磨擦和爭執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
技能/能力： 情緒管理、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修和技巧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12.doc
163

教學事例：
放下拳頭，擁抱溫柔! (處理家庭暴力問題)
內容簡介：
讓學生認識家庭暴力的問題，並學會以恰當的方法處理家庭糾紛
價值觀/態度： 關愛、尊重他人、積極面對逆境
技能/能力： 情緒管理、自我管理能力、修和技巧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1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有商有量」(舉行家庭會議)
讓學生衝破與家人溝通的障礙，以正面的態度主動尋求家人意見和與家
人商討事情，從而強化家庭凝聚力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團結一致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表達關懷、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11.do
教學事例：
爭取自主事件簿
內容簡介：
與學生探討在爭取個人自主權的同時，也要尊重家人的意見和感受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妥協、誠信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關愛家庭最強的抗毒防衛
讓學生認識危害精神毒品「成癮」的原因，吸食毒品對個人、家庭和社
會帶來的問題，並明白家人的關懷是預防接觸危害精神毒品的重要力
量。
價值觀/態度： 關愛、信心、珍惜
技能/能力： 創造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1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家人失業了
協助學生學習以積極、樂觀及互相關懷的心態共同面對逆境，讓學生明
白改變個人心態有助適應新的環境
價值觀/態度： 積極面對逆境、樂觀、關懷、適應轉變、堅毅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抗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8.doc
教學事例：
面對父母離異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以正確態度面對父母離異的事實，學習與離異的父母繼續溝通
價值觀/態度： 諒解、樂觀、積極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_2_9.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也有個快樂的家 (生活在單親家庭)
讓學生認識戀愛、婚姻和家庭關係，同時指出即使在不同家庭模式中成
長，但只要願意對家庭成員付出關心和諒解，也可建立快樂的家，並藉
此鼓勵學生尊重來自不同家庭模式的同學(。)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2_Family
164

/f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singleparentfamily.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家傳之寶──歷史文物
讓學生明白祖先流傳下來的東西都是對家族別具意義及紀念價值的。他
們應該學懂欣賞，繼而承傳下去，同時珍惜祖先通過這些寶物所流露的
關愛，加強學生對家庭的凝聚力。
價值觀/態度： 欣賞與承傳、關愛
技能/能力： 創造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1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故鄉拾趣
協助學生反思傳統鄉村生活的價值，從而培養對於鄉土的珍惜之情，並
尊重鄉土的人情和事物，建立對於鄉土、國家和中華文化的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珍惜、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反思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2_10.doc

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學校生活
教學事例：
升上了中一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學習堅毅和積極的態度，面對這些困難
價值觀/態度： 堅毅、積極、承擔、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3.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每天都能準時上學
透過每天都能準時上學的生活經歷，帶出時間管理不單只是管理時間，
更重要的是培養尊重他人和負責任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責任感、律己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3.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犯了校規
從角色扮演、處境分析和討論中，反思遵守校規的意義、認識個人在群
體中的責任和處事原則，從而建立責任感、承擔和守法精神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守法精神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分析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3.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測考靠自己
探討誠信和公平的重要性，藉以建立學生積極、嚴謹及負責任的學習態
度，以免學生墮入考測作弊的誘惑中
價值觀/態度： 積極、律己、誠信、負責任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分析能力、判斷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3_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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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我如何解決學習的困難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接納自我，並以堅毅及互助的態度克服學習上的問題
價值觀/態度： 接納自我、堅毅、互助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3-School/S3_sch
ool_case1.pdf
教學事例：
我怎樣選擇修讀哪一科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學習怎樣選科及認清未來的發展目標
價值觀/態度： 自決、理性、開放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生涯規畫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3-School/S3_sch
ool_case2.pdf
教學事例：
前途由我創
內容簡介：
讓學生知道有責任為自己的人生及早計畫
價值觀/態度： 負責任、承擔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協助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3-School/S3_sch
ool_case6.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與同學一起進行專題研習
引導學生檢討自己與人合作的態度，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和尊重他人的
態度與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合作、團隊精神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3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班來了兩位新同學
描述兩個插班生在學校的遭遇，藉此帶出尊重、欣賞、友愛、個人獨特
性等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欣賞、友愛、個人獨特性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表達關懷
下載網址：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I_have_2_new_classmat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參與學校中國文化周
透過介紹中國文化網站和遊戲，讓學生體會中國文化的趣味，樂於
學習，並讓他們設計一次「中國文化周」活動，傳揚中國文化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文化承傳、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3_10.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認識祖國活動
介紹一名初小學生參與到內地交流的經過和體會，其後更與內地的小朋
友結成筆友，藉書信往來，了解內地人民生活的一鱗半爪，從而培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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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關心、國民身份認同等價值觀和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心、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3.3.doc
教學事例：
一個有意義的假期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反思如何善用時間、積極地度過每一個假期
價值觀/態度： 關愛、積極、自律
技能/能力： 反思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3_11.doc

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社交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戀上了網友
協助學生了解談戀愛的準備，建立對網上交友以至應邀約會的謹慎態
度，對交友及戀愛建立負責任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理性、尊重別人、責任感、承擔
技能/能力： 創造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netlov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是否愛上了他/她？
讓學生明白如何分辨愛情和友誼，學習如何與異性相處，懂得彼此尊重
和接納；介紹戀愛、婚姻和家庭的關係，為同學迎接將來人生不同的階
段作好準備。
價值觀/態度： 理性、自省、尊重別人、責任感、承擔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loveornot.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愛得起‧放得低
引導學生討論戀愛中不同的情境，讓學生以理性和關懷的態度，建立並
維繫與異性的交往及探討如何處理感情關係的終結。
價值觀/態度： 理性、尊重、負責任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分析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WeCanLoveBetter.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歡樂假期 保護自己
透過討論及角色扮演等，理解節日約會時可能存在的風險，學習與異性
相處時要訂下適當的界線，時刻提高警覺，保護自己。
價值觀/態度： 自律、應變、尊重、理性
技能/能力： 保護自己、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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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holidayKS2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的情人
透過反思「友情」
、
「戀愛」
、
「結婚」
、
「生育」之間的關係，讓學生學習
以理性和尊重的態度與異性相處，預備將來與人相處和戀愛的來臨。
價值觀/態度： 尊重別人、理性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mylover.doc
教學事例：
拖拖拉拉
內容簡介：
鼓勵同學學習尊重和接納，藉此帶出如何與同性及異性建立良好友誼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接納、真誠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love.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非禮勿言 (不說粗話)
向學生介紹何謂言語的性騷擾，並討論如何處理及預防言語的性騷擾，
藉此鼓勵學生以禮待人，建立平等而和諧的兩性關係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自律、謹慎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6_Voi/fi
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verbal_sexharass.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親「蜜」佳節
引導學生討論，如何面對佳節期間陌生人的邀請、分析朋輩介紹的去處
和活動是否危險等，幫助他們建立獨立分析能力，學習保護自己，歡度
親「蜜」佳節
價值觀/態度： 自律、尊重他人、理性、應變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1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青春何價? - 援交援交 – 青春何價?
引導同學討論，認清援交的危機及負面意義，提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
力，建立正面健康的價值觀及增強尊重身體的意識
價值觀/態度： 自愛、尊重他人、理性、負責任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9_Info/f
iles/life-event_compensateddating.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安全節日
本示例幫助學生明白怎樣選擇合適的活動及參加活動時應注意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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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能歡渡一個又快樂又安全的節日。
價值觀/態度： 自律、責任感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safeholiday.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青春期的煩惱（交友）
讓學生有機會討論與異性交往時，可能出現的困擾。學生明白友誼與愛
的分別，並讓學生有機會討論男女約會的意義及作用。

價值觀/態度： 自律、責任感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senior_pri0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約會
幫助學生明瞭與異性及同性建立友誼的重要性，培養學生對兩性關係正
確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省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意亂情迷
以戲劇形式带出年輕人談戀愛的問題，幫助學生了解「愛」是關懷及為
對方著想。並協助學生分析行為所帶來的後果。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律、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5.pdf

教學事例：
向性要求說“不”
內容簡介：
透過活動提高學生個人自尊。並協助學生掌握拒絕的技巧。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律、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又豈在朝朝暮暮
幫助學生認識青少年發生婚前性行為的一些原因，認識在困境中應怎樣
及往何處尋求援助。
價值觀/態度：責任感、自律、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婚前性關係
幫助學生探討他們自己對性關係的價值觀和態度，並建立負責任和健康
的性態度。
價值觀/態度：責任感、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9.doc
教學事例：

婚前性關係的後果和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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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讓學生對有關婚前性行為、墮胎及性病的問題有基本的認識，鼓勵學生
建立負責任及願意承擔後果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責任感、自省、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思考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10.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疑似藝人不雅照片事件 反思個人言行取捨
與學生分析拍攝、上載及流傳親密照片或短片有可能帶來的影響、鼓勵
學生懂得保護個人的私隱、建立平等而又互相尊重的兩性關係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自律、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9_Info/f
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photos.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真正朋友
引導學生懂得在友儕的影響和慫恿下，仍能堅決拒絕嘗試吸食危害精
毒品，培養學生的尊重、自省、自決等價值觀與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自省、自決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拒絕技巧、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4_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大義滅友 (揭發好友不當行為)
讓學生反思朋友之道，鼓勵他們不要因友情而放棄原則，在面對友情與
公義的兩難抉擇時，能有正確的取捨
價值觀/態度： 誠信、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判斷能力、拒絕技巧、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4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面對誘惑
協助學生以堅持原則、明辨是非和勇於拒絕的態度，去處理不良朋輩的
引誘或不合理的要求
價值觀/態度： 堅持原則、勇氣、理性、律己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4_7.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齊抗網絡「毒」害
指導學生如何謹慎思考，並應該抱持什麼的價值觀和態度去作出抉擇和
面對這些不良資訊
價值觀/態度： 理性、自律、謹慎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rugs/resources/le_s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拒絕朋友叫我吸煙
使學生認識吸煙的害處，當遇到朋輩的不良引誘時，能堅決拒絕吸煙，
建立負責任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理性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創造力、拒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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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4.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缺陷無罪 (防止校園欺凌)
協助學生辨識何謂欺凌，反思校園欺凌的行為及禍害，以免身陷其中而
不自 覺，同時培養學生面對校園欺凌的正確態度，並以關愛、包容之
心與同學相處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關愛、包容接納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保護自己、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4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會了處理衝突的方法
透過思考自己的選擇方法所帶來的後果，引發學生的思考能力，並讓學
生體會每一個決定所引致的後果也要自己承擔
價值觀/態度： 理性、和平友愛、包容接納、承擔
技能/能力： 判斷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I_can_control.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愛共融
引導學生討論，認清傳媒的限制與動機，學習尊重別人，包容及接納與
自己外貌、體型和能力有差異的友儕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欣賞、包容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3_Equal/
f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love_harmony.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認識新來港人士
使青少年學會尊重及欣賞的態度，接納新來港人士，並接觸他們身邊不
同文化的人與事
價值觀/態度： 欣賞、尊重他人、包容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2.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到朋友家唱卡拉 OK
幫助學生反省自己的行為表現，學會尊重別人及明白到朋友家時應有的
禮貌，避免做出令人不滿或反感的事情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謹慎、律己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4.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和朋友一起籌備聖誕假期節目
藉著朋友一起籌備聖誕假期節目這一事件，幫助學生體會互相尊重是有
效溝通的重要因素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體諒、包容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4.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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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參加了戶外的訓練營
透過訓練營後教師與學生的討論，帶出訓練營的活動對學生的價值觀及
態度的影響
價值觀/態度： 堅毅、承擔精神、責任感、合作、團結、守望相助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4.4.doc
教學事例：
我參加露營
內容簡介：
鼓勵青少年學習責任感、公德心及自律的態度參與露營活動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自律、公德心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3.pdf
教學事例：
我參加宗教聚會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尊重別人的宗教信仰，並以理性的態度去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包容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4.pdf
教學事例：
我出席了一次同學的喪禮
內容簡介：
協助青少年透過出席喪禮反省生命的可貴，並學習有關的禮儀及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珍惜生命、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反思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5.pdf
教學事例：
我出席喜宴
內容簡介：
培養學生尊重他人和學習簡樸生活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簡樸、尊重他人、樂於學習、律己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6.pdf

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社會及國家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香港的「基本法」
，「基本法」的香港
讓學生了解基本法的由來及反思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從而建立國民身份
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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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一票都不能少 (認識投票意義)
讓學生體驗投票的重要性，明白小至學生會選舉，大至總統選舉，每一
票皆有決定性的作用
價值觀/態度： 承擔、責任感、信守承諾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國旗下的講話
讓學生思考升掛國旗對年青人的意義和重要性，從而提升對國家的歸屬
感和國民身份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國家大事，你我關心!
鼓勵學生分享個人對祖國的觀感，以及自主學習了解國家的現況、面對
的機遇和挑戰，思考自己未來的路向和可以在國家發展中可以擔當的角
色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關心國家、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3.doc
教學事例：
我為國家隊打氣
內容簡介：
幫助青少年反省自己的國民身份，重新認識及關心內地的發展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主動學習、責任感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研習能力、反思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6.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曾到內地旅遊
協助學生明白以欣賞及尊重的態度來理解內地的文化、民情，破除一些
偏見
價值觀/態度： 欣賞、尊重他人、包容接納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7.pdf
教學事例：
我與外國人傾談
內容簡介：
透過與不同文化的簡單比較，讓學生思想到中國人的性格與文化，從而
培養
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識與認同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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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活在地球村
內容簡介：
讓學生明白我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依存關係，培養學生的世界公民意識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關注國際社會、世界公民意識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南亞世紀海嘯事件」的反思：捐獻以外
引導學生認識南亞世紀海嘯及分享自己的感受，幫助他們建立仁愛互助
精神和珍惜生命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珍惜生命、仁愛精神、樂善好施、謙卑、知足和感恩的心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secondary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海嘯帶來的醒悟
本示例提高學生在日常生活的危機意識，對自己的個人安全更重視，珍
惜寶貴的生命。同時引發學生設身處地思想受災國家及災民的感受和需
要，讓學生感受人間有情，互相幫助的重要。
價值觀/態度：友愛、關懷、守望相助、生命神聖
技能/能力： 溝通、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創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primary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南亞世紀海嘯事件」的反思（2）
：救援背後
引導學生從南亞世紀海嘯災難的教訓中，培養危機意識和人文精神，建
立批判思考以及世界公民的意識和責任感。
價值觀/態度：居安思危、公平、友愛、人文關懷、批判思考、世界公民的意識和責任
感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創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secondary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婚前性行為」你我觀
本教案嘗試以婚前性行為為題，與學生正面討論「性」
，討論「愛」與
「性」的關係，讓學生了解不同人對婚前性行為的看法，使他們對有關
的問題有更全面的了解，並從個案研討中，認識婚前性行為的後果與責
任，學習理性抉擇及培養負責任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負責任、尊重、自愛、理性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糖衣毒藥
幫助學生辨識傳媒如何誤導與灌輸有關吸煙、酗酒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等不良訊息及價值觀，讓他們了解吸煙、酗酒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禍
害及真相，從而提昇他們的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自省、自決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9.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不用翻版貨
協助學生反思個人誠信與知識產權兩者的關係，明白維護知識產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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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亦要尊重他人(個人的努力及其創意的產業)，繼而勇於拒絕侵權
行為
價值觀/態度： 誠信、尊重他人、律己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看了一則新聞「學童自殺事件」
探討自殺問題，幫助學生檢示個人的生活境遇，學習提升解決問題能力
之法，並帶出「活著多麼好」的訊息，進行情意教育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負責任、堅毅、積極、欣賞、珍惜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5.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看了一則新聞「14 歲爸爸後悔了」
引導學生思考個案中涉及婚前性行為及未婚懷孕的問題、後果及責任，
從而幫助學生建立負責任的生活態度及多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
價值觀/態度： 負責任、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3.5.5.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當了交通安全糾察
幫助學生認識到道路和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認識罔顧道路及交通安全的
後果，培養學生負責任的態度和尊重守規的精神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責任感、自律守規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Road_safetyNEW.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當了香港的親善大使
藉學生在當上香港親善大使的過程中認識香港，培養公民責任感，以及
提升對香港的歸屬感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歸屬感、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溝通技巧、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8/ks3_5_1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參加了社會服務活動
以學生參與社會服務的親身經歷，引導學生認識參與服務的意義，鼓勵
學生對社會作出貢獻，培養承擔精神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doc/3.5.1.doc
教學事例：
我幫助了有需要的人
內容簡介：
鼓勵學生關心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價值觀/態度： 關懷、積極、主動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表達關懷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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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生活事件：我做了超市的格價專家
讓學生認識公平競爭的好處，同時培養學生在購物時要留意產品及服務
質素的習慣
價值觀/態度： 理性、自由、公平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判斷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7/competition%20exemp
lar.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文化中心無文化？」
探討公德心問題，引導學生明白愛護公物、為他人設想和守法自律的重
要性，從而培育學生的公德心和守法精神
價值觀/態度： 公德心、責任感、尊重他人、守法自律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3.5.6.PDF
教學事例：
當我使用公共設施時
內容簡介：
讓學生明白每一項守則背後的價值觀是維護公眾的利益；鼓勵學生
反省自己的公德心
價值觀/態度： 公德心、自律、愛護公物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1.pdf

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工作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適合做兼職工作嗎？
引導學生思考兼職工作對他們的讀書時間所帶來的影響， 從而培養勤
奮學習和簡樸生活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勤奮、簡樸、理性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判斷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生涯規劃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1.pdf
教學事例：
找一份暑期工作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檢視自己做暑期工作的目的及指出責任感和謹慎的重要
價值觀/態度： 努力學習、責任感、謹慎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反思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2.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不小心受傷了！
培養青少年在工作環境做事謹慎、認真的態度，有助減少自己和別人受
176

傷的機會
價值觀/態度： 顧己及人、謹慎、認真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7.pdf

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壓力我不怕
引導學生在面對壓力和情緒低落時，能以正面積極的方法處理，不會藉
服用煙、酒及危害精神毒品等來逃避(。)
價值觀/態度： 堅毅、積極、主動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情緒管理、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1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理財錦囊
幫助學生思想購買名牌貨品背後的動機，並分辨想購買的物品是自己
「想要」還是「需要」
，以理性的理財態度處理購物的慾望
價值觀/態度： 自律、理性、負責任、健康生活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能力、判斷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1_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戒奢以儉
本教學事例旨在協助學生養成節儉的生活習慣，以培養他們簡樸、理性
消費、和節儉的價值觀。
價值觀/態度：簡樸、理性消費、節儉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in_cris/doc/1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博」(BLOG) 出私人空間
透過案例讓學生反思個人使用博客時的責任，提醒學生無論在網上或現
實世界，都要謹慎個人的言論及行為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謹慎、律己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研習能力、判斷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1_3.doc
教學事例：
輸多贏少 (不參與任何博彩活動)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更全面地認識賭博的本質及其可能帶來的禍害
價值觀/態度： 堅毅、自制、批判的態度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判斷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1_5_090709.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無賭」世界盃
引導學生透過討論時事，反思賭波問題。並閱讀幾則有關病態賭博的真
實個案，引導學生討論病態賭博的特徵，思考對策。
價值觀/態度： 自律、自愛、理性、謹慎、遠離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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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下載網址：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
無賭世界盃.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賭波與我何干？
讓學生了解自己對賭波及賭博的態度，澄清自己不理性的看法
及迷思。並認識病態賭博的嚴重性，幫助學生思考抗拒賭博風
氣的方法。
價值觀/態度：不貪婪、自我管理能力
技能/能力： 分析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nti-gambling_v2/programs/賭波與我何
干.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欺凌？被欺凌？
透過個案研究分析中學生被欺凌的情況，通過討論活動讓學生懂得如何
正確地與同學相處及面對被欺凌的問題
價值觀/態度： 關愛、尊重他人、同理心、正義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9/ks4_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性衝動，勿亂來!
協助學生反思自己對性的看法及價值觀，探討婚前性行為所帶來的影
響，並協助學生正面處理性衝動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責任感、自制、愛惜自己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1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負責任的抉擇
幫助學生明白深思熟慮和負責任的決定對自己及他人的重要性，培養學
生在抉擇前能識別及評估一切可供選擇的技能。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省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接受輔導和聽取他人意見的重要性
幫助學生明瞭尋求輔導並非一種羞恥，培養學生對接受輔導和聽取他人
意見有正確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關懷、自省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為誰生活為誰忙? (反思生命意義)
協助年青人探討生命的意義，重排生活中各樣事情的重要性，追求正面
的人生觀，活得更豐盛和有意義
價值觀/態度： 積極、自愛、承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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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下載網址：

研習能力、生涯規畫、自我管理能力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1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要高飛 (追求理想)
讓學生正面認識自己、培養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學習責任與承擔精
神，並作出反思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精神、堅毅、積極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反思能力、生涯規畫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1_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歡樂的聖誕，怒吼的海嘯
災難讓學生重新檢視反思生命價值和生活態度，提高學生的危機意識或
危機感，並鼓勵學生以不同角度去討論、分析世界地球村的概念，如何
幫助正在苦難中的災民。
價值觀/態度：珍惜生命、關懷、互助互愛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思考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secondary.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苦？樂？得？失？」
本教案以靳埭強教授和何嘉麗小姐與學生的真情對話、人生經驗分享，
鼓勵學生鍛煉堅毅的意志、培養豁達的態度，從而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價值觀/態度：堅毅、豁達、善於應變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難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in_cris/doc/1_2.doc

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家庭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要學習和家人融洽相處
引導學生明白在與家人相處尤其有衝突時，須尊重和關愛家人，學習以
理性和易地而處的態度去排難解紛，並以建立和諧家庭為目標
價值觀/態度： 關愛、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9/ks4_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不怕囉唆，最怕生疏 (主動關心家人)
鼓勵學生主動與父母溝通、關心家人、為家人送上驚喜，加強家庭的凝
聚力
價值觀/態度： 關愛、主動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表達關懷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2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在家千日好 (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機會)
讓學生反思家人關係的寶貴，勉勵他們抓緊時光，學習與家人融洽相
處，並思考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和責任，合力建立一個和諧溫暖的家
價值觀/態度： 珍惜、關愛、責任感、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表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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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2_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沒有零用錢的日子 (家人忽然失業)
協助學生學習勇於承擔舒緩和解決問題的責任，以互相關懷的心態
共同面對逆境，讓學生明白每個家庭成員均可付出自己的力量，減少失
業對家庭的影響及家人的牽掛
價值觀/態度： 承擔精神、積極、樂觀、關懷
技能/能力： 抗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2_2.doc
教學事例：
面對父母離異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以正確態度面對父母離異的事實，學習與離異的父母繼續溝通
價值觀/態度： 諒解、樂觀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2-Family/S2_fam
ily_case7.pdf

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學校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建設零毒污染校園
讓學生了解毒品對個人、家庭和社會(學校)所造成的禍害，提升他們的
責任與承擔感，參與建設「零毒污染」校園。。
價值觀/態度： 珍惜自愛、積極自律、責任感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3_5.doc
教學事例：
出自我手筆 (不做抄襲的行為)
內容簡介：
透過反思練習及教學活動，讓學生明白個人誠信及知識的重要性
價值觀/態度： 誠信、樂於學習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3_4.doc
教學事例：
我怎樣選擇修讀哪一科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學習怎樣選科及認清未來的發展目標
價值觀/態度： 自決、開放、責任感、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生涯規劃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3-School/S3_sch
ool_case2.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不怕面對公開考試
協助學生以堅毅的勇氣、積極態度去面對公開考試，以及在求學過程中
培養樂於學習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堅毅、勇氣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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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3_1.doc

教學事例：
我畢業了
內容簡介：
讓學生以正面樂觀、進取的態度看待畢業及接受這個挑戰
價值觀/態度： 面對挑戰樂觀、進取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3-School/S3_sch
ool_case4.pdf
教學事例：
前途由我創
內容簡介：
讓學生知道有責任為自己的人生及早計畫
價值觀/態度： 負責任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3-School/S3_sch
ool_case6.pdf
教學事例：
我參加了選舉
內容簡介：
讓學生瞭解參與學生組織的真正意義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民主精神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3-School/S3_sch
ool_case3.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校政論壇
讓學生從身邊熟悉的環境 ─ 學校開始，鼓勵他們先對一些與學校相關
的議題進行思考，並表達意見，並期望他們能進一步參與有關社會國際
議題的討論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主動、批判性思考能力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研習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3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遊學體驗得著多 (體驗中華文化)
協助學生反思遊學的意義，以及鼓勵學生珍惜內地遊學的經驗，思考遊
學對於體驗中華文化的作用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積極學習、欣賞中華文化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協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3_2.doc

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社交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難以拒絕的聖誕約會
讓學生透過角色扮演的遊戲，理智地思考戀愛與性的關係，建立負責
任、健康的性態度
價值觀/態度： 自律、應變、尊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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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分析能力、拒絕技巧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4_Date/f
iles/life-event_holidayKS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婚姻不是兒戲
讓學生反思個人對婚姻的看法及價值觀，明白婚姻關係除包含激情及親
密之 外，更重要的是信守婚姻的承諾
價值觀/態度： 承擔精神、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4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節日狂歡 (保護自己)
讓學生明白與朋友一起慶祝節日是正常的社交活動，但自己亦要訂下底
線，時刻提高警覺，愛惜自己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堅定、愛惜自己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保護自己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4_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性 = 愛?
讓學生認識愛情的元素，深思愛情的意義，建立更正面的戀愛與性價值
觀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自愛、責任感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保護自己、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4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疑似藝人不雅照片事件 反思個人言行取捨
與學生分析拍攝、上載及流傳親密照片或短片有可能帶來的影響、鼓勵
學生懂得保護個人的私隱、建立平等而又互相尊重的兩性關係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自律、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9_Info/f
iles/DownloadFile.asp?DLfileName=life-event_photos.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佳節勿亂「性」
引導學生思考性行為與戀愛的關係，瞭解性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及影
響；並希望提高學生們自我保護的意識，建立健康的性態度
價值觀/態度： 理性、責任感、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senior_sec1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青春何價? - 援交援交–青春何價?
引導學生討論，認清援交的危機及負面意義，提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
力，建立正面健康的價值觀及增強尊重身體的意識
價值觀/態度： 自愛、尊重他人、理性、負責任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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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9_Info/f
iles/life-event_compensateddating.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約會
幫助學生明瞭與異性及同性建立友誼的重要性，培養學生對兩性關係正
確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省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意亂情迷
以戲劇形式带出年輕人談戀愛的問題，幫助學生了解「愛」是關懷及為
對方著想。並協助學生分析行為所帶來的後果。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律、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5.pdf
教學事例：
向性要求說“不”
內容簡介：
透過活動提高學生個人自尊。並協助學生掌握拒絕的技巧。
價值觀/態度：責任 感、自律、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6.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又豈在朝朝暮暮
幫助學生認識青少年發生婚前性行為的一些原因，認識在困境中應怎樣
及往何處尋求援助。
價值觀/態度：責任感、自律、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8.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婚前性關係
幫助學生探討他們自己對性關係的價值觀和態度，並建立負責任和健康
的性態度。
價值觀/態度：責任感、尊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09.doc
教學事例：

婚前性關係的後果和含義

內容簡介：

讓學生對有關婚前性行為、墮胎及性病的問題有基本的認識，鼓勵學生
建立負責任及願意承擔後果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責任感、自省、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思考能力、分析能力
下載網址：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doc/junior_sec10.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分黨分派，有你無我!
讓學生反思同學間分黨分派的問題，減少小圈子式是非之爭，營造團隊
精神和提倡積極合作、互相包容的文化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包容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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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下載網址：

溝通能力、協助能力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4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本是同根生
引導學生反思對內地人民看法，認識中港兩地的文化異同，協助他們以
更包容的態度看待彼此的差異，並學會尊重、欣賞和接納新來港學生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尊重他人、包容接納、接納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4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認識新來港人士
使青少年學會用尊重及欣賞的態度，接納新來港人士，並接觸他們身邊
不同文化的人與事
價值觀/態度： 欣賞、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2.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反目成仇? (學習復和的技巧)
幫助學生探討處理衝突的原則和態度，以及學習復和的技巧，從而認識
友誼的可貴，更懂得珍惜友誼及維繫持久的友誼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和而不同、珍惜、欣賞、維繫友誼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4_2.doc
教學事例：
做個醒目諫友
內容簡介：
探討給予朋友忠告的原則和態度，以求彼此建立，不斷進步
價值觀/態度： 真誠、尊重他人、理性、擇善固執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分析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9/ks4social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左鄰右里
鼓勵學生主動關愛和尊重別人，嘗試以大方得體的態度與人交往及幫助
有需要的人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關愛、犧牲精神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4_1.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齊抗網絡「毒」害
讓學生認識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指導他們如何謹慎思考，並應該
抱持什麼的價值觀和態度去作出抉擇和面對開放的網絡世界中一些與
吸食危害精神毒品有關的不良資訊
價值觀/態度： 謹慎理性、自律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rugs/resources/le_s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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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參加宗教聚會
協助學生學習尊重別人的宗教信仰，並以理性的態度去選擇自己的宗教
信仰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4.pdf
教學事例：
我出席了一次同學的喪禮
內容簡介：
協助青少年透過出席喪禮反省生命的可貴，並學習有關的禮儀及態度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珍惜生命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5.pdf
教學事例：
我出席喜宴
內容簡介：
培養學生和學習簡樸生活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簡樸、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4-Social/S4_soc
ial_case6.pdf

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社會及國家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國情全接觸 (加深對國家國情的了解)
引領學生反思年青人對國家的應有態度，願意承擔改善社區、國家和人
民福祉的責任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獨立思考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5_3.doc
教學事例：
我為國家隊打氣
內容簡介：
幫助青少年反省自己的國民身份，重新認識及關心內地的發展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6.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曾到內地旅遊
協助學生明白以欣賞及尊重的態度來理解內地的文化、民情，破除一些
偏見
價值觀/態度： 欣賞、尊重他人
技能/能力： 協作能力、研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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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7.pdf
教學事例：
我關心內地的教育需要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以國民身份的角度，來關注內地的教育需要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8.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南亞世紀海嘯事件」的反思（2）
：救援背後
引導學生從南亞世紀海嘯災難的教訓中，培養危機意識和人文精神，建
立批判思考以及世界公民的意識和責任感。
價值觀/態度：居安思危、公平、友愛、人文關懷、批判思考、世界公民的意識和責任
感
技能/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創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secondary4.doc
教學事例：
我和同學討論時事
內容簡介：
鼓勵學生關心社會，並培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
價值觀/態度： 責任、關心社會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5.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旁聽立法會會議
讓學生探討何謂尊重、如何以理性的態度討論問題，避免罵戰或意氣之
爭，進而加深學生對尊重的理解，提升他們對地區、又或社會事務的關
注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獨立思考、客觀理性、歸屬感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思考能力、溝通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5_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會了抗拒社會歪風
幫助學生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並對自己的道德標準作出反省，使學
生有能力面對誘惑和社會歪風
價值觀/態度： 自律、自省、理性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3.pdf
教學事例：
我要伸張正義
內容簡介：
幫助學生主動及勇敢地實踐公平及正直
價值觀/態度： 主動、勇敢、公平、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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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4.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做了超市的格價專家
讓學生認識公平競爭的好處，同時培養學生在購物時要留意產品及服務
質素的習慣
價值觀/態度： 理性、自由、公平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創作性思考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7/competition%20exemp
lar.doc
教學事例：
我幫助了有需要的人
內容簡介：
鼓勵學生關心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價值觀/態度： 關懷、積極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5-Society/S5_so
ciety_case2.pdf
教學事例：
第一手真相? (傳媒資訊真偽)
內容簡介：
讓學生在接觸各類資訊時，能以理性批判和審慎的態度小心求證，在
發放資訊時亦不可輕率，要為個人言行負責任
價值觀/態度： 誠信、理性
技能/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5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讓學生認識貧窮和貧富懸殊問題，並鼓勵學生關注貧窮人士的需要和思
考相關決策
價值觀/態度： 關愛、責任感、承擔精神
技能/能力： 批判思考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5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尊重知識產權，你我都有責!
請學生分組討論誠信、法規與社會的關係，並設計宣傳推廣活動，推動
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及提升年青人的個人修養
價值觀/態度： 誠信、尊重他人、守法循規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批判思考能力、創造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5_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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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工作生活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第一次面試
讓學生了解誠信在工作面試當中的重要性，並從中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工
作面試禮儀，為日後求職作好準備
價值觀/態度： 誠信、責任感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6_7.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的第一份工
培養學生對工作的責任感、積極、進取等價值觀與態度；為他們日後投
身社會工作，建立良好的基礎及心理準備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積極、進取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6_2.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會做好呢份工
引導高中生思考自己應抱持怎樣的工作態度和在社會中所擔當的角
色及在工作中如何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並努力擴闊視野，為將來理
想的生活作好準備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承擔精神、合作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6_4.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北上就業大計
協助學生檢視對內地就業的看法及價值觀，並提升他們對前往內地就業
的準備能力和信心
價值觀/態度： 國民身份認同、積極進取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研習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6_5.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誠信無價
讓學生反思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時候會不自覺的陷入誠信危機，所以必
須保持警覺性；也要讓他們明白到誠信是大家必須培養的高尚品格(無
價之寶)，尤其 是在工作上，因為堅守誠信是讓社會公平和人們互相信
任的不二法門
價值觀/態度： 誠信、公平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維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6_3.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處理工作壓力)
引導學生認識工作壓力，協助他們及早在心理上裝備自己，積極面對日
後工作上的挑戰
價值觀/態度： 堅毅、樂觀、理性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6_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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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不怕面對工作壓力
幫助青少年懂得負責任的重要及保持與人有良好的合作關係，為未來
將要遇到的情況作更好的準備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堅毅、承擔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6.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先敬羅衣後敬人?
幫助學生學習在社會工作時應有的態度和禮儀，例如：尊重公司文化、
要求，懂得挑選合適及簡樸的穿着，避免因衣飾不合適而帶來不良後果
價值觀/態度： 尊重他人、簡樸、批判性思考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3059/ks4_6_1.doc
教學事例：
我與職青談論薪金的使用
內容簡介：
培養學生在運用金錢上的責任感及學習懂得與人分享等美德
價值觀/態度： 責任感、謹慎、分享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5.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學習工作間的人際關係
幫助學生了解工作環境中，所遇到的種種合作問題和尊重別人的重要，
並學習建立和諧坦誠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合作、和諧、尊重他人、坦誠
技能/能力： 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協作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3.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假如我是僱主
讓學生探討及思考工作上的要求，尤其在個人品格素質方面，帶出正面
積極的態度（如責任感、誠信、團隊合作）對工作的重要性，從而幫助
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工作態度
價值觀/態度： 正面積極的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精神
技能/能力： 協助能力、溝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059/ks4work.doc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不小心受傷了！
培養青少年在工作環境做事謹慎、認真的態度，有助減少自己和別人受
傷的機會
價值觀/態度： 顧己及人、謹慎、認真
技能/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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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7.pdf
教學事例：
內容簡介：

我適合做兼職工作嗎？
引導學生思考兼職工作對他們的讀書時間所帶來的影響，從而培養勤奮
學習和簡樸生活的態度
價值觀/態度： 勤奮、簡樸
技能/能力： 批判性思考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1.pdf
教學事例：
找一份暑期工作
內容簡介：
協助學生檢視自己做暑期工作的目的及指出責任感和謹慎的重要
價值觀/態度： 努力學習、責任感、謹慎
技能/能力： 研習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下載網址：
http://cd.edb.gov.hk/mce/section3/pdf/SecondaryBookPDF/Book6-Work/S6_work_
case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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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由教育局製作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相關
網上學與教資源(舉隅)
小學適用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關範疇
個 家 社 國 世
人 庭 群 家 界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
名稱及連結

簡介

「重情理‧通國情：從理念到實踐」教學資源網
http://www.edb.gov.hk/cd/mcne/nebook

提供教學示例建議和學校經驗，將國民教育緊扣課堂學習、學習
活動和內地交流，引領學生結合認知、情感和實踐，促進有系統
的國民教育。
「慶回歸‧展國情：國民教育的推行理念、策略及學校 藉介紹國民教育的推行理念、策略及學校經驗，為教師提供教學
活動的設計參考，配合國家範疇學習，推展國民教育。
經驗」教學資源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nebook/index.html
「承傳中華文化瑰寶‧培育國民身份認同」教學資源網 藉介紹傳統節氣、節日風俗、經典名言等，讓學生吸收當中蘊藏
http://www.edb.gov.hk/cd/mce/culture
的生活智慧，欣賞及實踐中華美德，促進個人、家庭、社群和國
家範疇學習。
「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網上資源
配合小學常識課程的「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範疇，提供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297&langno= 學資料及建議，促進歷史、人文和當代國情學習。
2
「中國文化傳統」網站
藉提供 8 個範疇的多媒體資源，例如：書畫藝術、陶藝發展、傳
http://resources.edb.gov.hk/culture/
統建築、文明源流及考古、文學傳統及起源、科舉及教育制度、
民間信仰和古代科技，促進歷史和人文國情學習。
配合小學常識課程，以動畫介紹中國的不同地區及城市的地理特
「中國的地勢和氣候特徵」網上資源
http://www.hkedcity.net/iclub_files/a/1/40/webpage/learnin 點，例如：氣溫、雨量、地勢等，介紹的城市包括北京、烏魯木
g_activity/gs8html/images/china.swf
齊、上海、廣州等，為教師提供自然國情學習內容的資源。
「國情旋接觸」教學資源網
藉介紹中國傳統樂曲，協助教師啟發學生從音樂欣賞，提升個人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inesefolksongs/index. 品德，並了解樂曲反映的歷史和文化意義，促進個人和國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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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關範疇
個 家 社 國 世
人 庭 群 家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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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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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9

9

9

9

9

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
名稱及連結

簡介

htm
「做個快樂中國人」網上資源
http://cd1.edb.hkedcity.net/cd/gs/project_learning/index.ht
m
「專題研習─古今名人逐個捉」網上資源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project/?p=
famousppl&path=/main

學習。
藉提供小一學生適用的專題研習及學習活動示例，支援教學需
要，促進國家範疇學習。
配合小學中國語文及常識課程，協助教師安排跨科活動，讓學生
透過資料搜集、口頭報告、劇本創作、短文創作、自評互評等活
動，增進學生對中國傳統節日及文化的認識，促進人文國情學習。

「神舟飛船升空系列」教學資源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shenzhou%20web
「關心祖國‧齊迎上海世博會」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hanghai_expo
「改革開放三十年」網站
https://cd.edb.gov.hk/ls/ReformOpeningUp/index.asp?cid=
4

藉新聞撮寫、圖片介紹等教學資源，協助教師啟發學生了解國家
當代航天科技發展，並學習航天員的堅毅與承擔。
以探討上海世博會為起點，協助教師引領學生探討國家當代發展
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與貢獻。
藉介紹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上載專家學者就國家發展不同
範疇，如外交、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協助教師推動當代
國情學習。
「緬懷傑出科學家錢學森‧加強國民教育」教學資源網 以探討當代科學家錢學森的事跡和成就為開端，協助教師推動學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qianxuesen/index.htm
生向國家不同範疇的偉人學習，從偉人的生活片段尋找值得學習
的品格和智慧。
「慶祝 10•1 國慶專輯」網上資源
配合小學常識課程，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中國的國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special/040920-001/
旗、國徽、國花和國歌的資料，支援歷史和當代國情學習。
「學校升國旗專題」教學資源網
提供多元化的資源，例如：學校示例、教學建議等、協助教師引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flagraising/index.htm 領學生了解國旗和國歌的知識，以及應有態度，並掌握禮儀，提
升國民素質。
「做個小小升旗手」網上資源
http://www.smallcampus.net/index/20041001/

配合小學常識課程，介紹中國的國旗、國徽和國歌，支援歷史和
當代國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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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關範疇
個 家 社 國 世
人 庭 群 家 界
9 9 9 9 9
9

9

9

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
名稱及連結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網站
http://www.passontorch.org.hk/b5_html/index.html
「公民教育徑」教學資源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civicedu/
「基本法教育」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basiclaw/index.htm

協同教育局、學校及社會團體力量，展示國民教育(特別是內地
參訪交流)的成果，為教師提供教學活動的設計參考。
介紹香港特區一些重要建築物對於中港關係發展的意義與貢
獻，協助教師安排以國民身份認同為主題的本地參訪活動。
藉介紹基本法的原則和實施，提供多元化的資源，例如：條文介
紹、學校示例、教學建議等，協助教師引領學生了解基本法，以
及香港和內地的密切關係。
提供多類型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學與教資源，包括相片、漫畫、統
計數字、新聞撮寫、故事／個案及教案等，並設有搜尋器和下載
中心，方便教師和家長使用。
藉時事素材及教案，其中包括與禁毒教育、健康教育、環境教育
有關的學與教議題，鼓勵學生剖析時事新聞，判別新聞事件的價
值取向。
藉德育故事、生活情境討論、學校經驗分享等教學資源，培養學
生確立正面價值觀，並在日常生活實踐美德，促進個人、家庭和
社群範疇學習。
藉徳育故事、動畫、書信、問題討論，幫助學生認識並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促進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範疇學習。
以學生的「生活事件」作為主要的學習情境與素材來設計教學活
動，通過分享、討論、模擬、反思等學習活動，培養他們的正面
價值觀和態度。
藉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學習資源，例如：學校示例、教學建議、反
思工具等、協助教師引領學生進行服務學習，對社會和國家作出
貢獻。

9

9

9

9

9

9

9

9

9

德育及公民教育資源網
http://mce.edb.hkedcity.net/

9

9

9

9

9

學習資源網：「論時事 育品德」
http://mce.edb.hkedcity.net/currentissue/

9

9

9

9

9

「談『美德』
．論『價值』德育教材手冊」網站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oralbk/index.html

9

9

9

9

9

9

9

9

9

9

價值觀探索網
http://mce.edb.hkedcity.net/valuesweb
「生活事件」教案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19&langno=
2

9

9

9

9

簡介

「服務學習」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rvicelearning/index.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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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樹」網上資源
http://diy.fwg.hk/download/gs/FamilyTree/

以互動遊戲，利用人物關係圖，介紹父系家庭成員和母系家庭成
員的關係和稱謂，協助教師引領學生根據自己的家庭成員製作自
己的家庭樹，從而了解中華文化對家庭倫理的重視。
「培養關愛，從家庭開始」網上資源平台
藉時事討論、情境探索、生活事件教案等教學資源，培養學生重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amily/index.htm
視關愛的價值觀，由建立和諧家庭出發，對促進學校和社會和諧
亦有所貢獻。
教育電視
透過短片，帶出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相關的知識，幫助教師、家
http://etv.edb.gov.hk/home-c.aspx
長、學生認識於不同生活範疇，培養學生品德。節目類型包括：
時事專題、特備節目、教訊、教師專業發展系列等。
遊戲中覓方向‧體驗中悟道理─生命教育互動學習教材 藉一系列遊戲學習資源，引領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
資源網
命和探索生命，確立堅實的人生基礎，並對家庭和社會有所貢獻。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understanding/inde
x.htm
「福澤玉樹．榮耀香江」
：生命教育資源網
藉探討黃福榮先生於青海地震的英勇事跡，協助學生建立積極人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education/index.ht
生觀，欣賞服務社群和國家的義行，促進個人、社群與國家(人
ml
文國情)範疇學習。
生命教育網站：
「活出精彩人生、面對逆境」 資源網
藉探討生活中的逆境，幫助學生發展積極面對逆境的積極態度，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life/
並引領家長為子女作好裝備，幫助子女走出逆境，活出精彩人生。
海嘯無道，人間有情《世紀海嘯災難》學習活動系列資 藉探討南亞海嘯災難，讓學生了解守望相助和群策群力的重要
源網
性，鼓勵關心世界大事，以行動向家人和世上有需要的人表達關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index.htm 懷。
藉探討日本 2011 年的地震及海嘯災難，讓學生了解跨越民族和
「胸懷世界‧心繫人類福祉」學習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ne/earthquake2011/index. 國界的大愛精神，鼓勵關心世界大事，珍惜生命，向世上有需要
html
的人表達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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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與學生真情對話系列：「席話勝千言 潤物細無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talks/index.html
「名人與學生真情對話系列」
：
「從服務、科學及藝術反
思人生意義」網上教材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ialogue/index.htm
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與青年細味人生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85&langno=
2
「健康校園政策」網頁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023&langno=
2
學習資源網：
『健康生活全面「體」
』(防止吸煙及吸食危
害精神毒品) 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rugs/index.htm
學習資源網：
『健康生活全面「體」
』(預防禽流感) 教學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vian/index.htm
學習資源網：「健康生活齊實踐」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health/index.html
「我的行動承諾 2003 至 2005 — 全民潔港 活出健
康」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index.html
「我的行動承諾 2006 — 尊重、關愛、活出健康人生」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6/index.ht

十二位名人分享個人經歷和人生體驗，作為學生探索生命歷程的
參考材料，附有學生的反思和感受及思考題。
藉名人與學生真情對談，培育學生的積極人生觀，從不同角度反
思人生意義，並於不同範疇生活有所貢獻。
以書信的形式分享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和價值觀，引發青少年的反
思和討論，附有問題討論部分供教師參考使用。
網頁包括「健康校園政策」的背景、目標、內容、學校支援、家
長支援、校園驗毒諮詢會及校園驗毒家長簡介會等部份。
藉教案、個案討論、學校經驗分享等學與教資源，以及家長篇資
源，實現家校合作，提醒學生堅拒吸煙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實
踐健康生活。
藉單張海報、短片、教案、個案討論等資源，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實現家校合作，鼓勵從學生、學校、家庭、社區多方面做好防禦
禽流感的措施。
藉教案、時事專題、生活實踐等學與教資源，提醒學生培養良好
生活習慣，確立健康生活態度。
支援學校於 2003 至 2005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一系列資源
如歌曲、行動檢視表、故事討論等，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06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尊重、關愛、活出健康人
生」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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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我的行動承諾 2007 — 健康生活從和諧家庭開始」網
上資源平台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7/index.ht
m
「我的行動承諾 2008 — 建立健康生活及活出積極人
生」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8/index.ht
m
「我的行動承諾 2009 — 關愛‧誠信、共建和諧社區」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9/index.ht
ml
「我的行動承諾 2010—顯關愛 守誠信 為理想 訂目
標」資源網
http://www.edb-pledgeday2010.net/
禁毒教育專題網站：「百毒‧不侵」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special/drugs/
反賭波教育資源網─「睇波唔賭波 生活樂趣多」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23&langno=
2
網上學習教材套：在香港學校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ESD/

簡介
支援學校於 2007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健康生活從和諧家庭開始」
的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08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建立健康生活及活出積極
人生」的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09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關愛‧誠信、共建和諧社
區」的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10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顯關愛 守誠信 為理想 訂
目標」的訊息。
提供不同類型的禁毒資訊、教學資源及參考資料，並由同工分享
處理吸毒問題的經驗，協助教師制定相關的策略。
支援教師在學校推動反賭博教育，鼓勵學生欣賞球賽而堅拒賭
博。
教材套包括：「可持續發展」的教育背景、在學校推行「可持續
發展」的教育建議、學校經驗分享及最新議題；從不同角度探討
各項議題，幫助教師把「可持續發展」概念，應用於日常教學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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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網：「應用資訊科技於環境教育及可持續發展
教育」
http://resources.edb.gov.hk/~eeesf/
性教育網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23&langno=
2

介紹如何應用資訊科技推行環境教育及可持續發展教育，並介紹
學校跨班跨科活動、小組活動的經驗和例子。

針對社會關注、青少年關心和感到疑惑的性議題，提供學習資
源，例如學與教活動、簡報、錄像、遊戲、歌曲等，供教師及家
長參考和應用。
「性教育園地」網頁
介紹有關性教育的資訊及網上資源，並聚集各有志推行性教育的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index.phtml?iworld_id=69 同工，互相分享經驗及交流意見。
識性系列：
「性，別歧視」
專題文章為年青人傳遞性知識，協助他們建立正面健康的性態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hkfpa/020827-002/
度。
慎思、慎言、慎行─網上不雅照片事件
提供時事討論的學習材料，以支援學校、教師和家長，探討當時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webphotos/index.htm
疑似藝人不雅照片在網上流傳的事件所掀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
討論和迴響。
「網上交友」及「網上色情資訊」網頁
提供「網上色情」相關教學資源及參考資源（包括教學示例、真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x/index.html
實個案、廣播劇等）
，供教師及家長參考。
「網絡地雷陣」學習資源網站
藉教案、個案討論等教學資源，提醒學生慎防網絡陷阱，正確運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web%20addicts/index.h 用互聯網，以 及 善用餘暇，有效地分配工作、溫習和娛樂的時
tml
間。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假期小錦囊」 網 站 包 含 學 與 教 活 動 及 參 考 資 料 ， 支援教師設計校本性教
網站
育的學與教活動，亦提供資料給家長及學生參考。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index.htm
聖誕鐘 利市封(慶祝聖誕迎新年 克盡公德守法紀)資源 藉教案、個案討論等教學資源，以及家長篇資源，實現家校合作，
網
提醒學生於節慶律己守規，能以警覺及尊重他人的態度歡度佳
http://ihouse.hkedcity.net/~ee1108/christmas/index.htm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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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講座紀錄，引述多個涉及人際衝突的生活事件實例、以
談判及調解尋求雙贏的方法、游說技巧、面對人際衝突的各種心
態、衝突類型、調解實例等，並提及相關教學策略。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不容凌」
》資源套
內容包括學校欺凌問題的檢視及校方對策的建議、戲劇教育作為
http://peace2.edb.hkedcity.net/
預防方法、家長教育等內容，提供如何運用調解處理欺凌個案的
資訊。
「誠信：個人的重要資產」教學資源網
藉故事集、名人雋語、學校經驗等教學資源，培養學生建立正面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23&langno= 價值觀，於不同生活範疇有所貢獻，促進個人、家庭和社群範疇
2
學習。
「城市小故事．人生大道理」：品德教師本土故事實錄 藉普羅市民專訪，讓學生從受訪者的生活經歷體悟人生道理，將
資源網
抽象的價值觀具體化及生活化，鼓勵走進社群中發掘美德。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itystory/index.html
「關心、愛心、送暖心」學習資源網
藉四川地震，鼓勵學生關心世界時事，並培育學生關愛、珍惜等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earthquake/index.htm
的價值觀，對祖國同胞孕育關顧之情。
人權教育資源網
內容包括參觀與交流活動、情境討論等，讓學生對於如人權、平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ing_HR_program/ind 等、和平等普世價值有基本認識，並學會尊重不同人、群體及文
ex.htm
化。
「霍金智慧給予香港學生的啟迪」教學資源網
藉霍金教授的事跡和貢獻，幫助學生培養勇於求真、堅毅不屈的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hawking/index.htm
精神，對社會、世界及人類福祉有所承擔。
小學常識科─學與教資源
網站主要是提供教學資源，並附上不同的教學建議及教學示例，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822&langno= 教導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培養學生正面的態度。
2
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常識科
一個有規劃、以課程為本的網上學與教資源庫，以協助教師進行
http://www.hkedcity.net/edb/teachingresources/category.ph 恰當的教學，減輕教師準備教學資源的時間，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p?site_key=gs&categoryId=12#163
化戾氣為祥和—如何幫助青少年處理衝突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268/Wo
ng_20March.pdf

198

中學適用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關範疇
個 家 社 國 世
人 庭 群 家 界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
名稱及連結

簡介

「重情理‧通國情：從理念到實踐」教學資源網
http://www.edb.gov.hk/cd/mcne/nebook

提供教學示例建議和學校經驗，將國民教育緊扣課堂學習、學習
活動和內地交流，引領學生結合認知、情感和實踐，促進有系統
的國民教育。
「慶回歸‧展國情：國民教育的推行理念、策略及學校 藉介紹國民教育的推行理念、策略及學校經驗，為教師提供設計
教學活動的參考，配合國家範疇學習，推展國民教育。
經驗」教學資源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nebook/index.h
tml
「承傳中華文化瑰寶‧培育國民身份認同」教學資源網 藉介紹傳統節氣、節日風俗、經典名言等，讓學生吸收當中蘊藏
http://www.edb.gov.hk/cd/mce/culture
的生活智慧，欣賞及實踐中華美德，促進個人、家庭、社群和國
家範疇學習。
「中國文化傳統」網站
藉提供 8 個範疇的多媒體資源，例如：書畫藝術、陶藝發展、傳
http://resources.edb.gov.hk/culture/
統建築、文明源流及考古、文學傳統及起源、科舉及教育制度、
民間信仰和古代科技，促進歷史和人文國情學習。
配合小學常識課程，以動畫介紹中國的不同地區及城市的地理特
「中國的地勢和氣候特徵」網上資源
http://www.hkedcity.net/iclub_files/a/1/40/webp 點，例如：氣溫、雨量、地勢等，介紹的城市包括北京、烏魯木
齊、上海、廣州等，為教師提供自然國情學習內容的資源。
age/learning_activity/gs8html/images/china.swf
配合綜合人文課程，提供相關習作及教學建議，協助教師引領學
「中國的皇朝政治」網上資源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743&la 生了解中國歷史重要時代和制度，促進歷史國情學習。
ngno=2
「五四運動參考資料」教學資源網
藉介紹五四運動，協助教師引領學生深入了解國家當時面對的挑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54movement/ind 戰與機遇，以及年青人在國家進程的重要角色。
ex.htm
「走向世界的中國」網上資源
配合綜合人文課程，提供相關習作及教學建議，協助學生了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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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240&la
ngno=2
「國情旋接觸」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inesefolks
ongs/index.htm
「神舟飛船升空系列」教學資源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shenzhou%20web
「關心祖國‧齊迎上海世博會」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hanghai_exp
o
「改革開放三十年」網站
https://cd.edb.gov.hk/ls/ReformOpeningUp/index.
asp?cid=4
「緬懷傑出科學家錢學森‧加強國民教育」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qianxuesen/i
ndex.htm
「學校升國旗專題」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flagraisi
ng/index.htm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網站
http://www.passontorch.org.hk/b5_html/index.htm
l
「公民教育徑」教學資源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civicedu/

簡介
家當代發展，以及在世界進程的重要角色和貢獻。
藉介紹中國傳統樂曲，協助教師啟發學生從音樂欣賞，提升個人
品德，並了解樂曲反映的歷史和文化發展。
藉提供新聞撮寫、圖片介紹等教學資源，協助教師啟發學生了解
國家當代航天科技發展，並學習航天員的堅毅與承擔。
以探討上海世博會為起點，協助教師引領學生探討國家當代發展
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與貢獻。
藉介紹國家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上載專家學者就國家發展不同
範疇，如外交、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協助教師推動當代
國情學習。
以探討當代科學家錢學森的事跡和成就為開端，協助教師推動學
生向偉人學習，從偉人生活片段尋找良好品格和智慧，效法偉人
對社會、國家和世界作出貢獻。
提供多元化的資源，例如：學校示例、教學建議等、協助教師引
領學生了解國旗和國歌的知識，以及應有態度，並掌握禮儀，提
升國民素質。
協同教育局、學校及社會團體力量，展示國民教育(特別是內地參
訪交流)的成果，為教師提供教學活動的設計參考。
介紹香港特區一些重要建築物對於中港關係發展的意義與貢
獻，協助教師安排以國民身份認同為主題的本地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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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介紹基本法的原則和實施，提供多元化的資源，例如：學校示
例、教學建議等、協助教師引領學生了解基本法，以及香港和內
地的密切關係。
提供多類型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學與教資源，包括相片、漫畫、統
計數字、新聞撮寫、故事／個案及教案等，並設有搜尋器和下載
中心，方便教師和家長使用。
學習資源網：「論時事 育品德」
藉時事素材及教案，其中包括與禁毒教育、健康教育、環境教育
http://mce.edb.hkedcity.net/currentissue/
有關的學與教議題，鼓勵學生剖析時事新聞，判別新聞事件的價
值取向。
藉德育故事、生活情境討論、學校經驗分享等教學資源，培養學
「談『美德』．論『價值』德育教材手冊」網站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oralbk/inde 生確立正面價值觀，並在日常生活實踐美德，促進個人、家庭和
社群範疇學習。
x.html
價值觀探索網
藉徳育故事、書信、問題討論，幫助學生認識並建立正確的價值
http://mce.edb.hkedcity.net/valuesweb
觀。
以學生的「生活事件」作為主要的學習情境與素材來設計教學活
「生活事件」教案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19&la 動，通過分享、討論、模擬、反思等學習活動，培養他們的正面
價值觀和態度。
ngno=2
「潤物無聲．德育有情」：校本發展經驗分享計劃教學 藉校本品德教育經驗分享，推展學校品德教育，提升德育成效，
促進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範疇學習。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chbased/ind
ex.html
藉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學習資源，例如：學校示例、教學建議、反
「服務學習」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rvicelearn 思工具、評估範例表等，協助教師引領學生進行服務學習，從生
活體驗中培養美德，對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ing/index.htm
「基本法教育」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basiclaw/
index.htm
德育及公民教育資源網
http://mce.edb.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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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關愛，從家庭開始」網上資源平台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family/index
.htm

藉時事討論、情境探索、生活事件教案等教學資源，培養學生重
視關愛的價值觀，由建立和諧家庭出發，對促進學校和社會和諧
亦有所貢獻。

教育電視
http://etv.edb.gov.hk/home-c.aspx

透過短片，帶出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相關的知識，幫助教師、家
長、學生認識於不同生活範疇，培養學生品德。節目類型包括：
時事專題、特備節目、教訊、教師專業發展系列等。
遊戲中覓方向‧體驗中悟道理─生命教育互動學習教材 藉一系列遊戲學習資源，引領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
命和探索生命，確立堅實的人生基礎，並對家庭和社會有所貢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underst 獻，促進個人、家庭與社群範疇學習。
anding/index.htm
藉探討黃福榮先生於青海地震的英勇事跡，協助學生建立積極人
「福澤玉樹．榮耀香江」
：生命教育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life_educati 生觀，欣賞服務社群和國家的義行。
on/index.html
生命教育網站：
「活出精彩人生、面對逆境」 資源網
藉探討生活中的逆境，幫助學生發展積極面對逆境的積極態度，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life/
並引領家長為子女作好裝備，幫助子女走出逆境，活出精彩人生。
海嘯無道，人間有情《世紀海嘯災難》學習活動系列資 藉探討南亞海嘯災難，讓學生了解守望相助和群策群力的重要
性，鼓勵關心世界大事，以行動向家人和世上有需要的人表達關
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sunami_web/ 懷。
index.htm
「胸懷世界‧心繫人類福祉」學習資源網
藉探討日本 2011 年的地震及海嘯災難，讓學生了解跨越民族和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ne/earthquake2011/index. 國界的大愛精神，鼓勵關心世界大事，珍惜生命，向世上有需要
html
的人表達關懷。
名人與學生真情對話系列：「席話勝千言 潤物細無聲」 十二位名人分享個人經歷和人生體驗，作為學生探索生命歷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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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talks/inde
x.html
名人與學生真情對話系列：「從服務、科學及藝術反思
人生意義」網上教材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ialogue/ind
ex.htm

參考材料，附有學生的反思和感受及思考題。

「奧運小故事．啟迪你我心靈」教材

透過奧運名將在訓練及比賽期間堅毅拼搏、克服艱辛的奮鬥
故事，並附載相關教案，幫助學生培養正面價值觀。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428/oly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簡介

藉名人與學生真情對談，培育學生的積極人生觀，從不同角度反
思人生意義，並於不同範疇生活有所貢獻，促進個人、家庭、社
群、國家和世界範疇學習。

_story.pdf
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與青年細味人生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85&la
ngno=2
前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給青年的十封信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081&la
ngno=2

以書信形式分享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和價值觀，與青少年就「修身
立志之道、生活處世之方、求學就業之路和家國情懷」作討論，
引導青少年作出正面、積極和合乎情理的決定。
透過給青年的十封信，就人生成長路上的四個方面：(1)修身立
志之道；(2)生活處世之方；(3)求學就業之路；(4)家國情懷作
出分享。期望這些短文能引起教師、家長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
與回應。
新高中倫理與宗教課程知識增益：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 資料包括講座及研討會的文字及錄音資料，從多角度探討有關生
命、戀愛、婚姻及家庭等議題。
研討會及工作坊的參考資料和簡報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6474&la
ngno=2
網頁包括「健康校園政策」的背景、目標、內容、學校支援、家
「健康校園政策」網頁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8023&la 長支援、校園驗毒諮詢會及校園驗毒家長簡介會等部份。
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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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網：『健康生活全面「體」
』(防止吸煙及吸食
危害精神毒品) 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drugs/index.
htm
學習資源網：『健康生活全面「體」
』(預防禽流感) 教
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Avian/index.
htm
學習資源網：「健康生活齊實踐」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health/index
.html
「我的行動承諾 2003 至 2005 — 全民潔港 活出健康」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ind
ex.html
「我的行動承諾 2006 — 尊重、關愛、活出健康人生」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6
/index.htm
「我的行動承諾 2007 — 健康生活從和諧家庭開始」
網上資源平台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7
/index.htm
「我的行動承諾 2008 — 建立健康生活及活出積極人

藉教案、個案討論、學校經驗分享等學與教資源，以及家長篇資
源，實現家校合作，提醒學生堅拒吸煙及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實
踐健康生活。
藉單張海報、短片、教案、個案討論等資源，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實現家校合作，鼓勵從學生、學校、家庭、社區多方面做好防禦
禽流感的措施。
藉教案、時事專題、生活實踐等學與教資源，提醒學生培養良好
生活習慣，確立健康生活態度。
支援學校於 2003 至 2005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一系列資源
如歌曲、行動檢視表、故事討論等，推廣健康生活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06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尊重、關愛、活出健康人
生」的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07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健康生活從和諧家庭開始」
的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08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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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8
/index.htm
「我的行動承諾 2009 — 關愛‧誠信、共建和諧社區」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ypledge2009
/index.html
「我的行動承諾 2010 — 顯關愛 守誠信 為理想 訂目
標」資源網
http://www.edb-pledgeday2010.net/
通識科教學設計示例：
「青少年吸毒問題」
http://ls.edb.hkedcity.net/Home/Index.aspx
禁毒教育專題網站：「百毒‧不侵」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special/drugs/
反賭波教育資源網─「睇波唔賭波 生活樂趣多」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23&la
ngno=2
性教育網站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
/opening.html
「性教育園地」網頁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index.phtml?iwor
ld_id=69
識性系列：
「性，別歧視」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建立健康生活及活出積極
人生」的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09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關愛‧誠信、共建和諧社
區」的訊息。
支援學校於 2010 年舉辦我的行動承諾日，藉各種資源如承諾宣
言、行動檢視表、學習活動等，推廣「顯關愛 守誠信 為理想 訂
目標」的訊息。
涵蓋「濫用物質」
、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教學設計示例，幫助教
師推行預防禁毒教育的工作。
提供不同類型的禁毒資訊、教學資源及參考資料，並由同工分享
處理吸毒問題的經驗，協助教師制定相關的策略。
支援教師在學校推動反賭博教育。藉教案、時事討論、不同學科
學習建議等教學資源，以及家長篇資源，實現家校合作，鼓勵學
生欣賞球賽而堅拒賭博。
針對社會關注、青少年關心和感到疑惑的性議題，提供學習資
源，例如學與教活動、簡報、錄像、遊戲、歌曲等，供教師及家
長參考和應用。
介紹有關性教育的資訊及網上資源，並聚集各有志推行性教育的
同工，互相分享經驗及交流意見。
專題文章為年青人傳遞性知識，協助建立正面健康的性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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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關範疇
個 家 社 國 世
人 庭 群 家 界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
名稱及連結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hkfpa/020827-002/
「透過初中科學科課程推行性教育」教材套
http://cd1.edb.hkedcity.net/cd/science/is/SexEd
ucation/SexEducation_c.pdf
「與宗教課程支援教材：少女孕記」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70
70/juno_chi.doc
科學科中一至中三教學網站
http://resources.edb.gov.hk/~s1sci/R_S1Science/
sp/cindex.html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假期小錦囊」
網站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hristmas/in
dex.htm
聖誕鐘 利市封(慶祝聖誕迎新年 克盡公德守法紀)資
源網
http://ihouse.hkedcity.net/~ee1108/christmas/in
dex.htm
慎思、慎言、慎行 － 網上不雅照片事件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webphotos/in
dex.htm
「網絡地雷陣」學習資源網站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web%20addict
s/index.html

簡介
指導學生學習正確的性知識，建立積極的性態度和性價值觀，
能以客觀的態度對與性有關的問題作出判斷。
藉一則美國中學女生懷疑集體未婚懷孕之新聞，探討生命的價
值及生育的意義，並探討青少年對性/未婚懷孕/懷孕/生命/從
眾現象的看法。
配合初中科學科的課程，指導學生學習正確的性知識，內容包
括細胞與人類的繁殖的課題。
網站包含學與教活動及參考資料，以支援教師設計校本性教育的
學與教活動，亦提供資料給家長及學生參考，教導學生如何選擇
合適的假期活動及參加活動時注意保護自己。
藉教案、個案討論等教學資源，以及家長篇資源，實現家校合作，
提醒學生於節慶(如聖誕節、除夕、農曆新年等)律己守規，能以
警覺及尊重他人的態度歡度佳節。
提供時事討論的學習材料，以支援學校、教師和家長，探討當時
疑似藝人不雅照片在網上流傳的事件所掀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
討論和迴響。
藉教案、個案討論等教學資源，提醒學生慎防網絡陷阱，正確運
用互聯網。 培 養 學 生 責 任 感 、 自 我 管 理 的 能 力 ， 以 及 善
用餘暇，有效地分配工作、溫習和娛樂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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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關範疇
個 家 社 國 世
人 庭 群 家 界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
名稱及連結

簡介

「網上交友 網上色情資訊」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x/index.html
學童及青少年的網上操守
http://cesy.qed.hkedcity.net/index_main_tc.php
品德教育系列：平等新一代
http://etv.hkedcity.net/Home/Pages/ResourceList
.aspx?catId=12146&subId=5&specialFirst=False#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學習資源冊 核心單元一：
個人成長》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3
29/Data_Bank_Core1_C_web.pdf
化戾氣為祥和—如何幫助青少年處理衝突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2
68/Wong_20March.pdf

藉教案、廣播劇等資源，以及家長篇資源，實現家校合作，提醒
學生謹慎網上交友，堅拒網上色情，正確運用互聯網。
提供有關網上操守在社會、道德及法律層面的資訊，為父母提供
指引，為老師及同學建議有關的學習活動。
有關性別歧視、家庭崗位歧視及殘疾歧視等不當的行為。中一
至中七適用。

《和諧校園齊創建之「校不容凌」》資源套
http://peace2.edb.hkedcity.net/
新高中倫理與宗教支援教材─個人及社會問題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033&la
ngno=2
「誠信：個人的重要資產」教學資源網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923&la
ngno=2
「城市小故事．人生大道理」：品德教師本土故事實錄

課題包括尊重和關懷他人、溝通技巧、人際關係技巧、衝突化解
技巧等。

教師培訓講座紀錄，引述多個涉及人際衝突的生活事件實例、通
過談判及調解達致雙贏的方法、青少年面對人際關係的各類心
理、游說技巧、衝突類型、調解實例等，可供改寫為教材，並提
及相關教學策略。
內容包括學校欺凌問題的檢視及校方對策的建議。
透過研習社會問題，探討企業的社會責任及與此相關的倫理考
慮，並藉個案研習，了解推動企業的社會責任對發展中國家的企
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藉故事集、名人雋語、學校經驗等教學資源，培養學生建立正面
價值觀，於不同生活範疇有所貢獻，促進個人、家庭和社群範疇
學習。
藉普羅市民專訪，讓學生從受訪者的生活經歷體悟人生道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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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相關範疇
個 家 社 國 世
人 庭 群 家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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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與教資源 (舉隅)
名稱及連結
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citystory/in
dex.html
「關心、愛心、送暖心」學習資源網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earthquake/ind
ex.htm
「霍金智慧給予香港學生的啟迪」教學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hawking/inde
x.htm
中國語文教育—教學資源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5175&la
ngno=2
科技教育—教學資源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513&la
ngno=2
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
http://ls.edb.hkedcity.net/Home/Index.aspx

簡介
抽象的價值觀具體化及生活化，鼓勵走進社群中發掘美德。

藉四川地震，鼓勵學生關心世界時事，並培育學生關愛、珍惜等
的價值觀，對祖國同胞孕育關顧之情。
藉霍金教授的事跡和貢獻，幫助學生培養勇於求真、堅毅不屈的
精神，對社會、世界及人類福祉有所承擔。
透過簡報形式，以中國詩詞作為教學素材，培養學生建立美好品
德。
透過個案分析，學生了解商業、會計道德，培養誠信及建立良好
個人理財習慣，並肩負社會責任。

為教師提供學與教支援的網上資源平台，幫助教師和學生認識相
關的議題及處理議題時可考慮的角度和方向。教師需登記成為會
員後才可下載大部分的教學資源。
網上學習教材套：在香港學校推行『可持續發展』教育 教材套包括：「可持續發展」的教育背景、在學校推行「可持續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ESD/
發展」的教育建議、學校經驗分享及最新議題；從不同角度探討
各項議題，幫助教師把「可持續發展」概念，應用於日常教學活
動。
學習資源網：「應用資訊科技於環境教育及可持續發展 介紹如何應用資訊科技推行環境教育及可持續發展教育，並介紹
教育」http://resources.edb.gov.hk/~eeesf/
學校跨班跨科活動、小組活動的經驗和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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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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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及連結

簡介

課程為本學與教資源庫：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
域（初中）
http://minisite.proj.hkedcity.net/sec-pshe/cht/
home.html#
「地理科課程支援教材 ( 中四至中七 ) 」- 「城市及
可持續發展」
http://cd1.edb.hkedcity.net/cd/pshe/resources/g
eog_materials_s4_s7/04.htm
商業科目─學與教資源套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中四至中六) ─ 必修部分 CO2「商業道德與社會責任」學與教事例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75
50/topic%20c02_chi.pdf
為生活與社會課程（中一至中三）而舉辦的研討會的參
考資料 ─「香港的政治經濟概況」研討會系列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808&la
ngno=2
人權教育資源網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Ming_HR_prog
ram/index.htm
為生活與社會課程（中一至中三）而舉辦的研討會的參
考資料 ─ 「人權的概念」研討會系列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808&la
ngno=2

資源以「中國歷史」
、
「地理」
、
「歷史」及「生活與社會」的課程
綱要內建議的課題和單元分類。 每項資源均列明「學習重點」
、
「學與教建議 / 使用說明」等資料，方便教師準備教材時作為
參考。
可促進與「城市」和「可持續發展」有關課題的學與教資源；提
供有用的資源材料，供教師發展例如工作紙等教學工具。

內容包括建議活動及資源，讓學生了解商業道德、社會責任及公
司管治的概念等，資料有助促進社群範疇學習。

題目：香港特區的政治和選舉制度的發展
研討會探討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政治框架、高度自治及香港選舉
制度發展等議題，資料有助促進社群範疇學習。
內容包括參觀與交流活動、情境討論等教學資源，讓學生對於如
人權、平等、和平等普世價值有基本認識，並學會尊重不同人、
群體及文化，提高世界公民身份的認同。
研討會內容議題廣泛，例如人權的背景、辯說、範疇、國際人權
運動、人權國際法、香港人權法案等，亦舉出案例闡述人權在世
界、中國和香港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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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活與社會課程（中一至中三）而舉辦的研討會的參
考資料 ─「香港的政治經濟概況」研討會系列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808&la
ngno=2
學與教資源 <「世界貿易組織 –
香港部長級會議」>

題目：人權與法治
研討會探討法治理念、法治文化、人權保障制度等議題，加深對
香港政治情況的了解。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
=4946

探討關於世界貿易組織和全球化等課題，提供教師指引、學生工
作紙、遊戲咭等，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擴闊視野，成為有
識見的世界公民。

9

9

9

9

9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學習資源冊
核心單元四：全球化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33
29/Data_Bank_Core4_C.doc

9

9

9

9

9

「綜合人文科(中四至中五)」教師培訓研討會 -- 講座記 講題：

提供學生工作紙，探討課題為《全球化成因 3：從文化角度了解
全球化》
。

y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3233&langno= y
y
2
y
y

錄

9

9

9

9

全球化不是甚麼？
全球化如何影響世界的政治、經濟與社會
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 — 融和還是衝突
全球化時代下的價值思考
全球化對內地與香港帶來的衝擊與機遇

科學教育學習領域教學資源：能源效益

這個網站提供有關下列主題：「能量的產生」
、「家居能源效益」
、

http://www.hk-phy.org/energy/index_c.html

「商業/工業能源效益」和「再生及不可再生能源」的相關資料，
並提供工作紙、錄像和動畫及延展教材予教師及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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