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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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課程目標 P.2 

二、 計劃成員 P.3 

三、 課程概覽及課程日程表 P.8 

四、 課程內容  

子項一：教師專業發展課堂 P.9 

子項二：「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 P.12 

子項三：到校支援或群組活動 P.13 

五、 夥伴學校名單 P.16 

六、 聯絡我們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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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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課程目標 

本中心希望透過「協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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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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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心理諮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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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精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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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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榮漢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外務副會長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生命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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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子蘅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校長 

朱敏娟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1-2012）藝術教育學習領域得獎學校︰丹拿山循
道學校校長 

朱慧珍副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1-2012）藝術教育學習領域得獎學校︰丹拿山循
道學校校長 

莊聖謙校長 
佛教慈敬學校校長 

許佩麗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馬鞍山循道衞
理小學教師 

陳錦輝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馬鞍山循道衞
理小學校長 

馮敏兒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寶血會培靈學
校校長 

黃衛宗副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4-2015）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港大同
學會小學副校長 

黃鳳鳴副校長 
佛教慈敬學校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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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淑萍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1-2012）藝術教育學習領域得獎學校︰丹拿山循
道學校教師 

蔡曼粧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4-2015）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培僑小
學教師 

蔡曼筠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範疇得獎學校︰保良局雨川小
學校長 

賴雲潔主任 
嘉諾撒小學教師 

顏偉亮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3-2014）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得獎學校︰將
軍澳循道衞理小學校長 

蘇炳輝校長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訓育及輔導範疇得獎學校︰天水圍循道衞理小
學校長 

蘇笑芳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2012-2013）訓育及輔導範疇得獎學校︰匡智張玉瓊
晨輝學校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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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小學，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科主任及教師 

 
 

 

課程日程表 

 
 

  



https://www.eduhk.hk/crse 
香港教育大學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電話：2948 828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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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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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 (I)：體驗學習 ／生命教育的教學資源分享 

日期：2015 年 10 月 24 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講者 

何榮漢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劉振國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顏林發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事務處輔導主任 

曾家洛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馮敏兒校長、胡佩珊老
師、張淑芳老師 

寶血會培靈學校 

      

https://1drv.ms/f/s!Au0jh5h8Pa_AbZKMbU1Ntpn74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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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II)：戲劇教育／服務學習 

日期：2015 年 10 月 31 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丹拿山循道學校 

講者 

何榮漢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朱敏娟校長、潘淑萍主

任 

丹拿山循道學校 

黃衛宗副校長 港大同學會小學 

   

第五節：生命教育的教學策略(III)：繪本 

日期：2015 年 11 月 07 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講者 

何榮漢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蘇笑芳主任、黃展穎老

師、 鐘佩儀老師、熊淑

霞老師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賴雲潔主任 嘉諾撒小學 

   

第六節：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I)：班級經營及家長教育 

日期：2015 年 11 月 14 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講者 何榮漢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龍精亮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蘇炳輝校長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陳桂英主任 港大同學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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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II)：宗、教、訓、輔政策／校園建設與生命教育文化氛圍

建構 

日期：2015 年 11 月 21 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佛教慈敬學校 

講者 

江浩民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助理項目經理 

馮樹勳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系副教授 

顏偉亮校長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莊聖謙校長、黃鳳鳴副

校長 

佛教慈敬學校 

      

第八節：生命教育的管理與組織／組建學習社群 

日期：2015 年 11 月 28 日 

時間：0900-1300 

地點：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講者 

何榮漢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李展華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蔡曼筠校長 保良局雨川小學 

 方子蘅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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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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所夥伴學校，每校可委派兩位同工參與，共 4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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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上午，丹拿山循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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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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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eduhk.hk/crse 
香港教育大學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電話：2948 828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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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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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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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HazUdMUphEgT9i7v9G7OVSci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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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學校名單 (按校名筆畫序)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天主教博智小學  

天主教領島學校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沙頭角中心小學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保良局志豪小學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小學部）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聖公會基榮小學  

聖公會基樂小學  

聖公會靈愛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靈糧堂秀德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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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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