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五核心價值
如何入？如何教？經驗分享



天主教學校的學校教育

介紹天主教價值觀是辦學團體的辦學理念，但如
何落實？

即如何把天主教做人的道理(天主教的價值)在課程
中呈現？



STEP1：如何找合適的課題

• 教育局的課程文件

• 天主教核心價值50句









科/組教師
香港教育局要求每學科目標均包括：

1. 知識

2. 技能

3. 態度（及價值觀）

每一科/組都須推動價值教育

每一位教師都是價值教育工作者



例子：地理科(GEOG)

#P.4



例子：地理科(GEOG)







例子：生物科(BIO)



例子：生物科(BIO)

#P.7







#4/30



天主教學校的特色是：介紹基督
徒做人的價值觀
正面價值 (EDB要求所有的學校都要有價值教育)
＋

天主教觀點(除普世價值，更介紹天主教的價值)



STEP2：如何設計課程 (規劃課程)
跨科？

與宗教科合作？

教材當中配合？



STEP3：價值觀的建立

如何在教授知識的同時，又教授價值觀？

甚麽是價值？



反思工作紙：
學生可以運用正反思考、多角度思維、易地而處
的技巧，反思個人的價值，讓學生修訂自己的價
值觀，最後影響自己的決定及行為。



IS 科例子



「教」價值觀的素材

課程素材方面，學生的價值觀除了受個人及家庭影響
外，社會層面亦不容忽視，因此時事新聞亦是重要的
議題，通過閱讀新聞，甚或社會上的熱門話題，都能
讓學生反思社會形成的價值，所以時事議題是進行價
值教學的好材料。



IS 科例子

Chap2 Filtration 過濾



STEP4：天主教五核心價值的配合

把天主教五核心價值再作進一步的反思



IS 科例子



STEP5：學生的反應AND優化



STEM PROJECT



STEM PROJECT



S.1 I.S.

Second Term:
Ch.4  Energy
Wind power
Design of blades on 
wind turbines affects 
its effectiveness in 
generating electricity 



S.1 COMP. LIT.
• 3D printing

• Use of software in drawing 3D 
models 



S.1 RS

真理：天主創造天地

愛：愛天地、愛萬物



S.1 STEM PROJECT
I.S.
First Term:
• Ch.1

Comp. Lit.
Dec to Feb:
• 3D printing

Oct to Nov 
• Ch.4 

Wind power
RS:
April to May:
天主的創造及大自然靈修:



S.1 STEM PROJECT
I.S.
First Term:
• Ch.1

Comp. Lit.
Dec to Feb:
• Ch.4 

Wind power
Second Term:
• Feb to Mar
3D Printing

RS:
Oct to Nov:
天主的創造及

大自然靈修:



ICT VS RS





從錯誤中不斷學習
1. 試過合作

2. 試過失敗、優化

3. 嘗試更多方法



CHEM 化學科例子

水的特性



OBJECTIVE
Special properties of water                  

Beauty of the nature 
Core values:  Truth and Life



Special 
properties 
of water : 
(ii) ice 
floats on 
water





ONLINE ACTIVITIES DURING THE LESSON




ONLINE ACTIVITIES DURING THE LESSON




CHEM科例子

以祈禱作結



學校教育如何推動價值教育？

• 透過全校學校生活
• 正規課程

• 各學科課程（包括宗教科）
• 非正規課程
• 隱蔽課程

• 校風/氛圍
• 課外活動
• 校規/師生表樣
• 校園佈置



隱蔽課程如何推動價值教育？

• 隱蔽課程
• 師生表樣

• 教師的言行，是見証基督的最有效方法，因為教師是
學生的最大學習榜樣，對學生影響十分深遠。

你們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參閱瑪5:13,14)

現今社會的核心價值，已經產生了變化，
培育學生以基督徒的價值觀來面對這變化，
是每一個天主教學校裡教師的重要使命!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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