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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CD/MCNE)/ADM/150/1/47(1) 

教育局通函第 101/2021 號 

分發名單：  各提供本地課程的資助學校

（包括特殊學校）、官立學校、

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

學校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請將本通函傳閱予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家長教師會和全體教職員）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摘要  

本通函旨在公布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編訂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以為學校於課堂內外規

劃價值觀教育提供建議和示例，幫助學生從小建立正確的價值觀，以積極的

態度面對在學業、生活和成長中遇到的挑戰。  

 
背景  

2. 教育局十分重視價值觀教育，一直以「多重進路、互相配合」方式支

援學校全方位推動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教育

局持續透過更新課程指引、發展學與教資源、提供教師培訓，以及組織學生

活動等，支援學校推動價值觀教育，於課堂內外培養學生良好品德，懂得關

心社會、國家和世界，認同國民身份並珍視中華文化，對社會和國家具責任

感和承擔精神。  

 
3. 教育局於 2017 年 11 月成立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於 2020 年 9 月向教育局提交檢討報告並提出建議，當中包括優先推行價值

觀教育。教育局於 2020 年 12 月接納報告載列的建議，並由課程發展議會

成立「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跟進建議。常務委員會透過

會議及不同途徑，包括講座、工作坊、焦點小組面談，蒐集各持份者的意見，

並參考《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2008）編訂《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試行版），供學校採用。  
 



2 
 

詳情  

4.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課程架構）以學生成長特質和

發展需要作為基礎，臚列他們於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和世

界等範疇在態度和行為方面的學習期望；並以中華文化作為價

值觀教育的主幹，貫通各學科／課程範疇，為學校提供一個整

全和有系統的課程架構，推動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可於教育

局網站（www.edb.gov.hk/tc/ve）下載。  

 
5. 學校應依循此課程架構，整全規劃價值觀教育及舉辦相關學習活動，

並協同各持份者（包括各教職員、家長、校友等），推動全校參與。課程架

構並提供規劃和推行策略的建議，以及本局編制的資源舉隅，供學校參考。

《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2021）的主要編訂重點包括：  

(a) 加入「勤勞」作為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  

(b) 強調應從小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協助學生從小正確認識國家

歷史、欣賞中華文化及傳統價值觀、尊重國家象徵和標誌（包括

國旗、國徽、國歌）、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重

要性，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明瞭身為中國人，有共同保護國家、

休戚與共的責任；  

(c) 加強生命教育（包括認識生命的意義、積極面對逆境和挑戰、尊

重和愛惜生命、追求理想和探索未來）；  

(d) 強調性教育的學習元素（包括認識自己、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保護自己、尊重和接納他人）；  

(e) 培養學生媒體及資訊素養，能以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處理不同

媒體的資訊；以及  

(f) 加強禁毒教育的學習元素（包括認識毒品的禍害、建立正面價值

觀面對逆境和抗拒誘惑、建立積極的生活態度及健康生活模

式）。  

 
6. 教育局會持續為學校提供資源支援，包括推出課程規劃工具、編製

多元化學與教資源、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和學生活動、製作推廣物資等，

支援學校推行價值觀教育的工作，詳情請參閱附錄一；期望集合家庭、學校

http://www.edb.gov.hk/tc/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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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各方面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為青少年提供實踐學習的機會，從小教育

他們勤奮學習、樂於勞動的美德，成為有生活自理能力、勤奮向上、有責任

感及堅毅精神等質素的新一代，對家庭、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7. 課程發展是持續的歷程，本課程架構會於本學年先以試行模式推行，

蒐集學校實踐的經驗和反思，以作進一步優化。我們會透過不同平台，包括

訪校、問卷調查、聚焦小組面談、講座、工作坊等，了解課程架構的試行情

況；也會邀請部分中小學就學校規劃和推行價值觀教育，分享課程架構落實

的經驗和反思，作為未來進一步優化課程架構的參考。  

 
查詢  

8. 學校如對價值觀教育課程發展和支援事宜有任何查詢、意見或建議，

請致電 21537493 或發電郵至 info_mcne1@edb.gov.hk，與本局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組聯絡。  

 

 
教育局局長  

陳碧華博士代行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mailto:info_mcne1@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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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課程資源和支援   

1. 2021/22 學年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舉隅）  

 課程名稱  相關範疇  舉辦日期  

1.  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修

訂）  
生命教育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  

2.  協助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修

訂）  
生命教育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  

3.  價值觀教育系列：於課堂推動價值

觀教育的策略和技巧（小學）（新

辦）  
價值觀教育  2021 年 9 月  

4.  價值觀教育系列：如何推行「我的

行動承諾」（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1 年 10 月  

5.  價值觀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系

列 ： 綠 色 建 築 全 港 學 生 比 賽

2020/21―成果分享會（新辦）  

可持續發展

教育  
2021 年 10 月  

6.  價值觀教育（健康生活教育）系列：

學校推動禁毒教育及建立健康生

活模式的課程規劃與策略（新辦） 

健康生活

（禁毒）  
教育  

2021 年 11 月  

7.  參觀「第十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及「2019 香港環境卓越大奬」得獎

學校（小學）（修訂）  

可持續發展

教育  
2021 年  

11 月  

8.  價值觀教育系列：價值觀教育教師

導引課程（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1 年 12 月  

9.  價值觀教育系列：於課堂推動價值

觀教育的策略和技巧（中學）（新

辦）  
價值觀教育  2021 年 12 月  

10.  價值觀教育系列：全校價值觀教育

課程規劃（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1 年 12 月  

11.  價值觀教育（健康生活教育）系列：

學校推動禁毒教育的課程規劃與

健康生活

（禁毒）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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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相關範疇  舉辦日期  

策略（重辦）  教育  

12.  價值觀教育（性教育）系列：提高

學生自我保護意識（新辦）  
性教育  2021 年 12 月  

13.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愛、關懷與尊

重—動物關懷及福利全方位學習

活動研討會（重辦）  
生命教育  2021 年 12 月  

14.  課程領導與管理概論系列：加強價

值觀教育及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價值觀教育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  

15.  價值觀教育系列︰價值觀教育課

程架構簡介會（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1 月  

16.  
「兒童文學與情感教育」工作坊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17.  價值觀教育系列：透過家長教育推

動學校價值觀教育（新辦）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1 月  

18.  價值觀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系

列：減緩氣候變化的學與教策略

（重辦）  

可持續發展

教育  
2022 年 1 月  

19.  價值觀教育課程：如何規劃及推行

有效的性教育（小學）（修訂）  
性教育  

2022 年  
1 月及 6 月  

20.  價值觀教育系列：通過中華文化學

習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新辦）  
中華文化  2022 年 2 月  

21.  價值觀教育系列：推動守法及同理

心的學與教策略（新辦）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2 月  

22.  價值觀教育（生命教育）系列：透

過課堂學習培育學生尊重生命的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新辦）  
生命教育  2022 年 3 月  

23.  中學數學課程學與教系列：推展德

育及公民教育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3 月  

24.  小學數學課程學與教系列：從閱讀

中學習及德育及公民教育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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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相關範疇  舉辦日期  

25.  幼稚園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培育幼兒品德發展（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3 月至 5 月  

26.  價值觀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系

列：推動學生認識生物多樣性的學

與教策略（新辦）  

可持續發展

教育  
2022 年 4 月  

27.  價值觀教育系列（媒體及資訊素養

教育）：「辨識網絡資訊與提升學生

資訊素養的學與教」工作坊（新辦） 

媒體及資訊

素養教育  
2022 年 4 月  

28.  價值觀教育（生命教育）系列：培

育學生以正面價值觀和態度面對

不同誘惑（新辦）  
生命教育  2022 年 5 月  

29.  價值觀教育（性教育）系列：預防

性傳染病和愛滋病的學與教策略

（修訂）  
性教育  2022 年 5 月  

30.  價值觀教育系列：運用繪本培養學

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5 月  

31.  幼稚園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認識中華文化  傳承傳統美德（新

辧）  

國家安全  
教育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32.  價值觀教育系列：「我的行動承諾

2021/22」成果分享會（修訂）  
價值觀教育  2022 年 9 月  

33.  學校領導人員工作坊（中學）：加強

價值觀教育環節  
價值觀教育  2021/22 學年  

34.  學校領導人員工作坊（小學）：加強

價值觀教育環節  
價值觀教育  2021/22 學年  

以上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的詳情，請參閱教育局培訓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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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與教資源（舉隅）  

 題目  類別  二維碼 
品德及倫理教育  

1.  價值觀教育學與教視像資源（系

列一至四）  （小學／中學）  
短片   

2.  
誠信無價（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3.  堅守原則・敢去 SAY NO——品

德教育篇（小學／中學）  
專題資源網   

4.  談「美德」・論「價值」德育教材

手冊（小學／中學）  
書刊   

5.  
感恩珍惜 同心抗疫（中學）  有聲繪本   

6.  德育及價值觀教育「尊重別人」學

與教資源（幼稚園）  
故事簡報、有聲繪

本、幼兒自製小書  
 

生命教育  

7.  堅守原則・敢去 SAY NO——反

賭博教育篇（小學／中學）  
漫畫   

8.  
愛護動物（小學／中學）  專題資源網   

9.  
天生我才必有用（小學）  

生活事件  
教案  

 

10.  The Dog Show（小學）  短片   

11.  愛護動物通訊程式表情圖像（小

學／中學）  
通訊程式  
表情圖像  

 

性教育 

12.  
私隱部位，不可亂碰（小學）  

生活事件  
教案  

 

13.  
性教育動畫資源（小學／中學）  動畫   

14.  
愛情追兵（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15.  
堅守原則・敢去 SAY NO——性 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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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類別  二維碼 
教育篇（小學／中學）  

16.  
我不會責備受害者（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禁毒教育  

17.  我會堅決拒絕嘗試對身體有害的

物質（小學／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18.  
向大麻說「不」（小學／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19.  《堅守原則・敢去 SAY NO》——
禁毒教育篇（小學／中學）  

專題資源網   

20.  
毒魔的謊言（小學）  短片   

21.  
毒魔（中學）  短片   

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22.  
明辨網絡陷阱（小學）  

生活事件  
教案  

 

23.  
謠言止於智者（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24.  「網路地雷陣」學習資源網站（小

學／中學）  
專題資源網   

25.  「聰明 e 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小學／中學）  
學習資源套   

26.  「健康網絡由你創」短片系列  - 
家長篇（小學／中學）  

短片   

與「守法」、「同理心」及「勤勞」相關  

27.  「道路安全，你我都有責！」（小

學）  
生活事件  

教案  
 

28.  「大義滅友?」（揭發好友不當行

為）（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29.  
我幫助了有需要的人（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30.  
價值觀教育學與教視像資源《舞 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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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類別  二維碼 
台上下》（小學／中學）  

31.  價值觀教育學與教視像資源《文

具店》（小學／中學）  
短片   

32.  
自己動手執書包（小學）  

生活事件  
教案  

 

33.  
我會照顧自己的起居（小學）  

生活事件  
教案  

 

34.  
幫助做家務（小學）  

生活事件  
教案  

 

35.  
中國歷史人物小故事（小學）  短片   

可持續發展教育  

36.  
關注氣候變化（小學／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37.  
走「塑  」絕「膠」（小學）  簡報   

38.  
「綠在南丫」計劃（中學）  工作紙   

39.  
惜物減廢．好健康（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國民教育  

40.  認識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小

學／中學）  
專題資源網   

41.  《在生活中培養國民素養——國

旗及區旗的展示》  
有聲繪本   

42.  
《我們的國旗、國歌和區旗》  有聲繪本   

43.  
一圖盡覽系列：國旗、國徽、國歌  主題海報   

44.  「國事小專家」互動問答遊戲資

源套系列  
專題資源網   

45.  
《國家安全  你我要知》  有聲繪本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la09saf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la09saf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la09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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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  類別  二維碼 

46.  
《國家安全  由家開始》  有聲繪本   

47.  承傳中華文化瑰寶・培育國民身

份認同（小學／中學）  
專題資源網   

48.  
齊來學書法（小學）  

生活事件  
教案  

 

49.  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認識祖國活動

（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50.  
參與學校中國文化周（中學）  

生活事件  
教案  

 

 

3. 2021/22 學年學生活動（舉隅）  

 活動  對象  網址／備註  

1.  
「我的行動承諾」活動系列（一）：「樂

諾大使」計劃  
中小學生  

 

2.  
「我的行動承諾」活動系列（二）：「感

恩珍惜・積極樂觀」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生  

3.  
「我的行動承諾」活動系列（三）：「小

故事，大能量：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短片創作比賽  
中學生  

4.  
英 文 雋 語 計 劃 2021/22 「 Sayings of 
Wisdom (SOW)」Campaign 2021/22 

中小學生  

 

5.  
Time to Talk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中小學生  

 

6.  
金錢管理大挑戰——才德兼備理財動畫

劇本創作  
中學生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la09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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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紀長征》——學界菁英問答比賽  中學生  

 

8.  
傳承・想創——積極推廣中國歷史與中

華文化學校年度大獎  
中學生  

詳情請參閱

教育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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