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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EDB(CD/MCNE)/ADM/150/1/47(1) 

教育局通函第 101/2021 号 

分发名单：  各提供本地课程的资助学校

（包括特殊学校）、官立学校、

按位津贴学校及直接资助计划

学校校长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请将本通函传阅予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家长教师会和全体教职员）  
 
 

《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  

摘要  

本通函旨在公布课程发展议会辖下「价值观教育常务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编订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以为学校于课堂内外规

划价值观教育提供建议和示例，帮助学生从小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以积极的

态度面对在学业、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挑战。  

 
背景  

2. 教育局十分重视价值观教育，一直以「多重进路、互相配合」方式支

援学校全方位推动价值观教育，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教育

局持续透过更新课程指引、发展学与教资源、提供教师培训，以及组织学生

活动等，支援学校推动价值观教育，于课堂内外培养学生良好品德，懂得关

心社会、国家和世界，认同国民身份并珍视中华文化，对社会和国家具责任

感和承担精神。  

 
3. 教育局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的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专责小组），

于 2020 年 9 月向教育局提交检讨报告并提出建议，当中包括优先推行价值

观教育。教育局于 2020 年 12 月接纳报告载列的建议，并由课程发展议会

成立「价值观教育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跟进建议。常务委员会透过

会议及不同途径，包括讲座、工作坊、焦点小组面谈，搜集各持份者的意见，

并参考《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2008）编订《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

（试行版），供学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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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4.  《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课程架构）以学生成长特质和

发展需要作为基础，胪列他们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

等范畴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学习期望；并以中华文化作为价值

观教育的主干，贯通各学科／课程范畴，为学校提供一个整全和

有系统的课程架构，推动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可于教育局网站

（www.edb.gov.hk/sc/ve）下载。  

 
5. 学校应依循此课程架构，整全规划价值观教育及举办相关学习活动，

并协同各持份者（包括各教职员、家长、校友等），推动全校参与。课程架

构并提供规划和推行策略的建议，以及本局编制的资源举隅，供学校参考。

《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2021）的主要编订重点包括：  

(a) 加入「勤劳」作为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  

(b) 强调应从小加强学生的国家观念，协助学生从小正确认识国家

历史、欣赏中华文化及传统价值观、尊重国家象征和标志（包括

国旗、国徽、国歌）、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的重

要性，建立国民身份认同，明了身为中国人，有共同保护国家、

休戚与共的责任；  

(c) 加强生命教育（包括认识生命的意义、积极面对逆境和挑战、尊

重和爱惜生命、追求理想和探索未来）；  

(d) 强调性教育的学习元素（包括认识自己、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保护自己、尊重和接纳他人）；  

(e) 培养学生媒体及资讯素养，能以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不同

媒体的资讯；以及  

(f) 加强禁毒教育的学习元素（包括认识毒品的祸害、建立正面价值

观面对逆境和抗拒诱惑、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及健康生活模

式）。  

 
6. 教育局会持续为学校提供资源支援，包括推出课程规划工具、编制

多元化学与教资源、举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和学生活动、制作推广物资等，

支援学校推行价值观教育的工作，详情请参阅附录一；期望集合家庭、学校

http://www.edb.gov.hk/sc/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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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为青少年提供实践学习的机会，从小教育

他们勤奋学习、乐于劳动的美德，成为有生活自理能力、勤奋向上、有责任

感及坚毅精神等质素的新一代，对家庭、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  

 
7. 课程发展是持续的历程，本课程架构会于本学年先以试行模式推行，

搜集学校实践的经验和反思，以作进一步优化。我们会透过不同平台，包括

访校、问卷调查、聚焦小组面谈、讲座、工作坊等，了解课程架构的试行情

况；也会邀请部分中小学就学校规划和推行价值观教育，分享课程架构落实

的经验和反思，作为未来进一步优化课程架构的参考。  

 
查询  

8. 学校如对价值观教育课程发展和支援事宜有任何查询、意见或建议，

请致电 21537493 或发电邮至 info_mcne1@edb.gov.hk，与本局德育、公民及

国民教育组联络。  

 

 
教育局局长  

陈碧华博士代行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mailto:info_mcne1@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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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课程资源和支援 

1. 2021/22 学年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举隅）  

 课程名称  相关范畴  举办日期  

1.  协助中学规划生命教育计划（修

订）  
生命教育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  

2.  协助小学规划生命教育计划（修

订）  
生命教育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  

3.  价值观教育系列：于课堂推动价值

观教育的策略和技巧（小学）（新

办）  
价值观教育  2021 年 9 月  

4.  价值观教育系列：如何推行「我的

行动承诺」（修订）  
价值观教育  2021 年 10 月  

5.  价值观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系

列 ： 绿 色 建 筑 全 港 学 生 比 赛

2020/21―成果分享会（新办）  

可持续发展

教育  
2021 年 10 月  

6.  价值观教育（健康生活教育）系列：

学校推动禁毒教育及建立健康生

活模式的课程规划与策略（新办） 

健康生活

（禁毒）  
教育  

2021 年 11 月  

7.  参观「第十八届香港绿色学校奖」

及「2019 香港环境卓越大奬」得奖

学校（小学）（修订）  

可持续发展

教育  
2021 年  

11 月  

8.  价值观教育系列：价值观教育教师

导引课程（修订）  
价值观教育  2021 年 12 月  

9.  价值观教育系列：于课堂推动价值

观教育的策略和技巧（中学）（新

办）  
价值观教育  2021 年 12 月  

10.  价值观教育系列：全校价值观教育

课程规划（修订）  
价值观教育  2021 年 12 月  

11.  价值观教育（健康生活教育）系列：

学校推动禁毒教育的课程规划与

健康生活

（禁毒）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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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相关范畴  举办日期  

策略（重办）  教育  

12.  价值观教育（性教育）系列：提高

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新办）  
性教育  2021 年 12 月  

13.  教师专业发展课程：爱、关怀与尊

重—动物关怀及福利全方位学习

活动研讨会（重办）  
生命教育  2021 年 12 月  

14.  课程领导与管理概论系列：加强价

值观教育及培养国民身份认同  
价值观教育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  

15.  价值观教育系列︰价值观教育课

程架构简介会（修订）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1 月  

16.  
「儿童文学与情感教育」工作坊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1 月至 3 月  

17.  价值观教育系列：透过家长教育推

动学校价值观教育（新办）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1 月  

18.  价值观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系

列：减缓气候变化的学与教策略

（重办）  

可持续发展

教育  
2022 年 1 月  

19.  价值观教育课程：如何规划及推行

有效的性教育（小学）（修订）  
性教育  

2022 年  
1 月及 6 月  

20.  价值观教育系列：通过中华文化学

习培养学生正面价值观（新办）  
中华文化  2022 年 2 月  

21.  价值观教育系列：推动守法及同理

心的学与教策略（新办）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2 月  

22.  价值观教育（生命教育）系列：透

过课堂学习培育学生尊重生命的

正面价值观和态度（新办）  
生命教育  2022 年 3 月  

23.  中学数学课程学与教系列：推展德

育及公民教育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3 月  

24.  小学数学课程学与教系列：从阅读

中学习及德育及公民教育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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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相关范畴  举办日期  

25.  幼稚园校长及教师专业发展课程：

培育幼儿品德发展（修订）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3 月至 5 月  

26.  价值观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系

列：推动学生认识生物多样性的学

与教策略（新办）  

可持续发展

教育  
2022 年 4 月  

27.  价值观教育系列（媒体及资讯素养

教育）：「辨识网络资讯与提升学生

资讯素养的学与教」工作坊（新办） 

媒体及资讯

素养教育  
2022 年 4 月  

28.  价值观教育（生命教育）系列：培

育学生以正面价值观和态度面对

不同诱惑（新办）  
生命教育  2022 年 5 月  

29.  价值观教育（性教育）系列：预防

性传染病和爱滋病的学与教策略

（修订）  
性教育  2022 年 5 月  

30.  价值观教育系列：运用绘本培养学

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修订）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5 月  

31.  幼稚园校长及教师专业发展课程：

认识中华文化  传承传统美德（新

辧）  

国家安全  
教育  

2022 年  
4 月至 6 月  

32.  价值观教育系列：「我的行动承诺

2021/22」成果分享会（修订）  
价值观教育  2022 年 9 月  

33.  学校领导人员工作坊（中学）：加强

价值观教育环节  
价值观教育  2021/22 学年  

34.  学校领导人员工作坊（小学）：加强

价值观教育环节  
价值观教育  2021/22 学年  

以上各教师专业发展课程的详情，请参阅教育局培训行事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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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与教资源（举隅）  

 题目  类别  二维码 
品德及伦理教育  

1.  价值观教育学与教视像资源（系

列一至四）  （小学／中学）  
短片   

2.  
诚信无价（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3.  坚守原则・敢去 SAY NO——品

德教育篇（小学／中学）  
专题资源网   

4.  谈「美德」・论「价值」德育教材

手册（小学／中学）  
书刊   

5.  
感恩珍惜 同心抗疫（中学）  有声绘本   

6.  德育及价值观教育「尊重别人」学

与教资源（幼稚园）  
故事简报、有声绘

本、幼儿自制小书  
 

生命教育  

7.  坚守原则・敢去 SAY NO——反

赌博教育篇（小学／中学）  
漫画   

8.  
爱护动物（小学／中学）  专题资源网   

9.  
天生我才必有用（小学）  

生活事件  
教案  

 

10.  The Dog Show（小学）  短片   

11.  爱护动物通讯程式表情图像（小

学／中学）  
通讯程式  
表情图像  

 

性教育 

12.  
私隐部位，不可乱碰（小学）  

生活事件  
教案  

 

13.  
性教育动画资源（小学／中学）  动画   

14.  
爱情追兵（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15.  
坚守原则・敢去 SAY NO——性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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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类别  二维码 
教育篇（小学／中学）  

16.  
我不会责备受害者（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禁毒教育  

17.  我会坚决拒绝尝试对身体有害的

物质（小学／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18.  
向大麻说「不」（小学／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19.  《坚守原则・敢去 SAY NO》——
禁毒教育篇（小学／中学）  

专题资源网   

20.  
毒魔的谎言（小学）  短片   

21.  
毒魔（中学）  短片   

媒体及资讯素养教育  

22.  
明辨网络陷阱（小学）  

生活事件  
教案  

 

23.  
谣言止于智者（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24.  「网路地雷阵」学习资源网站（小

学／中学）  
专题资源网   

25.  「聪明 e 主人」电子学习资源套

（小学／中学）  
学习资源套   

26.  「健康网络由你创」短片系列  - 
家长篇（小学／中学）  

短片   

与「守法」、「同理心」及「勤劳」相关  

27.  「道路安全，你我都有责！」（小

学）  
生活事件  

教案  
 

28.  「大义灭友?」（揭发好友不当行

为）（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29.  
我帮助了有需要的人（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30.  
价值观教育学与教视像资源《舞 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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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类别  二维码 
台上下》（小学／中学）  

31.  价值观教育学与教视像资源《文

具店》（小学／中学）  
短片   

32.  
自己动手执书包（小学）  

生活事件  
教案  

 

33.  
我会照顾自己的起居（小学）  

生活事件  
教案  

 

34.  
帮助做家务（小学）  

生活事件  
教案  

 

35.  
中国历史人物小故事（小学）  短片   

可持续发展教育  

36.  
关注气候变化（小学／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37.  
走「塑  」绝「胶」（小学）  简报   

38.  
「绿在南丫」计划（中学）  工作纸   

39.  
惜物减废．好健康（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国民教育  

40.  认识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小

学／中学）  
专题资源网   

41.  《在生活中培养国民素养——国

旗及区旗的展示》  
有声绘本   

42.  
《我们的国旗、国歌和区旗》  有声绘本   

43.  
一图尽览系列：国旗、国徽、国歌  主题海报   

44.  「国事小专家」互动问答游戏资

源套系列  
专题资源网   

45.  
《国家安全  你我要知》  有声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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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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  类别  二维码 

46.  
《国家安全  由家开始》  有声绘本   

47.  承传中华文化瑰宝・培育国民身

份认同（小学／中学）  
专题资源网   

48.  
齐来学书法（小学）  

生活事件  
教案  

 

49.  参加了学校举办的认识祖国活动

（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50.  
参与学校中国文化周（中学）  

生活事件  
教案  

 

 

3. 2021/22 学年学生活动（举隅）  

 活动  对象  网址／备注  

1.  
「我的行动承诺」活动系列（一）：「乐

诺大使」计划  
中小学生  

 

2.  
「我的行动承诺」活动系列（二）：「感

恩珍惜・积极乐观」四格漫画创作比赛  
小学生  

3.  
「我的行动承诺」活动系列（三）：「小

故事，大能量：感恩珍惜・积极乐观」

短片创作比赛  
中学生  

4.  
英 文 隽 语 计 划 2021/22 「 Sayings of 
Wisdom (SOW)」Campaign 2021/22 

中小学生  

 

5.  
Time to Talk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中小学生  

 

6.  
金钱管理大挑战——才德兼备理财动画

剧本创作  
中学生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la09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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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纪长征》——学界菁英问答比赛  中学生  

 

8.  
传承・想创——积极推广中国历史与中

华文化学校年度大奖  
中学生  

详情请参阅

教育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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