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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 2010-11、2012-13、2013-14及 2014-15年度獲教育局委託承辦「協助小學

規劃生命教育計劃」(第一、第二屆、第三屆及第四屆)，去年亦獲得委託承辦「協助

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4-2015年度，第四屆)。 

本年度再次獲得委託承辦 2015/16年度計劃 (第五屆) ， 

同時也承辦第五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課程目標 

本中心希望透過「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5/16）（下稱課程），達成下

列七項目標： 

1. 配合校本的情況，在中學進行生命教育的整體課程規劃； 

2. 掌握有效推行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及技巧，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

度； 

3. 掌握有效推行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及技巧，以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4. 掌握如何評估生命教育成效的方法； 

5. 按需要到香港以外地區交流考察，了解不同地域推行生命教育的經驗； 

6. 通過專家到校支援，制定／推行校本課程規劃方案； 

7. 分享經驗，組織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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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員 

計劃統籌主任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學術） 

課程與教學學系講座教授 

 

中心生命教育顧問 

朱小蔓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兼博士生導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督學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 

吳庶深教授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副教授 

孫效智教授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 

歐用生教授 

台灣首府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兼人文教育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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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導師／主講者 

蔡元雲醫生 

「突破匯動青年」會長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學術） 

課程與教學學系講座教授 

王秉豪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聯席總監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副教授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生命教育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 

李展華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署理總監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馮樹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系副教授 

鄭穎怡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心理研究學系副系主任兼助理教授 

胡少偉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 

余慧明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副系主任兼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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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精亮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石美寶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劉振國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顏林發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輔導主任 

梁錦波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香港神

託會培敦中學校長 

全人生命教育創會會長、現為理事 

麥淑華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 

李漢泉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曾家洛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江浩民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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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個案分享講者+ 

伍佩珊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 

伍詠光先生 

突破機構助理輔導中心總監 

何振傑校長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李建民副校長 

羅定邦中學 

邱春燕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4-2015）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東華三

院郭一葦中學老師 

梁潔妍副校長 

沙田崇真中學 

莫愛玲副校長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陳志偉主任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黃秀蓮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2-2013）訓育及輔導得獎學校：天水圍循

道衞理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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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以琳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2-2013）訓育及輔導得獎學校：天水圍循

道衞理中學 

劉美珠副校長 

華英中學 

謝洪森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2-2013）訓育及輔導得獎學校：天水圍循

道衞理中學原校長，現為明愛聖若瑟學校校長 

+ 次序依姓氏筆劃序排 

特別顧問 

吳思源先生 

從心會社社長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創會書記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學校教育部生命教育課程審議專家小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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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覽 

 課程項目包括教師專業培訓課程、台灣交流、校本支援及群組活動 

 課程舉行日期：2015年 10月-2016年 6月 

 對象：20所中學，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科主任及教師 

 

 

課程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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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一：教師專業發展課堂（2015年 10月-12月，32小時） 

 子項一以講座、工作坊及學校參訪形式進行，由課程導師／講者、富校本生命教

育經驗的校長及教師負責分享。 

 各節課堂，學校可委派四位同工出席（出席同工宜盡量每次相同，以便貫通知

識），並應是將來參與推展生命教育課程規劃的核心成員。 

下載課堂資料 

啟動儀式 

第一節：生命教育的理念及時代需要／生命教育與青少年成長  

日期：2015年 10月 17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旺角校舍)  

講者 江浩民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學術） 

  蔡元雲醫生 突破匯動青年會長 

  李展華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署理總監 

  王秉豪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聯席總監 

  胡少偉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 

第二節：生命教育的課程及評估 

日期：2015年 10月 24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講者 李漢泉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余慧明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副系主任兼助理教授 

  陳志偉老師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邱春燕老師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顏林發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輔導主任 

  曾家洛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https://onedrive.live.com/?authkey=%21ADIGnbP3dsvPxrs&id=C0AF3D7C988723ED%21120&cid=C0AF3D7C988723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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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I)：體驗學習及解說 

日期：2015年 10月 31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講者 李漢泉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麥淑華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 

註冊社工 

突破領袖訓練中心資深義務培訓導師 

  劉振國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第四節：校園建設與生命教育文化氛圍建構（宗教） 

日期：2015年 11月 07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講者 李漢泉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馮樹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系副教授 

  何振傑校長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黃秀蓮校長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第五節：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I)：生涯規劃及領袖培訓 

日期：2015年 11月 14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講者 李漢泉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劉美珠副校長 華英中學 

  謝洪森校長 明愛聖約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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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II)：班級經營及照顧差異 

日期：2015年 11月 21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講者 劉賀強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 

  龍精亮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葉以琳老師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莫愛玲副校長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伍詠光先生 突破機構輔導中心經理 

      

第七節：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III)：訓輔政策 

日期：2015年 11月 28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講者 李漢泉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李建民副校長 羅定邦中學 

  伍佩珊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 

     

第八節：生命教育的管理與組織／生命教育資源分享/組建學習社群 

日期：2015年 12月 05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講者 李漢泉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李展華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梁潔妍副校長 沙田崇真中學 

  賴芳婷副校長 葵涌循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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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二：「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2015年 12月 27-31日） 

 日期：2015年 12月 27-31日，合共五天 

 人數：20所夥伴學校，每校可委派兩位同工參與，共 40 

 費用：參與交流活動的學校同工，需繳付來回香港及台灣機票及食宿費用（初步

估計約為每位港幣 6,500元）。費用以兩人住一房為基礎，可能因性別組合而需與

別校同工同住一房。如要求單人住一房，需另繳附加費用。  

 行程：參與專題講座、座談會、分享會、參訪學校及生命教育機構；與校長、教

師、學者和專家進行交流及討論，了解當地推行生命教育的經驗  

 證件：至於前往台灣之證件方面：曾經以港澳居民身分入台或在港澳出生者，且

持效期六個月以上特區護照者，即可申請入台證。入台證有效期限 3個月，逾期者

應重新申請持憑（以離境日計），限單次入出境使用，每次停留 30天。請注意：

航空公司有權拒絕護照有效期少於六個月者登機（以回程日計），故此，請確保

護照到期日須在 2016年 7月或以後。 

 出發前簡報會將於第四節 (2015年 11月 7日（六） 上午，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 

後進行，為時約半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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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三：到校支援或群組活動（2015年 11-12月，2016年 1月至 6月） 

 課程人員於 2015年 11-12月內安排預訪一次，並在 2016年 1-6月內安排到訪 3

次。請選定一位負責帶領生命教育課程規劃的同工，與課程人員保持緊密的聯

絡，包括提供聯絡電話及電郵。 

 請預留時間參與群組研討會及總結分享會。 

本課程第三階段包括校本支援及群組活動。 

 

 

校本支援 

承辦機構負責派出學校支援團隊，在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6 月，預期到校作四

次支援，並舉辦最少兩次群組分享活動。現將有關詳情開列如下（視學校需要而作

出修訂／微調）： 

訪校 

次數 
主要工作 預期訪校日期 

1 

（預訪） 

支援焦點：透過校情檢視及需要分析，確認發展方

向 

 透過檢視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APASO）、持份者問卷統計、質素保證視
學報告等數據，協助學校就其學生的成長需
要進行需要分析 

 協助學校檢視過往開展生命教育工作的成
果、協助學校建立／檢視發展生命教育的願
景 

 協助學校確認未來的生命教育發展方向、規
模和方式，從而擬定下學年生命教育周年計
劃／目標 

 訂立支援時間表  

2015 年 11-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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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援焦點：討論下學年生命教育周年計劃 

 在支援前一星期，請夥伴學校同工以電郵方
式提交下學年生命教育周年計劃予支援團隊 

 學校支援團隊就生命教育周年計劃提出建
議，如： 

o 計劃是否針對學校／學生需要而作 
o 計劃的執行性（例：計劃能否執行﹖

有沒有其他更佳執行方法﹖有何預期
困難﹖所需人手／資源如何﹖） 

o 計劃的評鑑方式 
 協助學校從周年計劃中選出一個教學活動／

項目，於本學年作試驗  

2016 年 1-2 月 

3 

支援焦點：先導試驗 

 在到校支援前兩星期，請夥伴學校同工以電
郵方式提交試行教學活動／項目的材料
（如：教材、教案、評估工具等）予支援團
隊參考。如有需要，支援團隊將透過電話及
電郵方式作出支援 

 支援團隊參與學校選定的試驗活動，並記錄
有關執行情況，並作出回饋  

2016 年 2-3 月 

4 

支援焦點：修訂下學年生命教育周年計劃 

 協助學校檢討試驗活動／項目的成效 
 協助學校根據試驗活動／項目經驗，評估日

後舉辦同類活動的預期成效及可能限制，並
嘗試提出解決／舒緩方案 

 協助學校修訂下學年周年計劃的建議 

2016 年 4-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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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分享會：台灣生命教育學習的本地實踐 

日期：2016年 3月 5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總結分享會 

日期：2016年 6月 18日  

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 

地點：香港聖公會聖十架堂及嘉諾撒小學 

王秉豪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副教授 

鄭穎怡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心理研究學系 

石美寶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袁嘉寶老師 民生書院幼稚園 

江浩民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嘉諾撒小學開放日 

主題：生命教育通各科  

日期：2016年 6月 18日  

時間：下午 

地點：嘉諾撒小學（黃大仙） 

第五屆「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夥伴學校試行單元展板 (2015-16) 

 

https://1drv.ms/f/s!AiHazUdMUphEgSqmQTN8zZ9aPJ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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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學校名單 (按校名筆畫序)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五育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佛教黃允畋中學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將軍澳官立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廖寶珊紀念書院 

寶血女子中學 

靈實恩光學校 

靈糧堂怡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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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芮筠庭小姐 

行政助理 

電郵：lifeedu@eduhk.hk 

電話：2948 8280  

傳真：2948 8407 

李漢泉先生 

項目主任 

電郵：leehc@eduhk.hk 

江浩民先生  

助理項目經理 

電郵：rhmkong@eduhk.hk 

香港教育大學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30–下午 5:20（午膳時間下午 1:00–2: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  址： 
香港大埔露屏路十號  

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 B3-P-09 室 

電  話： 2948 8285 傳  真： 2948 8407 

電  郵： lifeedu@eduhk.hk  

網  址： https://www.eduhk.hk/c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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