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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
價值教育

• 教甚麼？

• 如何教？

• 何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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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價值教育

• Value價值

• Virtue德行

• Character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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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EDB)

• 「堅毅」

• 「尊重他人」

• 「責任感」

• 「國民身份認同」

• 「承擔精神」

• 「誠信」

• 「關愛」

• 「守法」

• 「同理心」

• 「勤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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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

• 價值觀教育應以中華文化作為主幹，貫通不同跨學
科價值觀教育範疇，如品德及倫理教育、公民教育、
國民教育（包括《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
教）、禁毒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媒體及資訊
素養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法律框架下的人權教
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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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育的重點

• Virtue Understanding 理解

• Virtue Reasoning 理智、理性思考、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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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

• 真理

• 義德

• 愛德

• 生命

•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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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

• 天主教特別強調

• 基於信仰的價值

• 已被世俗遺忘的價值

• 參照《天主教教理》內文
整理岀「核心價值50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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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德行

• 德行是一種習慣性的堅決行善的傾向。德行使人不
但完成善行，更付出自己最好的一分。有德行的人，
以他感性的和精神的全部力量奔向善；他在具體的
行為中追求善並選擇善。(天主教教理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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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與品格強項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正向教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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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美德、品格強項之間的關係

• 倫理學：「德行(virtue)是有道德價值的品格特質。」

• 正向心理學：「在價值實踐概念中，Peterson與Seligman將多達二百多種關
於人性正向特質歸納成六種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靈性及超越、
仁愛、公義和節制；他們亦從抽象的美德中延伸出具體可測量的二十四個
品格強項 (2004)。」

• 天主教核心價值50句：「每個人應實踐正義，養成習慣、成為義德。」
(J2.3)(參《天主教教理》1803,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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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美德、品格強項之間的關係

價值 表現指標
美德

（抽象）
品格優勢
（具體）

理解與內化
以價值原則

作為行事理據

養成習慣反思背後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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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表現指標
美德

（抽象）
品格優勢
（具體）

內在背後信念 具體行為

價值、美德、品格強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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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天主教價值

• 教導學生理解天主教價值的義意和可貴之處

• 教導學生以天主教價值作為判斷和行事理據

• 把天主教價值實踐出來，養成習慣，並內化成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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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表現指標
美德

（抽象）
品格優勢
（具體）

規劃解說 活動

價值、美德、品格強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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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各學科/組

培育天主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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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A+」？



透過正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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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學習目標
(與價值態度有關)

(A:普世價值/中華文化)

《廿四孝》
(黃香暖蓆)

•尊敬長輩
•孝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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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科課程
在學科培育天主教價值觀的方法：

『三步走』
1.在某一課題找到需要培育的價值

2.依教統局要求講解該(普世)價值

3.依天主教觀點介紹該價值



例子1: 中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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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貨第十七

子曰：「予 (宰我) 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孝經•開宗明義》：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 對父母的尊敬 (孝道) 是由知恩而
來，對他們要知恩，因為他們以
生命的禮物、以愛情、和工作，
把孩子生於此世，並讓他們在身
量、智慧和恩寵上成長。（天主
教教理2215條）

• 家庭是人參與的第一個團體，天
主願意人在團體中成長。（F1.1)

• 家庭是夫婦以愛孕育生命，實踐
父母的天職，延續天主創造的地
方。(F1.4)



例子2: 常識科(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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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天主教觀點

人是依天主的肖像所造，
每人都是獨特、尊貴和有
價值的天主的子女。



其他學科：培育Ａ+
中文（傳統德行）

數學 (真理、規律)

公民教育（人民與政府）

美術（潮流、偶像）

體育（紀律與合作）

常識（各議題）
25



科本培育價值



價值教育的教學策略：

•知
•情
•意
•行



知

• 價值概念的理解（50句）

• 價值概念的應用（以核心價值分析不同情境）



例子：

• 語文科：

• 課文篇章相關的價值內容

• 人文學科：

• 社會議題相關的價值概念



例子3: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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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論仁為例（天主教價值及其呈現方式）

仁者的態
度

相關文句 天主教價值 教學方法

由心而發 仁者安仁 顏回：
居陋安貧，不改其樂（儒家）

加爾各答聖德肋撒修女：
客居異鄉，安處卑微（天主教）

鄭秀文《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蕾莎修女》
「大地上那遠處有個修女／與那四季踏遍坑洞舊
渠／把被這世界盡忘餓與被棄者／都看顧／縱使
艱辛不會後退」

1. 對照中外
例子：

儒家
（Ａ）

天主教
（＋）

2. 聖經故事
聖人芳表

3. 歌曲或歌
詞賞析

泰然處之 可以久處約
可以長處樂



論仁、論孝、論君子
1.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T1.5 真理 （是非善惡）君子能好人，能惡人

1.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T2.1 真理 （表裡如一）君子主忠信、恥其言而過其行

1.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L1.3 愛德（回應主愛）論仁比較閱讀：仁者愛人 -> 民胞物與

1.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L2.2 愛德（為愛犧牲）君子殺身成仁

1.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L2.3 愛德（幫助弱小）君子成人之美

1.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Lf2.2 生命 （維護人性）論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1. 論仁、論孝、論君子《論語》Lf2.4 生命 （為義捨生）君子捨身取義



情

• 與價值相關的情感培育

• 道德情感

• 珍惜老師教導的價值



例子：

• 語文、PSHE、藝術學習領域：

• 情感領會（例：文章賞析、音樂賞析）

• 情感表達（例：文學創作、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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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4: 繪本教學

宗教及道德教育組2021 @CEO 36



回家的路不再陡
高佩聰



故事背景：

《回家的路不再陡》故事是講述小哥哥覺
得回家的路好陡，走得好辛苦時，發現可
以在路上拾雞蛋花，因而氣力變好，內心
變強壯的成長歷程。作者一家天天出入都
要走斜路，為了讓一對寶貝不覺得回家的
路陡峭，便想出法寶來：就是邊走邊拾路
邊的雞蛋花。在書中所描繪的陡斜路段，
就是她和家人天天必經之路。作者以細膩
的筆觸描劃出兄妹倆在回家走斜路時的成
長變化。故事帶有濃濃的香港色彩和人情
味。





1. 故事講述兄妹兩人覺得回家的路好陡，
走得好辛苦時，但當他們仔細留意，便
發現了天主送給他們的「寶貝」---雞蛋
花時，便覺得在回家的路上充滿喜樂。

2. 天主安排四季的變化，當天氣轉涼時，
路上沒再發現雞蛋花時，他們發現天主
又送給他們其他的「寶貝」，於是在回
家的路上，兄妹兩人又開始新的尋寶遊
戲。

愛惜天主創造的一切(A+)
善導學生特質「感恩」行為指標:   10.感恩所有，知足常樂



1. 故事中有一位老伯伯，在看見兄妹兩人
在回家的路上尋寶—尋找雞蛋花時，有
一天竟把他的「寶貝」送給兩兄妹，兩
兄妹感到非常開心，讓他們明白得到別
人的「愛」的喜樂。

願意與別人分享(A+)
善導學生特質「感恩」行為指標:   4. 樂於分享，不分你我

2. 由於他們發現一個秘密:「擁有『寶貝』的
人，都掛着一張笑臉。 」所以他們願意與
別人分享，把天主的愛送給路上遇見的人。



1. 當兩兄妹在回家的路上尋寶遊戲時，哥哥發現
妹妹因為年紀太小，只知道跟在哥哥後面，因
此一個「寶貝」也檢不到，所以特別把一朵最
漂亮的雞蛋花簪在妹妹的頭髮上。

• 哥哥何以有這個舉動?
• 哥哥是知道妹妹愛美? 想到要讓妹妹看起來更漂

亮嗎?

愛護天主所賜的家庭(A+)
善導學生特質「感恩」行為指標:  2.敬師愛友，關心家人



意

• 道德判斷和抉擇

• 選擇老師培育的價值

• 意志力的培育，在抉擇後的堅持



例子：

• 語文科、人文學科：

• 道德兩難處境

• 開放式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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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5: 通識科立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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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科題目

•有人認為香港應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你同意嗎？



通識科分析方向
同意

• 社會︰減少歧視，促進
社會和諧

• 人權︰平等權利，例
如︰申請公屋、稅務合
併、探視權等

• 價值觀︰人權自由，社
會推崇戀愛自由

不同意
• 法治︰現行的法律例並不適用，需花
上大量時間和資源進行修改

• 社會︰出生率會下降，人口老化問題
更趨嚴重

• 心理︰同性戀人士婚後可以領養小孩，
但對小孩的性知識或心智上造成嚴重
扭曲

• 宗教︰教宗多次申明婚姻僅限於一男
一女的結合

•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



天主教價值觀的補足

•宗教角度不止是其中一個角度

•對生命和家庭的理解是一切善惡判斷的基礎

•邀請學生在道德兩難的處境中堅持選擇



行
• 道德實踐

• 把重視的價值觀實踐出來

• 在課堂或課後的課業製造實踐的機會



例子：

• 語文科：感謝咭寫作給致送

• 人文學科：節能生活習慣、廢物回收習慣

• STEM：科技應用、電腦程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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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6: 延伸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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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
家庭







家課



百搭方法（一）情境應用

• 設計與價值教育相關的處境：

• 數學科、科學科應用題

• 語文科處境題

• 跨學科專題研習



例子7: 綜合科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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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ve nature of acids
Knowledge:

1. To recognize the corrosive 
nature of acids.

2.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holic 
core value “life” and the topic.

Skill: 

1. To handle strong acids and 
alkalis with care.

2. To know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when strong acid/ 
alkali is accidentally splashed.

Attitude:

To appreciate the preciousness 
of life.





1. Why did the victim feel 
a burning sensation? 
Why did holes form on 
victim’s T-shirt?

2. If you were one of the 
victims splashed with 
the acid, what 
emergency treatment 
would you do? 3. What was the intention 

of the criminal? 4. Which core value(s) 
is/are related to this 
incident? Answer this 
question using words or 
picture. (Catholic Core Values: 
Life/Charity/Justice/
Family/Truth)









百搭方法（二）配合學習常規

• 針對學生的美德表現：

• 數學科：解難、求真

• 體育科：堅毅、合作

• 各科小組活動：合作

• 跨學科獎勵計劃



例子8: 全校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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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冷通存摺獎勵計劃

自學篇

•主動及自主完成各科的要求，成為佐敦谷自學
小博士。 科目 項目

中文 1.
2.
3.
4.
5.

默書挑戰題(每次滿15分)
成語自習能主動分享(P4-6)
寫作︰自習詞語(每次多於3個)
於詞語寶庫記錄佳詞佳句(每10個/句)
主動投稿

英文 6.
7.
8.
9.
10.
11.

每次參與小息英文活動
每月準時完成MONTHLY BOOK
每星期i-Learner網上自學分數增值500分
每次Lesson Preparation(如工作紙、搜尋資料)準
備充足
每次課堂串生字主動又準確
其他主動學習好表現

數學 12. 
13. 

每次能參與「數學趣味角」活動。
能參與網上練習「每日十題」(每5次計)。



塔冷通存摺獎勵計劃

自學篇 常識 14. 每月都有參與「一月一問《基本法》」及「趣味
科學※生活小難題」兩項活動。

視藝 15. 

16. 

在「給貝多芬的禮物」活動中，能自行借閱有關
環保小手工的圖書，以製造一件小禮物。
能於聖誕節期間，上網觀看老師所提供的環保小
手工網址內容，然後完成工作紙或製造一件環保
小手工作品。

音樂 17. 
18.

能自行練習下一段或下一首老師將教授的牧童笛
歌曲。
學生能自行搜集更多關於貝多芬的資料。

體育 19. 於體育小冊子中有關自學部份(資料搜集/分享)表
現優良。

普通
話

20. 
21. 
22. 

能背金句(P1-2)
主動分享故事(P3-4)
普通話同樂日作答遊戲中，能主動答題。(P1-6)

電腦 23. 自學Hour of  code，成功獲得證書。(P1-6)
圖書 24. 把圖書讀後感拍成短片，內容達到合情合理的

評審準則。



小結：知行合一

• 行不忘知（培養好行為要重視價值概念解說）

• 知不忘情（教導價值概念時要重視道德情感的培養）

• 情不忘意（培養道德情感時要重視道德抉擇）

• 意不忘行（教導道德抉擇時要鼓勵在日常生活中作道德實
踐）



大龍鳳 VS 小念頭



大龍鳳 VS 小念頭

大龍鳳

•單次

•耗費資源

•耗費課時

•特別經驗

小念頭
•恆常

•不費額外資源

•不費額外課時

•潛移默化



科本教學設計

• 善用學科知識、技能，設計與價值教育相關的處境

• 針對學生表現，培養價值教育相關的美德

• 配合科目特點，設計教學時機



怎樣才能成功？

• 1. 課程有適合空間（課程規劃）

• 2. 以價值教育作為學習目標之一（教學設計）

• 3. 配合科目特點（創造教育時機）

• 4. 學生有前備知識(配合全校氛圍)

• 5. 老師基本合作（不拖後腿）

• 6. 老師介紹天主教價值觀



老師介紹天主教價值觀

• 老師對天主教價值觀有認識

• 老師對天主教價值觀有個人反省

• 老師分享與天主教價值觀相符的個人觀點



如何培育天主教價值

• 教導學生理解天主教價值的義意和可貴之處

• 教導學生以天主教價值作為判斷和行事理據

• 先從自己相信的價值觀開始

• 先從自己有信心的教學時機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