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德教肓：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品德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通過各學習領域及學科課程的學與教，以

及其他相關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在不同的

成長階段，當遇上難題的時候，懂得辨識當中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

和合理的判斷，並付諸實踐，面對未來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學校可培育學生七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即：「堅毅」、「尊重他人」、「責

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和「關愛」，作為推動品德

教育的方向。 

  

學校應以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為方向，運用生活化的題材，整合品

德及倫理教育、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人權教育、國民教育、禁毒教

育、生命教育、性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教育等各跨學科價值教育範疇的學習活

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加強彼此之間的連繫，促進學生的全人發

展。 

為了配合「訓、輔、教」三者合一的理念，本校強化班主任工作，除了對學

生進行訓育和輔導外，還特別著重班主任工作，例如：加強投入資源，實行

班級經營，完善課室管理，務求班主任能夠對學生有最好的教導。 

 

 



 

一、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提供實際的經驗，讓學生走出校園提供服務予社區人士、關懷

獨居老人、住院病人及其他弱勢族群。從真實情境中體驗到貧窮、健康、公

平、資源分配、正義、人類本質及人性尊嚴等問題。從而培養學生的同理心

並對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境況的人士發揮平等精神與尊重；同時，也透過持

續地策劃、執行及參與服務，讓學生展現他們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最後，

鼓勵同學透過直接或間接參與國內的服務學習項目，進一步認識我國的過去、

現在及未來，更多與國內人士溝通和交流，加深「我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故此，「服務學習」對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有極大的幫助。 

   

本校四年級學生透過探訪老人院的活動，學習關心長者，培養學生對不

同階層的同理心。 

    

本校五年級學生探訪特殊學校，並與該校學生一同遊戲、煮食，展現他

們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相關網站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http://www.moe.edu.cn/ 

2 社會福利署 

http://www.swd.gov.hk/ 

3 青年事務委員會 

http://www.info.gov.hk/coy/ 

4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http://www.hkcss.org.hk/ 

5 義工運動 

http://www.volunteering-hk.org/ 

6 義務工作發展局 

http://www.avs.org.hk/main/cht/ 

7 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 

http://qcrc.qef.org.hk/ 

8 公益少年團 

http://www.edb.gov.hk/tc/public-admin/related-bodies-schemes/edu-

schemes-fund/cyc/introduc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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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就是要與學生當下的生活環境互相配合，透過選取與學生成長有關 

的生活化課題，引起學生的共鳴，幫助他們以正面積極的態度處理情緒，提 

高個人的解難及溝通能力，走出逆境，從而為學生探討相對抽象的生命意義 

課題，建立堅實的基礎。 

 

 

生命教育的推行路向 

 

 

生命教育學習層次涵蓋的價值信念 

  



 

其中，尊重生命旨在幫助學生明白： 

(1)人有生存權利，別人無權扼殺 

(2)人生而平等，該受到尊重與關懷 

(3)美好的生活有賴與家人及朋友維持良好的關係 

(4)美好的生活有賴與社會及大自然維持良好的關係。 

 

如果學生能掌握上述的價值信念，就能做到尊重和關懷珍惜自己與他人。本 

校於 2018-2019年度開始新的三年計劃，以「正向生命教育」及「靜觀教育」 

為兩大核心，從課室佈置、訓輔政策、成長課課程多方面培養校內生命教育 

文化。 

  

本校環境優美，有美麗的農莊及植物園，使學生於良好的環境下學習；並發 

揮愛護生命的精神。 



 

  

透過「家長日愛心義賣」、「地中海貧血兒童基金會籌款」等活動，營造校內 

共融氣氛，使學生學會尊重生命及關愛他人。 

  



 

參考書目 

書名 作者/編者/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當他們遇到挫折 — 25

位青年人的逆境故事 

周淑屏 香港青年協會壹出版有

限公司 

1999 

毋懼挫折 — 25個勇敢

的少年 

周淑屏 香港青年協會 2000 

活出彩虹 — 20位青年

人面對逆境的故事 

香港青年協會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1 

雨後陽光 — 二十個勇

敢的少年 

葉翠華 香港青年協會 2002 

下一站彩虹 葉翠華 香港青年協會 2003 

逆境不放棄 穆丹 突破出版社 2002 

習非成是 — 導致我們

不快樂的謊言 

科文癸斯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0 

積極思考就是力量 諾曼‧文生‧皮

爾 

世潮出版社 2000 

無憂是一種選擇 米勒/米爾醫生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02 

自殺少年事件簿(漫畫) 楊牧谷 更新資源有限公司 1998 



 

AQ：逆境商數 保羅‧史托茲 台灣：時報文化 1997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丹尼爾‧高曼 台灣：時報文化 1997 

EQ工程學：265 hints to 

EQ 

余德淳 香港：Charles Yu 

Training Company 

1997 

EQ工程學：365 hints to 

EQ 

余德淳 香港：Charles Yu 

Training Company 

1998 

快樂箴言 安德魯．馬修斯 貝殼出版社 2003 

善待失敗 金建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 

2001 

勇敢的生命小戰士 鄧月媚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 

庄腳囝仔出頭天 潘淑清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台

灣) 

2002 

笑迎每天的挑戰 — 

2002年傑出少年的故事 

葉海旋等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2002 

相識非偶然 — 人際關

係舞步篇 

胡潔瑩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2 

一百個人的遺憾故事 黃庭光 壹出版有限公司 2001 

觸動心靈智能的 52種

啟示 

黃桂林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1 



 

暴雨童心 香港救助兒童會 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01 

勇氣 奧修著 黃瓊瑩

譯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2001 

我還有一隻腳 新亞洲文化基金

會有限公司 

新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9 

 

 

 

  



 

三、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一環，透過課堂及周會的活動讓學生認識國家 

文化、當下國情等。 

 

(1)國旗式樣及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紅色象徵革命。旗上的五顆五角星及其相互關係象

徵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五角星用黃色是為了在紅地上顯出光

明，黃色較白色明亮美麗，四顆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對著大星的中心點，

這是表示圍繞著一個中心而團結，在形式上也顯得緊湊美觀。  

(內容節錄自︰中國政府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1949 年 10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首次升起。 

(內容節錄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 –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面國旗) 

  



 

(2)區旗式樣及簡介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評選工作，由起草委員五人以及

內地和香港的專家六人共同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評選委

員會負責。在評委會對 7147 件應徵稿進行初選和複選後，起草委員會對

入選的圖案進行了審議、評選，由於未能選出上報全國人大審議的圖案，

又由評委會在應徵圖案的基礎上，集體修改出三套區旗、區徽圖案，經起

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表決，從中選出了提交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區旗區徽圖案。1990 年 4月 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區旗、區徽的圖案。 

(內容節錄自︰1990 年 3月 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

明」；以及 1990年 4月 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決定」) 

  



 

 區旗是一面中間配有五顆星的動態紫荊花圖案的紅旗。紅旗代表祖國，紫

荊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祖國的懷抱中興旺發

達。花蕊上的五顆星象徵著香港同胞心中熱愛祖國，紅、白兩色體現了「一

國兩制」的精神。 

(內容節錄自︰1990 年 3月 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說

明」) 

 1997 年 7月 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內首

次升起。 

(內容節錄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1997 年 7月 1 日) 

  

本校著重與國內學校的交流，因此每年度均會與深圳外國語附屬小學互訪，

學生之間交流兩地文化;2017-18年度，本校亦舉辦了北京交流團，讓學生

透過參觀活動了解當下國情，是學校品德教育重要的一環。 

 

  



 

相關網頁 

1.中國政府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uoqing/2005-05/24/conten

t_2615209.htm 

2.中國政府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guoqing/guoge/index.htm 

3.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面國旗 

http://www.chnmuseum.cn/Default.aspx?TabId=212&AntiqueLanguageID=

1551 

4.教育局－《基本法》教育網站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

-civic/Newwebsite/html/Basiclaw/Basiclaw.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