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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目標、宗旨及意義

中華禮儀教育
孩子容易受到社會文化的薰染和影響，推動中華禮儀
教育，讓孩子從小學習誠敬謙和，由外而內，內化於
心，從而培養良好品行；並讓其有機會認識世界，代
表地區參與國際性交流活動，從中促進向善，尊重文
化差異，發揚和而不同精神，其意義與影響極其深遠。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聯同清華大學中國經學
研究院和馮燊均國學基金會，攜手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活動，讓學界在中國傳統文
化涵養及品德教育的範疇上，得到理論與實踐並行的
支援，在社會上形成清流，造福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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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馮燊均國學基金會
由香港著名愛國實業家、慈善家馮燊均院士(1932-2019)創立。
馮老先生生前對推動傳統國學及培養國學人才不遺餘力。2008
年成立「馮燊均國學基金會」，發起、指導並贊助中華義理經
典教育工程在全國開展。捐資內地及香港的大學以推廣國學。
2016年開始馮老先生出資支持「十二五教育部重點課題《新課
標背景下中小學價值教育的校本化研究》」，2018年6月向中
國教育發展基金會捐資人民幣1億5千萬元支持國家教育部、國
家重點大學及研究院的國學研究工作，用實際行動支持國家。
其中6千萬元資助國家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開發
傳統文化課程與教材。其餘設立獎學金、獎教金以及經學專項
研究，受惠大學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及湖
南大學嶽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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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厚蒙馮燊均國學基金會的慷慨支持，捐款1,000萬港元
以支持中大文學院國學中心的成立及運作，協助推動國學發展及弘揚
傳統文化。國學中心於2015年3月成立，旨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及美德，藉此提高年青人以及大眾的人文素質。

 中華大地已進入大力弘揚傳統文化的階段，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不單是
中國人自己的訴求，並且已在國際間蔚為風氣，這正是中華文化與民
族宗教影響世界的有利時機。國學中心的成立對應了時代的要求。
「國學」之義，其主旨當指能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學術，國學的
範圍是圍繞儒釋道這中國傳統文化三大支柱而開展的學問，是開啟智
慧、培養德性的重要渠道。這類學問必須宣講才起感化人心的作用，
因此國學中心的重要功能是講授聖賢學問，把思想和人格的敎育，回
歸崇尚德性的中華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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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

在中國古代文獻分類中，經部為四部之首，統攝史部、子
部和集部，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部分。弘揚經學對堅持文化
自信，譜寫中華文化新﹕篇具有重要意義。2018年6月，
馮燊均先生及夫人鮑俊萍女士捐贈1.5億人民幣，創立大成
國學基金。清華大學在基金提供的3000萬元人民幣基礎上，
設立經學研究院、大成獎學金與獎教金。經學研究院院長
彭林教授率領團隊開展《儀禮》復原工程，培養經學特長
生，向社會推廣禮樂文化，在海內外產生重大影響。研究
院立足學科重建與人才培養，希望在新時代“為往聖繼絕
學”的事業中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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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 新界校長會
• 香港島校長聯會
•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校長會
• 香港教師會
• 香港幼稚園專業教育交流協會
•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
•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 香港私立學校聯會
• 新亞研究所

•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

•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 香港婦聯

• 中華微視有限公司

•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 嗇色園

• 蓬瀛仙館

• 圓玄學院

• 孔教學院

• 香港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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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單位

• 澳門基金會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 香港校董學會

•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 香港教育大學校友會

•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 香港路德會

• 香港道教聯合會

• 香港佛教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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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顧問名單

•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霍力岩教授

• 新亞研究所所長劉楚華教授

• 中華微視有限公司董事長宋體金先生

•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蓬瀛仙館理事長梁德華道長

• 香港佛教聯合會執行副會長何德心居士

• 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太平紳士

• 嗇色園監院李耀輝道長

• 圓玄學院副主席湯修齊太平紳士

•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主席溫金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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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學校顧問名單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前主席、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成員兼
現任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招祥麒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前中文系講師兼

中小學資深教師梁振威老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講師許守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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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學校名單

中學

•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
學

•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黃楚標中學

• 陳樹渠紀念中學

小學

•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 東華三院水泉澳小學

•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 荃灣商會學校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信義學校

•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

•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學校

•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 播道書院

•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幼稚園

• 九龍真光中學(幼稚園部)

• 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

• 牽晴間培元英文幼稚園

• 新翠培元幼稚園

• 筲箕灣街坊福利會張錦添紀念
幼稚園

• 聖安多尼中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 嘉德麗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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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學校牌匾

 參與本項目的先導學校均會獲贈牌匾，2020-2021年度的先導學校牌匾分為兩類，
內容將會更新。

2019-2020年度牌匾樣本

12



先導學校牌匾

先導學校於2019年7月8日的啟動典禮上獲贈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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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一、大灣區聯席會議
在2019年7月8日中華禮儀教
育項目啟動典禮當天，廣東省
教育廳以及大灣區九市教育局
都派員出席，並建立了聯席會
議平臺，同意在大灣區攜手推
動這饒富意義的項目。各方共
同建立了聯絡群組，確定了繼
續推展深化項目的溝通渠道。

香港中聯辦也大力支持這平臺，
並予以協調溝通。除了中聯辦
教科部劉建豐副部長出席項目
的啟動典禮並致辭之外，還派
員出席項目的大灣區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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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2019年7月8日，香港中聯辦教科部代表、廣東省教育廳代表、大灣區九市教育局代
表和中華禮儀教育項目合辦方代表出席粵港澳大灣區中華禮儀教育聯席會議，建立
了聯席會議平臺。會議上，各方同意在大灣區輪流舉辦中華禮儀活動，各單位日後
將於所在地積極推動中華禮儀教育活動，主要是在幼兒園、小學、初中開展。各單
位將就此項目互通消息資訊，如有相關活動也會互相協助舉辦，共同促進中華禮儀
教育項目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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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二、拜訪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2019年10月25日，項目合辦方代表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和項目協辦方代
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秘書長容向紅博士拜訪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建立合作平
臺。教青局老柏生局長以及負責德育教育的官員一同接待，並表示樂意一起推
動做好有關工作，並擬訂一系列計劃，包括邀請本計劃顧問到澳門與全澳德育
老師作分享，以及帶領有關官員來港瞭解先導學校推展情況，稍後還有各種深
度合作項目。拜訪教青局當天，鄧主任也向老局長送贈了一些中華禮儀教育活
動教材，局方甚表欣賞和認同，更送了一批給澳門教育界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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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三、拜訪澳門基金會

 2019年10月25日當天，項目合辦方代表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和項目協辦方代表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秘書長容向紅博士還拜會了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表示會大力支持
中華禮儀教育活動，將會和教青局一起推動好有關項目，並提出願意支持有關國際性禮
儀教育交流活動。本項目同時希望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有的平臺，組織國際性交流
活動，例如去日本考察等，讓認識及弘揚本國文化與國際交流結合起來，效果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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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四、赴北京作交流分享

 2019年11月29日，項目合辦方代表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和項目
協辦方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秘書長容向紅博士赴北京和彭林教授
到北京紅英小學觀摩，就中華禮儀教育項目作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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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2019年11月29日，彭林教授和鄧立光主任在北京紅英小學觀摩之行
的「2019年全國禮樂教育實踐探索研討會」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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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2019年11月29日北京紅英小學觀摩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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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五、赴江門與當地教育局交流

 2019年10月21日 ，項目合辦方
代表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
和項目協辦方代表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秘書長容向紅博士赴
江門市教育局交流。

國學中心鄧立光主任贈送致謝錦旗予江門市教育局劉利元副局長
(攝於新會學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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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2019年10月21日，項目合辦方代表國學
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和項目協辦方代表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秘書長容向紅博士拜訪
江門市當地學校——新會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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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2019年10月21日，
項目合辦方代表國
學中心主任鄧立光
博士和項目協辦方
代表香港教育工作
者聯會秘書長容向
紅博士拜訪陳白沙
紀念館。

陳白沙紀念館老館長梁炳堯先生用
茅龍筆揮毫送贈國學中心的墨寶

鄧立光主任贈錦旗予白沙祠陳館長
和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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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六、赴深圳和當地教育局交流
2019年12月16日，鄧立光博士和支持機構代表容向紅
博士拜訪深圳市教育局，姚平處長及負責品德教育的主
任接待，並表示會大力支持，推動多方合作，建議由粵
港澳大灣區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的推薦範文作為切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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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網絡平台

七、赴廣州和當地教育局交流
2019年12月17日，鄧博士和容博士拜訪廣東省教育廳
及廣州市教育局，教育局副局長谷忠鵬及廣東省教育廳
港澳臺港澳臺辦主任科員王靜嫺等多位官員接待，雙方
就進一步推動禮儀教育項目發展深入交流，並期待提出
具體方案廣泛宣傳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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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舉辦的活動
 一、2019年7月8日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暨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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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暨專題講座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暨專題講座於2019年7月8
日假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地下一號演講廳圓滿舉行，活動獲得數十
個內地與香港教育團體熱心支持。合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鄧
立光主任於啟動典禮上致辭表示: 「禮儀本身是包含著文化價值的，能在日
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這就是一種涵養，而不止於外在的動作威儀。
中華禮儀在今天不常見，而學習傳統經典以及瞭解傳統文化，最終還是要在
生活中表現出這種文化價值，才是真正有中華文化修養的人，而中華禮儀就
是這些價值的載體。」

 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彭林
教授為今次中華禮儀教育專題講座專程訪港出席啟動典禮並主講，席上嘉賓
包括大灣區九市教育局代表、香港區各協辦及支持單位代表、活動顧問、先
導學校顧問、先導學校代表等。各與會人士及嘉賓踴躍參與討論，希望為大
灣區的中華禮儀教育作出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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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於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上之致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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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香港)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嘉賓合照(由左至右)：

圓玄學院湯修齊副主席 香港婦聯葉順興主席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蓬瀛仙館理事長梁德華道長 廣
東省教育廳交流合作處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王靜嫺主任科員 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彭林院長 香港中文
大學文學院賴品超院長 香港中聯辦教科部劉建豐副部長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鄧立光主任
馮燊均國學基金會鮑俊萍秘書長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霍力岩教授 香港佛教聯合會何德心執行副會
長兼司庫 嗇色園黃大仙祠李耀輝監院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溫金海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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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嘉賓及與會人士大合照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當天雖然發生社會事
件影響交通，但有超過500人參加，包括教師、學生和家長，會場座
無虛席，大家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這項目的衷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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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暨專題講座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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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相關報道

 https://www.edumedia.hk/4166/%E3%80%8C%E7%B2%B5%E6%B8%AF%E6%
BE%B3%E5%A4%A7%E7%81%A3%E5%8D%80%E9%A6%99%E6%B8%AF%E4
%B8%AD%E8%8F%AF%E7%A6%AE%E5%84%80%E6%95%99%E8%82%B2%E
3%80%8D%E5%95%9F%E5%8B%95%E5%85%B8%E7%A6%AE%E6%9A%A8%
E5%B0%88/香港教育傳媒

 https://www.goodschool.hk/blog/eabbf500-a48d-11e9-871d-2bfab584a39f 
goodschool.hk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190708/0/1/2/%E7%B2%B5%E6%B8%AF
%E6%BE%B3%E5%A4%A7%E7%81%A3%E5%8D%80%E9%A6%99%E6%B8%A
F%E4%B8%AD%E8%8F%AF%E7%A6%AE%E5%84%80%E6%95%99%E8%82%
B2%E5%9C%A8%E6%B8%AF%E5%95%9F%E5%8B%95-10363259.html新華社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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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umedia.hk/4166/%E3%80%8C%E7%B2%B5%E6%B8%AF%E6%BE%B3%E5%A4%A7%E7%81%A3%E5%8D%80%E9%A6%99%E6%B8%AF%E4%B8%AD%E8%8F%AF%E7%A6%AE%E5%84%80%E6%95%99%E8%82%B2%E3%80%8D%E5%95%9F%E5%8B%95%E5%85%B8%E7%A6%AE%E6%9A%A8%E5%B0%88/
https://www.goodschool.hk/blog/eabbf500-a48d-11e9-871d-2bfab584a39f%20goodschool.hk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190708/0/1/2/%E7%B2%B5%E6%B8%AF%E6%BE%B3%E5%A4%A7%E7%81%A3%E5%8D%80%E9%A6%99%E6%B8%AF%E4%B8%AD%E8%8F%AF%E7%A6%AE%E5%84%80%E6%95%99%E8%82%B2%E5%9C%A8%E6%B8%AF%E5%95%9F%E5%8B%95-10363259.html


過去一年舉辦的活動
 二、 2019年7月9日及12日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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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tiquettelearn.com/2019/07/09/2019%e5%b9%b47%e6%9c%889%e6%97%a5%e6%b4%bb%e5%8b%95%e7%9b%b8%e9%9b%86/
https://www.etiquettelearn.com/2019/07/08/2019%e5%b9%b47%e6%9c%888%e6%97%a5%e6%b4%bb%e5%8b%95%e7%9b%b8%e9%9b%86/
https://www.etiquettelearn.com/2019/07/09/2019%e5%b9%b47%e6%9c%889%e6%97%a5%e6%b4%bb%e5%8b%95%e7%9b%b8%e9%9b%86/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

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分別於2019年7月
9日(星期二)及7月12日(星期五)舉行。

其中包括六個禮儀專題：待人接物、個人儀容、雅言書信、
禮的基本原則、日本禮儀教育及其開展方式以及德音雅樂，
由清華大學團隊主講。

於專題演講後設有香港先導學校與清大團隊分享交流的時間，
其中先導學校簡單介绍學校背景、預計下學年在校內如何落
實的方法、提問有關教材內容的概念問題後，清大團隊就學
校的設想提供任何方面的建議和分享國內學校的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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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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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活動影片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錄影影片(第一天)(2019年7月9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83konhEec 清華大學姚永輝教授主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_2qmenfnM 清華大學佟雪博士主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NGb77TvPww 清華大學羅婷婷女士主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FK-AhF7u-o 先導學校分享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錄影影片(第二天)(2019年7月12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k2KhGgrBQ 清華大學姚永輝教授主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SpdaiOv2s 清華大學楊柳博士主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ESw9aO04w 先導學校分享（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QMcQOMrW8 先導學校分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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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83konhE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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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舉辦的活動

 三、2019年6月8日「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活動首次先導學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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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先導學校會議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活動首次先導學校會議已於2019年6月8日
在香港中文大學圓滿舉行。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主任鄧立光博士
主持，國學中心邀請了10所來自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先導學校派出代表參與會
議，與會校長和老師紛紛與先導學校計劃顧問交流教學心得，並就活動發展提供
了很多寶貴意見。

 參與首次會議的先導學校計劃顧問，包括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講
師許守仁博士、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主席、資深校長招祥麒博士；以及活動的
專家團隊代表，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代表江浩民博士和梁振威
老師。會議中計劃顧問透過引領和凝聚先導學校，促進先導學校和專家學者團隊
的溝通，推動專業交流。

 鄧立光博士表示，首次會議由開始時介紹中華禮儀教育說起，然後經過短短兩至
三小時的集體討論和分組討論，顧問和學校表就活動執行取得一定共識，並且初
步構思執行細節 。 鄧立光博士除了對與會者表示感謝外，亦對活動往後成功發
展充滿信心。

38



過去一年舉辦的活動

四、拜訪嗇色園

 積極爭取辦學團體支持，商議合作。其中包括聯絡嗇色園，拜會李耀輝監院，李監
院非常認同要在學校做好中華禮儀教育工作，並委託辦學團體學務主任共同磋商如
何在轄下學校推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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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舉辦的活動
五、先導學校到訪支援

 先導學校在專家學者團隊的輔助和引領下進行深入的專業交流，有助精準把握結合
香港校本情況使用的繁體修訂版教材的教學重點，同時通過經驗總結、分析、提煉，
在推動過程中提出理論支持及優化方案，然後在工作坊中分享經驗，並作為下一輪
活動推展的依據和基礎。

 「先導學校計劃」顧問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講師許守仁博士(先導幼稚園)

香港教育學院前中文系講師兼中小學資深教師梁振威老師(先導小學)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主席、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招祥麒博士(先導中學)

 透過「先導學校計劃」顧問引領和凝聚先導學校，促進先導學校和專家學者團隊的
溝通，推動專業交流。

 專家學者團隊

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團隊、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聯同香港教育界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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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學校到訪支援

從先導學校顧問到訪學校支援以及分享會得知，先導
學校為推行中華禮儀教育不遺餘力，百花齊放，如融
入到德育和中文課程、營造禮儀氛圍，於走廊張貼輔
助禮儀教材、選出禮儀大使、讓學生自己製作視頻和
漫畫，於校內分享、舉辦禮儀主題早會、週會分級作
分享、製作小冊子讓學生作家課以及張貼經文在課室
等等。教師、同學和家長均享受其中，共同成長。

41



先導學校到訪支援（示例）42

先導學校——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學校推行計劃



先導學校到訪支援（示例）43

先導學校——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學校推行實況



先導學校到訪支援（示例）44

學校課堂簡報示例



先導學校到訪支援（示例）45

學校課堂簡報示例



宣傳及推廣

 https://www.edumedia.hk/4097/%e3%80%8c%e7%a6%ae%e5%84%80%e6%96%
87%e6%98%8e%e6%95%99%e8%82%b2%e9%a0%85%e7%9b%ae%e3%80%8d%
e5%ae%98%e6%96%b9%e7%b6%b2%e7%ab%99%e6%ad%a3%e5%bc%8f%e4%
b8%8a%e7%b7%9a/教育傳媒——「中華禮儀教育」官方網站正式上線

 https://www.edumedia.hk/4166/%e3%80%8c%e7%b2%b5%e6%b8%af%e6%be%
b3%e5%a4%a7%e7%81%a3%e5%8d%80%e9%a6%99%e6%b8%af%e4%b8%ad%
e8%8f%af%e7%a6%ae%e5%84%80%e6%95%99%e8%82%b2%e3%80%8d%e5%9
5%9f%e5%8b%95%e5%85%b8%e7%a6%ae%e6%9a%a8%e5%b0%88/教育傳媒—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中華禮儀教育」啟動典禮暨專題講座圓滿舉行

 https://www.master-
insight.com/%E7%A6%AE%E5%84%80%E6%95%99%E8%82%B2-
%E5%93%81%E6%A0%BC%E6%95%99%E8%82%B2%E7%9A%84%E8%B5%B7%E
6%AD%A5%E9%BB%9E/ 先導學校顧問梁振威老師於《灼見名家》上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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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umedia.hk/4097/%e3%80%8c%e7%a6%ae%e5%84%80%e6%96%87%e6%98%8e%e6%95%99%e8%82%b2%e9%a0%85%e7%9b%ae%e3%80%8d%e5%ae%98%e6%96%b9%e7%b6%b2%e7%ab%99%e6%ad%a3%e5%bc%8f%e4%b8%8a%e7%b7%9a/
https://www.edumedia.hk/4166/%e3%80%8c%e7%b2%b5%e6%b8%af%e6%be%b3%e5%a4%a7%e7%81%a3%e5%8d%80%e9%a6%99%e6%b8%af%e4%b8%ad%e8%8f%af%e7%a6%ae%e5%84%80%e6%95%99%e8%82%b2%e3%80%8d%e5%95%9f%e5%8b%95%e5%85%b8%e7%a6%ae%e6%9a%a8%e5%b0%88/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7%A6%AE%E5%84%80%E6%95%99%E8%82%B2-%E5%93%81%E6%A0%BC%E6%95%99%E8%82%B2%E7%9A%84%E8%B5%B7%E6%AD%A5%E9%BB%9E/


宣傳及推廣

 https://www.goodschool.hk/blog/232a3400-a49b-11e9-8907-a38350561776

教育傳媒 ——「粵港澳大灣區 (香港) 中華禮儀教育工作坊」順利完成

 https://www.goodschool.hk/blog/070cabf0-98c4-11e9-8338-7bbfd55d6255

教育傳媒 —— 中華禮儀教育先導學校會議專家顧問與校長老師交流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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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推廣48

《教育專業》第3期書頁



宣傳及推廣49

《教育專業》第5期書頁



宣傳及推廣50

《教育專業》第10期書頁



宣傳及推廣51

《教育專業》第11期書頁



今年計劃推展的活動
2020-2021學年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

52

預期成果：

1. 本港中小幼先導學校試行，總結成功經驗。
2. 對有興趣非先導學校教師提供培訓。
3. 完成幼小階段的圖書教學材料，其與其他地區共享。
4. 完成澳門與大灣區具體落實方案，以及三地交流計劃。
5. 讓學校和社會各界認識本計劃。
6. 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青少年論壇、教師培訓等活動，
促進學生認識本國文化，立足世界。



今年計劃推展的活動
2020-2021學年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

53

推動策略：
範疇 推動方法
學校 ● 重新召集先導學校，並定期會面(全體或小組)

● 邀請新學校參與先導學校計劃
● 舉辦教師專業培訓活動
● 舉辦學生比賽活動(如朗誦，故事創作比賽等)
● 舉辦總結分享會
● 為學校提供相關的學習材料 (如圖書、教案)
● 定期(季度)寄發刊物(附禮儀宣傳如海報)
● 定期更新計劃網站。(如上載專訪等，同步上載YouTube)
● 為香港不同學校的教師提供分享經驗的機會
● 安排香港教師與不同地區教師分享交流

社會 ● 借助不同傳媒，宣傳和推廣
● 與不同團體合作舉辦活動(協辦、支持性質)，如嗇色園和東華三院

等辦學團體
● 舉辦比賽(創作、段片、好人好事表揚等)
● 製作Whatsapp，WeChat等Stickers



今年計劃推展的活動
2020-2021學年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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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範疇 推動方法
澳門 ● 與澳門有關單位商討全年計劃(試行、培訓、分享交流會，出版、啟

動禮等)
● 舉辦港澳交流會 (如教師、學生比賽)

大灣區 ● 與大灣區有關單位商討全年計劃(試行、培訓、分享交流會，出版、
啟動禮等)

● 舉辦港澳、大灣區交流會 (如教師、學生比賽)
● 港澳大灣區聯席會議和啟動活動



今年計劃推展的活動
2020-2021學年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全球在地化（Glocalisation）理念，推行「思想全

球化，行動在地化」，以「尊重」為核心價值觀開展「多元文化教育」及「國際理
解教育」，並提倡「五學並舉」；而本項目提倡認識及弘掦本國文化、以致尊重各
地差異並促進世界大同，項目中亦著重「五學並舉」元素，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
提倡的理念基本一致，如能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為支持單位，成爲其中持份者，
本項目將會具更大的助力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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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
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展演 –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武術

香港學生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
物質文化遺產（ICH）展演 – 中國
非物質文化遺產：書法
（UNESCO Chair Professor 參與
及評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世界聯合會執
委參加香港「國際和平日」紀念活動
– 表演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舞麒麟



項目官方網站

https://www.etiquettelea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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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考教材
《禮樂文明教育》及輔助學習教材電子書平台
 https://www.etiquettelearn.com/%e3%80%8a%e7%a6%ae%e6%a8%82%e6

%96%87%e6%98%8e%e6%95%99%e8%82%b2%e3%80%8b%e9%9b%bb%e5%
ad%90%e7%89%88-%e5%9c%a8%e7%b7%9a%e9%96%b1%e8%a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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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tiquettelearn.com/%e3%80%8a%e7%a6%ae%e6%a8%82%e6%96%87%e6%98%8e%e6%95%99%e8%82%b2%e3%80%8b%e9%9b%bb%e5%ad%90%e7%89%88-%e5%9c%a8%e7%b7%9a%e9%96%b1%e8%ae%80/


《禮樂文明教育》初級篇

內容適合小學及幼稚園進
行教學

建議初小及幼稚園，可配
合《輔助學校教材》繪本
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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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明教育》初級篇——輔助學習教材

內容適合小學進行教學
分為教師版和學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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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明教育》中級篇

內容適合中學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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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中華禮儀教育活動饒富意義，讓我們一起把一顆善因
種子埋於心靈的土壤，使其接受天地間的善意，再得
到陽光、空氣和水分的加持，這實在值得欣喜和鼓舞。

我們深信，在大家的共同澆灌下，種子定能生根發芽，
茁壯成材，百年樹人，目標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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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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