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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教 育 事 務 處 
CATHOLIC  EDUCATION  OFFICE 

 

香港堅道二至八號 C座二樓 

2/F Block C, 2-8 Caine Road, Hong Kong 
Tel (電話)：2881 6163   Fax (圖文傳真)：2881 5960 

Email (電郵)：ceo@catholic.edu.hk   Website (網址)：www.catholic.edu.hk 

  
由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致 ：全體天主教中學、小學校監、校長及宗倫科教師 

日期：2022年 3月 31日 
                     

香港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新措施的落實執行―― 

宗教及道德教育教師專業培訓文憑課程（2022-2024） 

及補充課程（2022-2023）接受入學申請 /報名  
[通告編號 2021-2022/CEO/062] 

A. 背景 

1.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於 2021.2.9的通告，公佈了於 2024年 9月起，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新措

施的過渡期結束，香港教區對宗倫科教師的專業培訓要求即會生效，當中包括部份仍未完

全符合（見第 4項）認可資歷的現職宗倫科教師，應及時在過渡期內修畢指定的補充課程。 

2. 有鑑於部份校長對教區宗倫科教師之認可資歷未清晰，現將本處 2021.2.9發出的通告第 16

項之內容重複摘錄如下。須留意凡於 2022年底前已修畢教理中心或明愛專上學院相關課程

的教師，均屬已持有「教區認可的資歷」： 

天主教學校宗倫科教師的專業培訓要求一覽表 

教區將於 1.9.2024對新任1及持續任教宗倫科教師實施以下的專業培訓要求。 

 

課程主辦機構 

#臨時推薦課程 

(有效至 31.8.2024) 

/ **正式推薦課程 

教區認可 

的資歷 

資歷獲認可前應
修畢的補充課程 

藉持續專業發展應優
先修讀的補充課程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九
月
一
日
宗
倫
科
教
師
僅
持
有
的
資
歷 

 
 

教區教理中心 #兩年制教理講授文憑 在 2022 年底或
之前修畢，即獲
認可資歷 

（不適用） （不適用） 
明愛專上學院 

#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
德教育工作者文憑 

聖神修院 

神哲學院 

#神學碩士學位/ 

#神學學士學位/ 

#宗教學學士學位/ 

#神學文憑 

在 2024 年底或
之前修畢，並仍
任教宗倫科，即
獲認可資歷 

（不適用） 
SP-1及 SP-2 

課程 

 

在 1.9.2024或以
後初次任教宗倫
科的教師應先修
畢 SP-1及 SP-2

課程 

（不適用） 

聖神修院 

神哲學院 

**天主教學校宗教及
道德教育文憑（9.2021

起首辦） 

成功修畢即獲
認可資歷 

（不適用） （不適用） 

                                                 
1 2024年 9月或以後，學校新入職的教師雖尚未接受教區推薦的宗倫科師資培訓，卻有需要立即委派其任教宗倫
科，按照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於 2019年 3月 11日公佈新措施的通告所指示，應由校長每學年特別為該名新入職教
師，向天主教教育事務處申請成為「暫任宗倫科教師」。該暫任教師應於 3年內，修畢教區指定的師資培育課
程，始可於該校繼續任教宗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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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通告旨在通知各校宗倫科教師，有關教區委託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開辦的兩年制「天主教

學校宗教及道德教育文憑課程 2022-2024」、30小時「天主教宗教教育教學法補充課程 

2022-2023」（下稱 SP-1 / SP-2課程），以及 30小時「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補充課程」（下稱

SCV課程）、其確實上課日期及截止報名日期，並附上兩種課程「報讀須知」小冊子的檔

案，詳盡說明了課程內每個單元的目標、內容、報讀方法及報名表等。 

4. 下表所列的現職宗倫科教師，屬於未完全符合認可資歷，即 2021.2.9的通告第 13項（現重

複摘錄如下表）所述，僅持有下表 a項、或 b項、或 c項、或 a+b項、或 a+c項資歷的教

師，應考慮報讀指定的補充課程。 

未完全符合認可資歷的現職宗倫科教師在過渡期內獲得教區給予的特別安排  

（此安排只適用於「過渡期內」及「現職宗倫科教師」） 

機構 在 2024.8僅持有以下資歷 在 2024.9.1前應 

修畢的補充課程 

藉持續專業發展應 

優先修讀的補充課程 

聖神修院神
哲學院及明
愛專上學院
以外其他境
內外政府承
認為可頒授
學位的專上
學院 

a. 與基督宗教學/基督宗教研究等
相關的碩士學位/文憑 

SCV課程 
 

SP-1及SP-2課程 

b. 與基督宗教學/基督宗教研究等
相關的學士學位 

不適用 

c.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宗教科）  SCV課程 （不適用） 

上述 a + b  （不適用） SP-1及SP-2課程 

上述 a + c  SCV課程 （不適用） 

上述 b + c  （不適用） 

B. 「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德教育文憑課程」 

1. 本處 2021.2.9發出的通告已表明「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德教育文憑課程」是由聖神修院神

哲學院主辦、明愛專上學院協辦的新課程，是教區向本港未有相關資歷的擬任及初任宗倫

科教師推薦的認可專業培訓課程。 

2. 此課程的畢業證書，將成為教區認可的本港天主教學校教授宗倫科的主要教師資歷憑據；

惟不能替代為申請教育局註冊教師資歷所須完成的「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3. 此課程現正接受本年九月的入學申請。 

上課時間： 星期二 18:30 - 21:00 

上課地點： 將軍澳翠嶺里 2 號（調景嶺港鐵站Ｂ出口）明愛專上學院 

入學申請： 2022年 4月 1日開始接受入學申請 

申請方法： 見附一「文憑課程報讀須知」/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網頁

http://www.hsscol.org.hk/courses.html； 

截止申請： 2022年 6月 30日 

首課日期： 2022年 9月 6日  

C. 「天主教宗教教育教學法補充課程」（SP-1；SP-2課程） 

1. 「天主教宗教教育教學法補充課程」（SP-1；SP-2課程） 

上課時間： 星期二 18:30 - 21:00 
上課地點： 將軍澳翠嶺里 2 號（調景嶺港鐵站Ｂ出口）明愛專上學院 
任課教授： 蘇子博士、梁長才先先、張作芳女士、陳素韻女士 
課程時數： 30小時（每課節 2.5小時，修讀下列最少 12節，每科須修讀最少 6節） 
報名日期： 2022年 4月 1日開始接受申請 
報名方法： 見附二「補充課程報讀須知」/ 本處宗教及道德教育組網頁 https://www.rmeceo.org.hk 
截止報名： 2022年 10月 31日 

http://www.hsscol.org.hk/cours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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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A 102 RME 學與教策略（SP-1） 

上課日期   課節    電子課本每冊單元的主題 

10/1/23     1     厄瑪烏教學法 

17/1/23     2     生活經驗 
31/1/23     3     基督徒故事 
7/2/23     4     結合與回應 
14/2/23     5     教學模式 
21/2/23     6     反思及分析能力 
28/2/23     7     經驗與知識的結合 
7/3/23     8     知行合一 

科目：A 103 RME 教學設計（SP-2） 

上課日期   課節    電子課本每冊單元的主題 
16/5/23     1     RME 科教案特點 
23/5/23     2     反省生活經驗的策略 
30/5/23      3     顯示聖經與中華文化的策略 

6/6/23      4     結合與回應策略(一) 
13/6/23      5     結合與回應策略(二) 
20/6/23      6     結合與回應策略(三) 
27/6/23      7     結合與回應策略(四) 
4/7/23      8     教學觀摩 

2. 教區鼓勵凡於 2024年前取得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學位/文憑，卻未持有教區教理中心或明愛

專上學院相關兩年制文憑的現職或擬任宗倫科教師，報讀上述 SP-1及 SP-2課程。 

3. 持有教區教理中心教理講授訓練文憑的教師，如果當時未有於該課程內選修中學或小學的

「宗教教育法」部份，亦宜考慮報讀此 SP-1 及 SP-2課程。 

4. SP-1及 SP-2課程的內容等同每年 9月開課的兩年制「天主教學校宗教及道德教育文憑課

程」其中第一年課程的兩個科目，故每年會定期重複開辦。 

D. 「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補充課程」（SCV課程） 

1. 「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補充」（SCV） 

SCV課程為非常設課程，於 5-19/6/2021的星期三及星期六共五整天（9:00 - 16:00）首次
開辦，於 2022-2023年度暫停提供；下次開辦年度預計是 2023-2024年度，惟會先檢視需
求再決定。 

    課節  科目名稱    首次開辦時任課教授 

   1  生命恩源    鄺麗娟修女 
    2  聖三光照    蔡惠民神父 
    3  基督愛泉    蘇子博士 
    4  聖善生活    阮美賢博士 
    5  圓融生命    關俊棠神父 

2. 辦學團體及學校可參考教育局通告第 6/2020號及其附件二、三及四，考慮將 SCV課程及 SP

課程，納入成為認可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進修課程之列。 

3. 若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處（電話 2881 6163）聯絡楊美熙助理。多謝關注！ 

              
     教育事務主教代表 龔廣培 

       （楊美熙助理代行） 

附一：「文憑課程 2022-2024報讀須知」【見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網頁 http://www.hsscol.org.hk/courses.html】 

附二：「補充課程 2022-2023報讀須知」【見本處宗教及道德教育組網頁 https://www.rmece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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