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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6/17） 

課程手冊 
 

 

第一節：前言 
 

 

中心簡介 
 

承蒙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聖公會、天主教香港教區、嗇色

園及道教香港青松觀慷慨捐款，香港教育大學乃於 2006/07 

學年成立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下稱中心），旨在透過

不同的研究及發展項目，匯聚專業力量，共同承擔新一代的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具體工作範疇包括：宗教教育、心靈

教育、生命教育、價值教育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等。 

 

 

我們關注生命教育 
 

有見近年香港青少年問題越趨嚴重，自殺、霸凌、濫 藥、

援交等校園問題日熾。社會賢達莫不以其肇始於青少年缺乏

對生命的關愛及省思，即孫效智教授（2010）謂：「我為何

而活？」、「我應如何生活？」、「我要如何才能活出應活出的

生命」。職是之故， 本中心乃將生命教育列為主要發展項目

之一，致力透 過不同形式的推廣活動，幫助中小學教師掌

握生命教育 的策劃與組織、課程發展及教學及評估方案等。

在 2010/11、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及

2016/17 學年，本中心連續六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委託，承辦「協助小學規劃生命

教育計劃」，為前線同工提供一系列理論與實踐並重的 專業發展及校本支援工作坊，讓同工得

以幫助學生反思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活出生命的光和熱。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6/17）目標 
 

本中心希望透過「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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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於台北國語實驗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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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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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2017年 6月 

 對象：30所小學，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科主任及教師 

 

課程日程如下： 

 

課程項目 

2016年 2017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子項一 教師專業發展課堂            

子項二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            

子項三 

校本支援項目 

 第一次：到校支援 

 第二次：學習社群會議 

 第三次：到校支援 

           

教師組群分享會            

總結分享會及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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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一：生命教育專家講座／工作坊（30小時） 
 

本部份以講座、工作坊及學校參訪形式進行，講者是由課程導師／講者、富校本生命教育

經驗的校長及教師擔任。而上課地點則在香港教育大學或鄰近市區鐵路站的學校。每節課堂設

有不少於 0.5 小時討論時間，詳情及教學內容暫定如下： 

 
項目 講題 講者 

第一節 

 
2016年 10月 15日（六）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含一小時午飯）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計劃介紹及啟動禮 主講 

 江浩民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

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生命教育的理念及時代需要 

 不同地區的生命教育的時代需要 

 生命教育的主要內涵：天、人、物、我

（身、心、社、靈） 

 生命教育的進行方式：知、情、意、行 

主講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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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個案分享 

 校長梁錦波博士、倪偉玲副校長、 

賴寶伶老師，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生命教育專題研討：生命教育與學生抗逆力

訓練 

 升中適應 

 及早辨識需要支援的學生／危機評估 

主講 

 石美寶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學校協作與

體驗事務處副總監及特殊教育與輔導 

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鄭穎怡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心理研究 

學系副系主任及助理教授 

 

學校個案分享 

 何世創副校長、吳麗兒姑娘，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第二節 

 
2016年 10月 22日（六）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含一小時午飯）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及評估（一） 

 總論：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規劃模式及評

估（含正規課程及非正規課程，包括但不限於：

科本或跨科教學、與功能組別協作，或以全校參

與模式推行生命教育）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規劃  

 生命教育教學策略：繪本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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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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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慧明博士，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

學系助理教授 

 

學校個案分享 

 蘇笑芳主任、黃展穎老師，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2 

 吳秀文助理校長、朱美儀主任、 

黃慧儀老師、尹錦盈老師，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4  

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及評估（二）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規劃 

 生命教育教學策略：戲劇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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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個案分享 

 朱敏娟校長、潘淑萍主任、 

王婉薇老師，丹拿山循道學校  

 許佩麗主任、張明怡老師，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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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講題 講者 

第三節 

 
2016年 10月 29日（六）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含一小時午飯）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及評估（三）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規劃 

 生命教育教學策略：體驗式活動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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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振國博士，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

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學校個案分享 

 朱慧珍榮休副校長、謝文惠老師， 

寶血會培靈學校 

 曹小怡主任，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小學部)、(前任職於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生命教育資源分享 

 生命教育資源影片、教材 

 網上資源運用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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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林發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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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2016年 11月 5 日（六）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含一小時午飯）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一）：宗教訓輔及文

化氛圍 

 配合生命教育的校風及學生支援措施，

如：訓輔支援、教務政策調整、宗教氛

圍建構等 

 學生需要／理念 

 實踐 

 成效評估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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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樹勳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

學系副教授 

 

學校個案分享 

 林惠嫦校長(前任職聖公會油塘基顯小

學副校長)、史秀玲副校長、陳淑芬

老師、區穎欣主任、黃曉燕姑娘， 

循道學校 

 黃鳳鳴副校長，佛教慈敬學校 

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二）：班級經營及家

長教育 

 配合生命教育的校風及學生支援措施，

如：班級經營、家長教育等 

 學生需要／理念 

 實踐 

 成效評估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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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精亮博士，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

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學校個案分享 

 蘇炳輝校長、王惠珠老師，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蔡曼筠校長、朱敏華副校長、 

張鎮強主任、李玉雲副主任， 

保良局雨川小學  

第五節 

 
2016年 11月 12日（六） 

上午 10:00 - 下午 5:00 

（含一小時午飯）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三）：服務學習 

 配合生命教育的校風及學生支援措施，

如：班級經營、家長教育等 

 學生需要／理念 

 實踐 

 成效評估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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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展華老師，香港教育大學國際教育與

終身學習學系高級專任導師 

 

學校個案分享 

 張偉菁校長、王嘉敏主任，聖文德天主

教小學 

 陳子良主席，鹽光保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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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講題 講者 

生命教育的管理與組織 

 辦學團體、校長、中層管理、基層教師

在推動生命教育過程中的角色 

 生命教育的行動方案設計：項目規劃、

執行與評鑑 

 生命教育團隊組建、激勵及持守 

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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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個案分享 

 馮敏兒校長、黃美娟老師， 

寶血會培靈學校 

 方子蘅校長(前任職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主任)、李卓賢主任、李潔玲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5  

組建學習社群 主講 

 江浩民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

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得獎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訓育及輔導獲嘉許狀學校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1/2012）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獲嘉許狀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訓育及輔導獲嘉許狀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訓育及輔導得獎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嘉許狀得獎老師 

 第一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0-2011）夥伴學校 

 第二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2-2013）夥伴學校 

 第三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2014）夥伴學校 

  第四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4-2015）夥伴學校 

  第五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5-2016）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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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二：香港以外地區交流考察 

 

日期： 2016 年 12 月 26-30 日，合共五天 

 

人數： 30 所夥伴學校，每校委派兩位同工參與，共 60 位，另有課程人員 5 位，教育局隨團

人員 1 位。 

 

費用： 學員自費 

 

內容： 參與講座／座談會／分享會、訪問小學及生命教育機構；與學校的校長及教師進行交

流討論，了解當地推行生命教育的經驗。 

 

台灣生命教育考察團初步建議日程 
 

 26/12 [一] 27/12 [二] 28/12 [三] 29/12 [四] 30/12 [五] 

上午 香港  高雄 

早餐 

機構參訪： 

花花姐姐 

親子故事體驗館 

 

焦點：生命教育 

教學策略——繪本 

機構參訪： 

彩虹愛家 

生命教育協會 

 

主講：謝慧燕主任 

焦點：生命教育與 

家長教育 

學校參訪： 

華江國小 

 

焦點：生命教育課及

教學策略──體驗活動 

學校參訪： 

國語實小 

 

焦點：生命教育與 

特殊需要關顧、閱讀 

轉往松山高中 

下午 

午膳：中山工商 午膳 

學校參訪： 

高雄中山工商 

 

焦點：生命教育與 

校園文化氛圍建構 

講座/工作坊： 

焦點：生命教育、 

宗教培育、電影教學 

 

主講：錢永鎮主任 

台中曉明女子中學 

榮休主任 

講座/工作坊： 

焦點：生命教育課程

及教學策略──電影 

 

主講：陳建榮老師 

台北忠孝國小 

主題演講： 

台灣生命教育現況 

 

主講：吳庶深教授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得榮基金會 

生命教育教材介紹 

地點：松山高中 

團員總結分享會 

地點：松山高中 

主題演講： 

生命教育與僕人領袖 

 

主講：林思伶教授 

輔仁大學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前校長 

晚上 
晚飯 / 導師帶領小組討論 

台北 香港 
高雄  台中 台中  台北 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 

 
 

^ 到訪學校，將分別就這五方面作生命教育的學習交流：一、主體課程；二、主題活動； 

三、融滲或統整；四、全校推行策略；五、師生對話交談 

 

視乎情況，要求部份安排是觀課或活動體驗，與師生親自的接觸和對話，也有講座和分享

會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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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三：校本支援及群組分享 
 
承辦機構負責派出學校支援團隊，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預期到校作三次支援。

另會舉辦最少兩次群組分享活動，現將有關詳情及教學內容開列如下： 

 

(I)、校本支援（暫擬） 
支援次數 建議時段 主要內容 

第 1 次 建議盡快開

始，希望在

2016 年 10 月

內完成 

到校支援焦點：透過校情檢視及需要分析，確認發展方向，並初步商討本學

年「試行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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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校同工出席課堂及參加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 

 初步商討學校在本學年內打算推行的「試行單元」，「試行單元」規模大

小和形式，可按各校情況商議訂定 (但作為開展嘗試，建議規模要考慮學

校情況)，並提醒老師需要於第 2 次 (學習社群會議) 前以電郵方式提交

「試行單元」方案文稿，供導師審閱及提供優化意見 

 提醒學校同工，需要為「試行單元」課堂或活動的籌備過程、課堂或活

動進行中，以及總結、反思、解說、事後檢討等，都需要備有相關文

件，如有照片更佳 (如照片用作提交予香港教育大學製作之用，則請校方

徵得家長同意。) 

 邀請學習社群其中一所學校作為第 2 次支援 (學習社群會議) 的場地，並

通知其他同組學校 

(第 1 次的跟

進、第 2 次

的預備) 

第 2 次支援 

 (學習社群 

會議) 前 

 因為第 2 次支援 (學習社群會議) ，需要各校報告各自的「試行單元」，因

此需要在會議之前，請各校老師提交「試行單元」方案文稿，供導師審

閱及提供優化意見，導師透過電郵或電話，與各校負責老師跟進「試行

單元」的規劃，並提供優化的建議 

 及早透過電話或電郵組群，相約第 2 次支援 (學習社群會議) 的日期和時

間 

 本計劃最後報告需要提交五所學校的詳細學校支援報告，請各位導師在

每組選出一所學校 

第 2 次 

學習社群 

會議 

建議於 

2017 年 

1-3 月間進行 

 第 2 次支援，是「學習社群會議」，同組各校同工，報告各自的「試行單

元」，並作交流對話，導師可作點評 

 如果提供場地的學校可以安排「試行單元」課堂或活動的觀摩，也可考

慮安排，如有觀摩活動，則建議導師加強示範課前的到校支援，以促進

成效 

第 3 次 建議於 

2017 年 

3-5 月間進行 

到校支援焦點：修訂下學年生命教育周年計劃 

 協助學校檢討「試行單元」課堂或活動進行情況及成效 

 為配合完成「試行單元」的展板，請學校於 2017 年 5 月初或之前提交有

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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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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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群組分享 

 
項目 講題 

學習社群群組 

中期分享會 

 
2017年 3 月 4 日（六） 

上午 9:00-下午 12:00 

香港教育大學 

（大埔校園）（待定） 

群組活動（一）：中期分享會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匯報及本地實踐 

 台灣生命教育政策及措施 

 有關政策及措施在本地學校的校本實踐 

學習社群群組 

總結分享會 

 
2017年 6 月 17日（六） 

上午 9:00-下午 12:00 

香港教育大學 

（大埔校園）（待定） 

群組活動（二）：總結分享會 

 為全體學員籌辦一次總結分享會，總結不同學習社群的經驗。分享方式包括： 

 展板導覽：三十所夥伴學校將其學習成果以展板方式呈現。每所夥伴學校派出代

表，為本計劃學員／其他教育工作者作出介紹 

 專業學習社群分享：每個專業學習社群派出 1-2 所學校，就其校本生命教育計劃、試行

過程及成果、反思等內容作深入分享 
  

+  暫定日程，確實時間及地點以雙方協商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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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業 
 

為確保學習質素，並幫助項目團隊掌握學校生命教育情況，課程設有以下課業安排，敬

請留意： 

 

日程 課業 

子項一：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生命教育專業學習社群 

組建工作坊 

【課堂活動／口頭報告】在小組導師的帶領下，即場合作為一

個學校個案，擬定行動方案，並作口頭匯報 

子項二：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 

台灣經驗分享會 
【口頭報告】按組別設定任務，進行分組匯報 

子項三：校本支援及群組分享 

第二次（學習社群會議） 需要各校報告各自的「試行單元」 

群組活動： 

總結分享會 

【呈交修訂的試行單元教材及教案／學生成果】在 2016 年 5 月

初，呈交修訂的試行單元教材及教案／學生成果，以便項目團

隊指示設計公司製成展板（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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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行政 
 

甲、學員報名 

 

每校最多可委派 4 名校長／副校長／主任／教師出席課程。學校如需委派多於 4 名學員出

席課程，則須以書面方式向課程團隊（經辦人：項目經理何榮漢博士）申請旁聽席。請注意：

課程團隊將視教育局意願及場地限制，決定是否批准額外成員列席旁聽。 

 

乙、課程行政安排 

 

子項一：教師專業發展課堂（2015年 10月-11月） 

 

本階段各節課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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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項二：「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2015年 12月 26-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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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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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項三：校本支援或群組活動（2016年 10-12月，2017年 1月至 5月） 

 

課程人員會提供三次校本支援，第一次到校支援將定於 2016 年 10-12 月、第二次學習社群

會議將定於 2017 年 1 月-3 月、第三次到校支援將定於 2017 年 3-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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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惡劣天氣下的上課／活動安排 

 

本課程依香港教育學院指引，如遇惡劣天氣，上課／活動將作以下安排： 

 

狀況 上課／活動安排 

黃色暴雨警告／紅色暴雨警告／三號或以下颱

風訊號 
照常上課／進行活動 

在上課日早上六時後懸掛黑色暴雨警告／八號

或以上颱風訊號 

課堂／活動取消，請留意課程人員發出的補堂

電郵訊息 

在上課途中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即時終止課堂。請留意課程人員發出的補堂電

郵訊息 

在上課途中懸掛黑色暴雨警告 即時終止戶外活動。室內課堂照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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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聽講證明 

 
本校將為第一及子項三出席率符合以下要求之正式學員（旁聽學員將不獲頒發聽講證明）發出聽講

證明，子項二參加學員（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團員）則另計本階段時數。有關出席率要求暫定如下： 

階段 出席率要求 

子項一：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出席不少於 24 課時講座／工作坊／學校參訪活動 

子項二：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 
 本項為自由參與項目，另行計算參與時數 

子項三：校本支援 
 教師群組分享會或總結分享會：最少出席其中一項 

 出席不少於 2 次校本專業支援會議 

 

為認證學員的專業資歷，證書背頁將開列專業發展時數，以便學員向學校作出申報。有關專業發展

時數的計算方式暫列如下： 

項目 
專業發展

時數 

子項一：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第一節︰生命教育的理念及時代需要／生命教育專題研討：生命教育與學生抗逆力訓練 6 小時 

 第二節︰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及評估（一）：繪本／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及評估

（二）：戲劇 

6 小時 

 第三節︰生命教育的課程、教學及評估（三）：體驗學習／生命教育資源分享 6 小時 

 第四節︰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一）：宗教訓輔及文化氛圍／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

（二）：班級經營及家長教育 

6 小時 

 第五節︰生命教育的學生支援（三）：服務學習／生命教育的管理與組織／組建學習社群 6 小時 

子項二：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自願參與） 

 參訪高雄市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3 小時 

 參訪花花姐姐親子故事體驗館 3 小時 

 錢永鎮主任生命教育專題講座 3 小時 

 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謝慧燕主任生命教育專題講座 3 小時 

 台北忠孝國小陳建榮老師生命教育專題講座 3 小時 

 參訪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 3 小時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吳庶深教授生命教育專題講座 1.5 小時 

 輔仁大學林思伶教授生命教育專題講座 1.5 小時 

 參訪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3 小時 

 得榮基金會生命教育教材分享 0.5 小時 

 總結分享會 2 小時 

子項三：校本支援 

 教師群組分享會匯報預備會議（校內進行） 2 小時 

 教師群組分享會 3 小時 

 校本支援會議的預備工作 6 小時 

 第一次校本支援會議 3 小時 

 第二次校本支援會議 3 小時 

 第三次校本支援會議 3 小時 

 總結分享會匯報預備會議（校內進行） 3 小時 

 總結分享會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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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課程人員 
 

計劃統籌主任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學術）、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課程與教學學系講座教授 

 

副計劃統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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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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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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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導師／主講者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學術）、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課程與教學學系講座教授 

李展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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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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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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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慧明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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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院校協作與學校體驗事務處副總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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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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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創會內務副會長、現任書記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生命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 

江浩民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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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影芙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嘉諾撒小學榮休副校長 

劉天祿先生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榮休校長 

羅美常女士  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客席講師；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榮休副校長 

學校個案分享講者 

梁錦波博士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校長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創會會長、現為理事 

倪偉玲副校長、

賴寶伶老師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何世創副校長 

、吳麗兒姑娘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 

蘇笑芳主任、 

黃展穎老師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吳秀文助理校長 

、朱美儀主任、

黃慧儀老師、 

尹錦盈老師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朱敏娟校長、 

潘淑萍主任、

王婉薇老師 

 丹拿山循道學校 

許佩麗主任、

張明怡老師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朱慧珍副校長  寶血會培靈學校榮休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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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敏兒校長、

黃美娟老師、 

謝文惠老師 

 寶血會培靈學校 

曹小怡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小學部)  

 曾任職於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林惠嫦校長 
 循道學校 

 前任職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副校長 

史秀玲副校長、 

陳淑芬主任、 

區穎欣主任、 

黃曉燕姑娘 

 循道學校 

黃鳳鳴副校長  佛教慈敬學校 

蘇炳輝校長、王

惠珠老師 

 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 

蔡曼筠校長、 

朱敏華副校長 

、張鎮強主任、 

李玉雲副主任、 

 保良局雨川小學 

張偉菁校長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陳子良校長 
 天主教南華中學榮休校長 

 鹽光保育中心主席 

馮敏兒校長、

黃美娟老師 

 寶血會培靈學校 

方子蘅校長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曾任職於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李卓賢主任、 

李潔玲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特別顧問 

吳思源先生 

 從心會社社長 

 全人生命教育學會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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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得獎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訓育及輔導獲嘉許狀學校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1/2012）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獲嘉許狀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訓育及輔導獲嘉許狀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2-2013）訓育及輔導得獎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2011）德育及公民教育嘉許狀得獎老師 

 第一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0-2011）夥伴學校 

 第二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2-2013）夥伴學校 

 第三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2014）夥伴學校 

  第四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4-2015）夥伴學校 

  第五屆「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5-2016）夥伴學校 

  



 

15 
 

附錄二：本屆課程夥伴學校名錄 

 

學校編號 學校 校長 

P01 八鄉中心小學 黎婉姍校長 

P02 大坑東宣道小學 潘恩慈校長 

P03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鄧依萍校長 

P04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鄭雪英校長 

P05 仁德天主教小學 陳善科校長 

P06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馮淑楷校長 

P07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朱國強校長 

P08 白田天主教小學 謝至美校長 

P09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何敏薇校長 

P10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 李淑儀居士 

P11 沙頭角中心小學 馮瑞蘭校長 

P12 秀明小學 陳俊敏校長 

P13 東涌天主教學校 盧淑儀校長 

P14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甘艷梅校長 

P15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王寶音校長 

P16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方子蘅校長 

P17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丘宇文校長 

P18 荃灣商會學校 周劍豪校長 

P19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楊翠珊校長 

P2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趙劍眉校長 

P2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黃智華校長 

P22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黃華聲校長 

P23 景林天主教小學 何詠懿校長 

P24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張昌明校長 

P25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李佩雯校長 

P26 聖方濟愛德小學 姚芬校長 

P27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林美雲校長 

P28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周詠詩校長 

P29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黃綺華校長 

P30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陳強佳校長 

（次序依學校名稱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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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前屆夥伴學校的試行單元 
 

第五屆課程（2015/16學年） 

 
（次序依學校名稱筆劃排序） 

  

以單科／單組模式推行生命教育 

大埔浸信會公立小學  自律、守規 我做得到：生命教育課程初擬 

天主教博智小學 我欣賞‧我尊重‧我說好話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小五生命教育活動：施比受有福 

保良局志豪小學 團結突破難關：小五領袖紀律訓練營 

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不要做「大嘥鬼」：以廚餘回收活動提升學生環保意識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綠手指魔法大比拼：「透過種植活動學習面對成長挑戰」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生命的禮讚：以觀察嬰兒活動啟發學生反思生命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探訪護老院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佳美腳蹤：從中大之旅啟發學生夢想 

聖公會基樂小學 天生我材：自信主題活動 

鳳溪第一小學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以天災講座提升學生同理心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四旬期活動：共建犧牲修和精神 

以跨科／跨組模式推行生命教育 

沙頭角中心小學 有您同行：快樂孩子成長路 + 花兒寶寶愛心種植計劃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小雞蛋大行動：「生死之間的親子教育」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美麗任務：讓學生體會生命之「美」 
由生活出發的聖經課：和平大使巴拿巴 

聖公會基榮小學 健康人生：高小跨科健康生活教育 

聖公會靈愛小學 環境生命教育：環保廚餘回收活動 

靈糧堂秀德小學 中、小一條龍福音茶座：同行者 

以全校模式推行生命教育 

天主教領島學校 生命可貴人人是寶：體驗視障人士生活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我是「沙胡」人：校本生命教育課程發展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 SK2 感恩節：「以主題活動讓學生學會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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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課程（2014/15學年） 

 
以單科／單組模式推行生命教育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有志者．事竟成——海倫凱勒的生平對我的啟發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人生滿希望．前路由我創——高小生涯規劃 

明愛樂義學校 戲劇人生——從戲劇教育中體驗及投入生活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讓我感恩——感恩事件簿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小學部） 親子天倫同樂日——我做得到！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積金號財智學堂——互動理財在校園 

聖公會主恩小學 盡我所能．學教相長——一節生命教育課的實踐 

聖安當小學 關懷弱勢．活出生命——社區探索及攝影活動 

樂善堂小學 寓戲劇教育於生命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以跨科／跨組模式推行生命教育 

大坑東宣道小學 憐憫的心——以體驗式活動，學習愛與關懷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集「師」廣益——融進戲劇教育於生命教育中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生命的連繫——透過跨科組活動，共建生命教育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我是基華人——透過課程統整，共建基華人品德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以運動帶出生命動力——以衍濤單車隊為例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My Baby-BEAN 

真鐸學校 承傳中國文化——新年新氣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生命的祝福——初小生命教育課程初擬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擁抱大自然——濕地公園方案 

聖公會偉倫小學 與奇妙的動植物有約——參觀香港公園，認識天父創造的奇妙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約翰小勇士」——護蛋行動 

嘉諾撒小學 彩繪人生——透過自製繪本，陶育學生心靈 

以全校模式推行生命教育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感恩、尊重、愛——奉茶禮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珍惜，愛護——發揮「呂明才」特質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敬老．尊長——探索生命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同心同德——共建有心有力的生命教育團隊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幸福「家」年華——家校合作共建愛的成長環境 

 

（次序依學校名稱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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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課程（2013/14學年） 

 

學習社群一：以單科／跨科／單組開展生命教育專項 

學校 主題單元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服務學習：守．望．相助 

台山商會學校 與成功有約：透過閱讀幫助學生理解如何克服身體的限制 

聖公會日修小學 肯定自我．活出價值：透過體驗活動幫助學生建立自我形象 

聖公會基愛小學 體驗．關懷．珍惜：透過服務學習及戲劇教育傳遞生命有價訊息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生命．教育：以體驗活動培育學生成為「關愛盡責小勇士」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服務聽障人士：愛．平等  

 

學習社群二：以跨科及組開展生命教育專項 

學校 主題單元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同是「網中人」．天涯同此心：透過課程統整教導學生眾志成城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乃役於人：優「雅」生命服務學習計劃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有愛無障：以「睛靈小天使」計劃陶育學生同理心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苖成長教室」：讓我們學會了感恩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感謝親恩：透過課程統整及跨組合作傳授感恩價值 

 

學習社群三：全校參與模式開展生命教育專項 

學校 主題單元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愛家人：以全校參與方式陶育學生生命價值 

青松侯寶垣小學 全校參與：關懷社區長者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建立愛的團隊：我信我可以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樂育菁莪：以全校參與方式幫助學生走上健康人生路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宏揚中華文化：長幼同樂．「抓」出承傳   

黃埔宣道小學 自明而誠：以主題單元方式幫助學生認識「我的強與弱」 

 

學習社群四：在特殊學校開展生命教育專項 

學校 主題單元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尊重生命．關愛他人：透過體驗活動進行價值教育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繪本學習：對生氣說再見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智無障．樂生死：以視藝及音樂作生命教育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一個也不能少：透過班級經營關愛學生生命 

 

（次序依學習社群及學校名稱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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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課程（2012/13學年） 

學校編號 學校 試行單元名稱 

2012/13-LE-P01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惜福．感恩．孝順活動：真的愛「您」 

2012/13-LE-P02 海怡寶血小學 盼望的道路：配合四旬節禮儀共建積極人生觀 

2012/13-LE-P03 佛教榮茵學校 佛化生命教育的嘗試：教授學生人道主義精神 

2012/13-LE-P04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基督之光耀前路：小一生活啟蒙禮 

2012/13-LE-P05 聖公會基福小學 以科目統整方式進行生命教育：感恩．孝順系列 

2012/13-LE-P06 嘉諾撒小學 全校動起來：感恩與惜福 

2012/13-LE-P07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透過有機耕作活動：教導學生珍惜天然資源 

2012/13-LE-P08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統整課程．培育生命： 

以「關愛．與友同行」單元為例 

2012/13-LE-P09 靈光小學 實踐神的教導：愛鄰舍 

2012/13-LE-P10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實踐孔教精神：仁者愛人 

2012/13-LE-P11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以專題研習進行生命教育：愛鄰舍—— 

做個「好撒瑪利亞人」 

2012/13-LE-P12 佛教黃焯菴小學 感激之情在心頭：體驗親恩．報答劬勞 

2012/13-LE-P13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愛．生命．教育 

2012/13-LE-P14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透過「生命小 TEEN 使」：關懷社區長者 

2012/13-LE-P15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以行求知：班本栽種計劃 

2012/13-LE-P16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以行動情．情生意動：「飲水思源」系列 

2012/13-LE-P17 沙田崇真學校 發揚陽光思想：做情緒的主人 

2012/13-LE-P18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觸動．沉澱．反思．感恩．實踐： 

感謝生我育我的人 

2012/13-LE-P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紅磡信義學校 
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愛的承諾 

2012/13-LE-P20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 

馮李佩瑤小學 
物我一體．天人合德：學習欣賞大自然之美 

（次序按報名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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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課程（2010/11學年） 

編號 學校 試行單元名稱 

2010/11-LE-P01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禮貌讓世界變得更美麗 

2010/11-LE-P02 保良局雨川小學 敬師孝親 

2010/11-LE-P03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請直接致電學校查詢 

2010/11-LE-P04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感恩 

2010/11-LE-P05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直資小學 生命會更好、我的夢想、多元潛能 

2010/11-LE-P06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孝親及感恩 

2010/11-LE-P07 培僑小學 認識身體 

2010/11-LE-P08 漢華中學（小學部） 溝通與相處 

2010/11-LE-P09 道教青松小學 勇於嘗試、克服困難 

2010/11-LE-P10 佛教慈敬學校 整體規劃 

2010/11-LE-P11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為我們服務的人 

2010/11-LE-P12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人與自己 

2010/11-LE-P13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慈悲眾生 

2010/11-LE-P14 仁德天主教小學 放眼世界-珍惜與關懷 

2010/11-LE-P15 嘉諾撒聖心學校 我與環境 

2010/11-LE-P16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孝親 

2010/11-LE-P17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微笑的力量 

2010/11-LE-P18 聖公會錦田聖約瑟小學 完全的信心 

2010/11-LE-P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人與他人 

2010/11-LE-P20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利用繪本作生命教育 

（次序按報名前後） 

 

 

 

 

 

前屆夥伴學校試行單元展板，歡迎瀏覽： 

https://www.eduhk.hk/crse/view.php?secid=5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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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地圖及交通指引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地址：九龍灣彩霞道 78 號 

交通指引：九龍灣港鐵站 B出口 

 
九龍灣站 

B出口 

 
浸信宣道會

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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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地址：香港荔景山路 220號 

交通指引：荔景港鐵站 A1出口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地址：九龍石硤尾偉智街 3號 

交通指引：石硤尾港鐵站 C出口 
 

匡智張玉瓊晨
輝學校 

荔景站 A1出口 

 
寶血會上智

英文書院  
石硤尾站 

C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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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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榮漢博士  

項目經理／統籌 

電郵：winghon@eduhk.hk 

 

雷武鐸先生 

項目副統籌 

電郵：mdlui@eduhk.hk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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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e@eduhk.hk 

網址：http://www.eduhk.hk/crse/ 

 

 

mailto:lifeedu@eduhk.hk
mailto:winghon@
mailto:mdlui@
mailto:crse@eduhk.hk
http://www.eduhk.hk/c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