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主題 日期、時間及地點

1

開幕禮

暨

「辦學團體與校長的品德／生命教育角色」論壇

2014年5月9日 (星期五)

14:00-17:00
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

2
香港小學的品德／生命教育領導及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暨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中期分享會

2014年5月10日 (星期六)

09:30-12:30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3
香港學前教育機構的品德／生命教育領導 

及 

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2014年5月17日 (星期六)

09:30-12:30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4
香港中學的品德／生命教育領導 

及 

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2014年5月24日 (星期六)

09:30-12:30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直資小學

5
香港特殊教育機構的品德／生命教育領導 

及 

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2014年5月31日 (星期六)

09:30-12:30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聖道學校

6

香港學校生命教育前瞻：機遇與挑戰

暨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總結分享會

2014年6月14日 (星期六)

09:00-13:00
聖公會基福小學

　　近年香港青少年問題日趨嚴重，自殺、霸凌、濫藥、援交等情況日熾，社會普遍認為

問題源於青少年缺乏對生命的關愛及省思，必須鼓勵青少年認真面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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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德／生命教育問題（孫

效智，2009）。

　　根據專業經驗，要令校本品德／生命教育幼苗開花結果，除了如陽光、水分、肥料

般的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及評估、訓輔及家長教育配套之外，良好的土壤：即優質學校領

導，也是同樣重要的。有見及此，教育局乃自2010/11學年起，連續三次委託本校宗教教

育與心靈教育中心承辦「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協助校長及中層教師配合校本情

況，進行品德／生命教育整體規劃。本中心在此基礎上，全面整理品德／生命教育領導的

良好示例，並透過六場專業發展活動，讓辦學團體和學校領導管理層分享對品德／生命教

育的理解，以及怎樣帶領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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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孫效智（2009）。台灣生命教育的挑戰與願景。課程與教學季刊，12(3)，1-26。

簡介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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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張仁良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辦學團體與校長的品德／生命教育角色」論壇

討論焦點

l 辦學團體對品德／生命教育內涵的理解

l 辦學團體對學校管理層（校長／副校長／中層教師）

在開展品德／生命教育專項所扮演角色的期許

l 辦學團體如何幫助學校開展品德／生命教育專項

l 辦學團體如何評估學校轉變，及對評估結果作出跟進

l 學校領導如何理解及回應辦學團體的期許

主持

張黃韻瑤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榮譽教育學博士

王秉豪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

講者

蘇肖好修女　　前耶穌寶血女修會總會長

陳謳明主教　　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主教

簡祺標牧師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學校教育部部長

演　慈法師　　香港佛教聯合會秘書長

余　煊博士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學務總監

講者邀請中　　保良局辦學團體代表

周慶中校長　　東華三院辦學團體代表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校長

劉餘權副校長　香港副校長會執行委員兼秘書 

主禮嘉賓致辭
謝凌潔貞女士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開幕禮

暨

「辦學團體與校長的品德／生命教育角色」論壇

項目一

日期：2014年5月9日（星期五）

時間：14:00-17:00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大埔校園

主題演講一

生命教育的校園領導經營　　僕人領導

主講

林思伶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校長

分享焦點

l 生命教育的時代意涵

l 校園經營的領導美學

l 推動生命教育的柔性領導人

主題演講二

學校領導下的生命教育: 靈性領導的啟示

主講

李子建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學術）

分享焦點

l 學校靈性領導的理論框架

l 靈性領導對教師的工作滿意度以及組織承諾中的情感性

承諾和規範性承諾的影響

l 如何增強學校成員的內在動機和組織文化，以及使他們

感到是學校成員之一，被其他成員欣賞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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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

日期：2014年5月10日（星期六）

時間：09:30-12:30
地點：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香港小學的品德／生命教育領導及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暨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中期分享會

項目三

日期：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

時間：09:30-12:30
地點：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香港學前教育機構的

品德／生命教育領導及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主題演講三

校園生命教育的理念與實踐

主講

林思伶教授　文藻外語大學校長

分享焦點

l 生命教育的理念及內涵

l 小學校園推動生命教育的策略

l 生命教育的領導實踐

學校個案分享

分享一：台灣生命教育對香港小學的啟示

講者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
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參與學校同工

分享焦點

l 台灣生命教育的理念及內涵

l 台灣生命教育開展方式

l 學校領導在台灣生命教育項目所扮演的角色

l 政策轉移：台灣生命教育項目／措施如何應用於香港小學之中？

分享二：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 

夥伴學校試行單元分享

講者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
不同學習社群的學校同工

分享焦點

l 需要分析：因應辦學使命、學校現況及學生需要

規劃生命教育專項

l 落實理念：生命教育專項在實施過程遇到的挑戰及回應方式

l 評估：生命教育專項的效能評估，並據之帶領下一週期計劃

主題演講四

品德／生命教育理念與內涵　　學前教育階段

主講

許娜娜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分享焦點

l 學前教育階段品德／生命教育理念與內涵

l 有效推行與落實上述理念與內涵的要素

學校個案分享

分享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本地實踐

講者

劉詠思校監　兒童無限學校（香港）

分享焦點

l 校本生命教育理念基礎：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的取捨

l 鼓勵不同持份者（教師、家長、學生、社區人士）共同落實

校本生命教育理念：機遇與挑戰

分享二：透過故事及戲劇陶育孩子生命

講者

何燕屏校長　油麻地循道衞理楊震幼兒學校

分享焦點

l 校本生命教育理念

l 生命教育教學策略及評鑑分享：故事及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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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 項目五

日期：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

時間：09:30-12:30
地點：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香港特殊教育機構的

品德／生命教育領導及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日期：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時間：09:30-12:30
地點：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直資小學

香港中學的

品德／生命教育領導及實踐經驗個案分享

主題演講六

品德／生命教育理念及內涵　　特殊學校

主講

伍國雄博士　明愛樂勤學校榮休校長

分享焦點

l 特殊學校品德／生命教育理念與內涵

l 有效推行與落實上述理念與內涵的要素

學校個案分享

分享一：透過課程統整培育學生正面價值

講者

周璜錩校長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分享焦點

l 根據學生需要規劃校本品德教育課程大綱

l 校本課程的落實　　適用於特殊學校的

生命教育教學及評估策略分享

l 不同持份者在課程中角色：學校領導、教師、家長、學生及大

專機構

分享二：透過跨組別協作啟發學生潛能

講者

郭金蓮校長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分享焦點

l 學校生命教育理念

l 學生特質及需要

l 透過公民、宗教、訓輔組別合作，規劃及落實生命教育理念，

盡展學生潛能

主題演講五

品德／生命教育理念及內涵　　中學階段

主講

潘鎮球校長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榮休校長

分享焦點

l 中學階段品德／生命教育理念與內涵

l 有效推行與落實上述理念與內涵的要素

學校個案分享

分享一：針對能力略遜／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生命教育

講者

張欽龍校長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分享焦點

l 校本生命教育理念

l 能力略遜／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成長特質

l 針對上述學生的生命教育宗訓輔措施：規劃及落實

分享二：針對資優學生的生命教育

講者

楊靜嫻校長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分享焦點

l 校本品德／生命教育理念如何回應

資優學生的成長需要

l 校本生命教育項目的策劃、開展及評鑑：

以配合生命教育的其他學習經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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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

日期：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

時間：09:00-13:00
地點：聖公會基福小學

主題演講七

香港學校生命教育前瞻：機遇與挑戰

主講

王秉豪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

分享焦點

l 香港品德／生命教育政策及落實回顧

l 當代香港社會對青少年品德／生命發展的挑戰

l 教育工作者如何回應挑戰，幫助學生踏上健康人生路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夥伴學校成果展覽及解說

模式一

以單科、單組或跨科模式

開展生命教育

模式二

以跨科組模式

開展生命教育

模式三

以全校參與模式

開展生命教育

模式四

在特殊學校

開展生命教育

聖公會日修小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台山商會學校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順德聯誼會李金小學

青松侯寶垣小學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

黃埔宣道小學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學校個案分享

分享一：學校生命教育團隊組建與校本課程發展

講者

學校生命教育團隊　保良局雨川小學

分享焦點

l 價值／生命教育團隊組建

l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規劃及起動

l 現有課程的整理與更新

l 校本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分享二：生命教育的團隊與教學策略：

從創業到守業與創新發展

講者

馮敏兒校長、朱慧珍副校長

寶血會培靈學校

分享焦點

l 如何帶領生命教育團隊堅守大業？

l 如何優化教師教學策略，讓生命教育創新里程碑？

香港學校生命教育前瞻：機遇與挑戰

暨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3-14）總結分享會

分享三﹕生命教育課程統整及調適的反思

講者

賴雲潔主任　嘉諾撒小學

分享焦點

l 校本品德／生命教育課程理念及內涵，及其如何回應學

生學習需要

l 校本品德／生命教育課程的開展模式：規劃—執行—評

鑑—再規劃

l 校本品德／生命教育課程的執行樽頸：透過課程統整推

動生命教育及在生命教育專項照顧學習差異的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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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發展項目簡介：品德教育、生命教育、價值及倫理教育範疇

生命教育的領導與協作

l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教育局委託項目）

蒙教育局委託，本中心連續三屆承辦「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2010/11、 

2012/13、2013/14），每屆有廿所夥伴學校參加。本計劃旨在透過專家講座、參訪本

地生命教育先驅學校、台灣生命教育學習團、分享會、到校支援及建立學習社群等方式，

協助學校全面規劃及落實校本生命教育方案。本中心將在上述計劃的基礎上，持續為已完

成課程的學員（學校）提供支援，以深化生命教育成果，如：申請生命教育專項經費、以

「整體規劃」模式發展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協助學校進行課程統整等。

品德／倫理觀／正向生命的培養

l 融入「全球倫理」於學校教育：協助中小學規劃「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關鍵項目計劃」（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項目）

本中心與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和德國全球倫理基金會之合作項目「融入『全球倫理』

於學校教育：協助中小學規劃『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關鍵項目計劃』」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該計劃旨在引進「全

球倫理」作為規劃香港「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關鍵項目的框架，促進學校發展校本課程，並為二十間夥伴學校提供課

程及其他學習經歷支援服務，涵蓋第二（小四至小六）及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有利小學至中學課程的銜接。

l 「生命小領袖」培訓計劃2013-2014：「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項目，本中心負責計劃統籌工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行的「可持續發展教育計劃」，在香港由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主辦。本中心於2012-2013年度開始參與本計劃之小學組學程，並於2013-2014年度成

為該學程的統籌單位。本年度學程定名為「生命小領袖」培訓計劃：「做一件讓世界變得

更美麗的事」，在週末舉行一系列培訓及課外活動，以建立學生的領導能力與生命價值，

並鼓勵學生參與學校推行生命教育的工作，學生亦會以「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

為目標，完成一個實踐項目，持續以生命影響生命。

探索中華文化與今日中國

l 「孔教儒學教育考察、交流及學習計劃 （孔教學院捐助項目）

本中心承蒙孔教學院捐助，支持中心發展，推行為期三年（2009-2011年）的「孔教儒

學」計劃，目標是透過教院學生親訪孔子故鄉曲阜、製作巡迴展板、分享親訪經歷和推

動不同儒家傳統德育活動，提昇香港未來教師對孔教儒學及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瞭解。

l 現代中國共同「睇」計劃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項目)

本計劃由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和本中心

聯合籌辦。本計劃致力使學生能從多元思維方式及持批判角度下，建立對國家事務的關

懷和認同感。內容包括開拓通識教育科「現代中國」單元教材和讓學生瞭解今日中國的

不同學與教策略。

瞭解香港、關懷社區

l 尋情香港：創意藝術與文化教育計劃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項目)

本計劃旨在通過環繞香港城市空間為主題的文學、藝術與城市探索等訓練，啟發學生的創

造力和想像力，進行視覺藝術與文學創作。此計劃將收集教師和學生的回饋意見，完善計

劃內的學與教策略，並製作成網站資源，供教師參考並提供充足配件予他們應用。此計劃

希望推動學生對香港各社區發展的關懷，並建立對香港的情感連繫。

項目繁多，未能一一盡錄。更多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http://www.ied.edu.hk/c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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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領導：品德／生命教育與學校領導專業發展系列」籌備委員會

李子建教授　副校長（學術）（兼顧問） 梁錦波校長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馮敏兒校長　寶血會培靈學校

王秉豪博士　中心總監（兼主席） 楊靜嫻校長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何榮漢博士　中心經理

關伯強先生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蔡曼筠校長　保良局雨川小學 江浩民先生　中心助理項目經理（兼秘書）

「生命的領導：品德／生命教育與學校領導專業發展系列」執行委員會

王秉豪博士　中心總監（兼主席） 黃靜雯女士　中心行政助理 童中樂同學　教育學士課程三年級生　主修通識

何榮漢博士　中心經理 黃俊邦同學　應屆文學士畢業生　主修通識教育 孫韻而同學　教育學士課程三年級生　主修中文

曾家洛先生　中心項目主任 陳慧嵐同學　應屆教育學士畢業生　主修小學中文 江浩民先生　中心助理項目經理（兼秘書）

鄭德禮先生　中心項目主任 王凱茵同學　應屆教育學士畢業生　主修小學中文

劉卓輝先生　中心高級研究助理 方煜如同學　教育學士課程二年級生　主修中文

香港教育學院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簡介

　　香港教育學院於 2006 年獲五個辦學宗教團體：天主教

香港教區、香港佛教聯合會、香港聖公會、嗇色園及道教香

港青松觀慷慨捐款，成立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其後在

2008 年，學院亦獲孔教學院捐款，支持本中心發展。

中心的使命與工作

l 通過教師專業培訓、教學與課程發展和研究等，推動宗教教育、心靈教育、生命

教育、全人教育、價值教育等方面的發展；

l 舉辦各種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活動，回應學生、教師乃至公眾的心靈需要，促進

心靈安適；

l 藉著不同活動，加深教育同工乃至公眾對不同宗教和靈性傳統的了解，並促進不

同傳統之間的溝通和對話。

聯絡及查詢

電話：2948 8285

傳真：2948 8407

電郵：crse@ied.edu.hk

地址：香港大埔露屏路10號香港教育學院B3-P-09室

網址：http://www.ied.edu.hk/c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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