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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

價值/價值教育？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



局限

價值/價值教育？

已發展

發展中

未發展



局限

成長：

荃灣木屋： 25年

薄扶林宿舍： 1年

荃灣公屋： 1年

屯門私樓： 4年

天水圍私樓： 1年

元朗村屋： 1年

天水圍私樓： 9年

英國： 4年

沙田私樓： 2年

大埔私樓： 2年

錦田村屋： 6年



局限

教育：

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中史、中文 （教師證書）

英國倫敦大學： 歷史 （本科）

香港浸會大學： 語言研究 （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 佛學研究 （碩士）

英國布理斯托大學： 教育政策、教育管理、
香港教育史 （博士）

後大學：霍韜晦教授— 性情教育 （生命的秘密）



局限

工作：

小學教師：3年 中、英、社、科、健、音樂、美術

中學教師：17年 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中文

教育服務：9年 英文、升留學輔導、遊學、英語課程、
生命成長課程、教育講座

國史教育：3年 中國歷史、中國文化



你的局限又是甚麼？

時代背景

以往工作 前景企盼

個人學習

成長背景

現時崗位



傳統價值？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範疇

一 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孔子）

二 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孔子）

三 達德：知、仁、勇《禮記·中庸》（漢朝）

四 維：禮、義、廉、恥《管子》（管仲）

五 常：仁、義、禮、智、信《春秋繁露》（董仲舒）

六 經：《詩》、《書》、《禮》、《易》、《樂》、《春秋》《天運》（莊子）

七 出之條：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竊盜《大戴禮記．本命》（漢朝）

八 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宋人）

*新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孫中山）



忠恕之道

《論語‧里仁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之道

《論語雍也第六》：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論語·衛靈公》/《論語·顏淵》：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孝

《論語‧為政第二》：孔子論孝

孟懿子 「無違。」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

孟武伯 「父母唯其疾之憂。」

樊遲



孝

《論語‧為政第二》：孔子論孝

子游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在價值信念上堅持

人貴於物，以人為本，群體本位。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人貴於物，以人為本，群體本位

人 物vs

個體 群體vs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在價值取向上追求和諧、中庸、適度；

尊崇傳統，不為天下先。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在價值取向上追求和諧、中庸、適度；尊崇傳統，不為天下先。

• 和諧

• 中庸

• 適度

• 尊崇傳統

• 不為天下先（為後）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在價值標準上以「仁、義」為根本價值標準。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在價值標準上以「仁、義」為根本價值標準。

仁 義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在價值規範上崇尚忠恕誠信。



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特點

在價值規範上崇尚忠恕誠信。

忠恕 誠信



矛盾與對立

保守 Vs 改革

整體 Vs 個性

宗法 Vs 民主

德治 Vs 法治

衝突？



矛盾與對立

香港應否援助難民？



香港應否援助難民？

酷刑聲請

• 以人道理由向入境事務處提出免遣返聲請，要求留在香港，避免
被驅逐、遣返或引渡至另一國家



香港應否援助難民？

• 在香港，大多數聲請人來自南亞或東南亞地區

• 2009年-2012年5月，香港入境事務處收到6,995宗新的酷
刑聲請個案，加上1992年至2008年期間收到的4,574宗聲
請，合計有11,569宗酷刑聲請

• 當中來自巴基斯坦的聲請人佔總數的30%，印度佔20%，
印尼14%，孟加拉11%



香港應否援助難民？

• 自2006年，政府基於人道理由，委託非政府機構按個別
個案的情況，向在港期間無法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的免遣返
聲請人（聲請人）提供人道援助



2009-10-25





2009-11-12

▷ 有種族歧視？

▷ 違反人權？



• 截至2017年11月底，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仍有近6000宗
尚待處理的上訴個案；連同入境處積壓的未完成個案，本
港仍有逾1.2萬宗涉及酷刑聲請的個案尚待處理



申請酷刑聲請者

• 因受政治或宗教逼害而逃到香港

• 領着行街紙滯留香港

• 在香港不能打工，連做義工也違法

• 希望自力更生
常說輸入外勞，有些工種又冇人做，政府
何不設些制度，合資格的就可以打工，尋
求庇護者便不是別人指摘的寄生蟲了。



矛盾與對立

同性婚姻合法化？



同性婚姻合法化？

支持

同性婚姻的存在並不影響異性婚姻
歧視同性婚姻，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以及無法理依據限制同性戀者組織家庭的權利
政府原則上無權利用婚姻制度介入私人的親密關
係

反對
同性婚姻不能生育，破壞中國人傳宗接代的觀念
同性伴侶如果收養兒童的話，有機會被社會歧視
同性婚姻有違中國倫理原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

47812862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7812862




融合

CONTEXT

人民國家

人民（被統治者）：客體

國家（統治者）： 主體

國家的主體

是歷史的創造者



融合

統一，重視個性發展，尊重個人自由；改變中國傳統價值觀
只重視集體利益，忽視個人利益的局限。

個人利益 集體利益



融合

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克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局限。

尊崇傳統 創新不足



融合

實事求是、求真務實，堅持義利統一；
既重視思想道德，又重視物質利益

重義輕利

重義理輕事功

重道義輕技藝





工作坊研習主題

價值教育之挑戰

彭智華先生
教育心理學家



價值教育的定位



46

關於價值及教育

4646

To value means primarily to prize, to esteem; 

but secondarily it means to apprise, to estimate. 

It means, that is, the act of cherishing something, 

holding it dear, and also the act 

of passing judgment upon the 

nature and amount of its value as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else.

- John Dewey (19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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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價值及教育

4747

沒有價值教育可以嗎?
• 道德墮落

• 缺乏尊重

• 不受控制

• 不尊重權威

• 犯罪與腐敗

• 物質濫用



48

關於價值及教育

4848

為什麼世界需要價值教育？

• 道德意識

• 共同的價值觀

• 教育計劃

• 提高思考能力



49

關於價值及教育

4949

價值教育的角色與目的

• 培養個性、道德和耐心

• 培養友善和寬容

• 改善生活水平

• 民主思考

• 改變觀點以變得更好

• 給予美好的未來



50

關於價值及教育

5050

為什麼世界需要價值教育？

• 道德意識

• 共同的價值觀

• 教育計劃

• 提高思考能力



51

關於價值及教育

5151

價值教育在學校

• 個性發展 (Character Development)

• 性格發展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 公民教育 (Citizenship Education)



52

價值教育與德育教育的分別

5252

• 自我了解與規範設定

• 自我控制與獎懲控制

• 自我驗證與不能挑戰



53

價值觀的思考題… 

5353

⮚ 現代青少年是否比老師的童年更幸福?

⮚ 是? 否? 

⮚ 原因何在?

⮚ 如欲了解青少年心理，

⮚ 老師先回想自己童年生活經驗



54

回想自己的一些童年生活經驗

5454

⮚ 自己的童年感受

⮚ 父母的教育水平

⮚ 兄弟姊妹的數量

⮚ 家居環境的大小

⮚ 鄰居的日常交往

⮚ 同學間的互相學習

⮚ 學校的教育要求

⮚ 社會的文化氣氛

⮚ 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



55

青少年與我們童年生活經驗的異同

5555

⮚ 童年生活：玩具、創意思維、家務… 

⮚ 父母教育水平：孰高孰低、對子女教育要求

⮚ 兄弟姊妹：數量、人際交往鍛鍊、紛爭調解

⮚ 家居環境：大小、活動範圍

⮚ 鄰居交往：社交網絡、互助精神

⮚ 同學間關係：興趣、話題、關係、聯繫方法

⮚ 教育要求：學校要求今昔比較

⮚ 社會文化：道德價值觀、氣氛、關注議題

⮚ 大眾傳媒：明星效應、狗仔隊



56

成功與幸福

5656

⮚ 是否得到很多金錢?

⮚ 是否獲得一個學位?

⮚ 是否可以有高尚職位?

⮚ 是否可以成立家庭?

⮚ 究竟教育能否帶來成功與幸福!?



57

現在教育的重點

5757

⮚ 著重了科技與商業運作

⮚ 不太重視價值教育

⮚ 導致大家非常忙碌

⮚ 可能需要不斷追求物質

⮚ 更容易被社會潮流帶動



價值教育的發展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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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類別

5959

• 可以有不同範疇的價值

• 從不同角度分類價值觀念



60

價值的類別

6060

• 個人價值 (Personal values)

• 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s)

• 文化價值 (Cultural Values)

• 靈性價值 (Spiritual Values)

• 國家價值 (National Values)

• 家庭價值 (Family Values)

• 普世價值 (Universal Values)



61

價值教育的難題

6161

全球化：多元化的價值觀念

• 「新」、「舊」教育的衝突

• 社會開放，學習西方制度

• 受制於傳統觀念

(舒志定，2011)



62

價值教育的難題

6262

市場化：市場經濟主張的價值觀

• 尊重及維護個人的權利

• 社會建設的公正及平等的價值理念

(舒志定，2011)



63

價值教育的難題

6363

消費社會：通過消費，追求商業價值、

娛樂效果及顯示人身份地位

• 影響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

• 師生受制於「欲望邏輯」

• 或缺乏思考意識及能力

(舒志定，2011)



64

價值教育的難題

6464

知識價值觀與人文教育的弱勢

• 科技成為一種控制

• 標準化、均質化、規範化

• 使學校偏向科學知識教育

• 影響人文學科建設及人文知識的教育

(舒志定，2011)



65

價值教育的難題

6565

道德價值觀與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

• 社會變革下，人們的選擇與認同思想

及價值觀念的主動性越趨強烈及迫切

• 顧及個人利益

• 難以推廣高尚遠大的價值教育

(舒志定，2011)



66

價值教育的難題

6666

政治價值觀與責任感教育的難題

• 民主思想下，學校尊重學生的不同及

鼓勵其獨立思考

• 權利與義務

• 但學生把概念分離

(舒志定，2011)



67

價值教育的難題

6767

社會價值觀教育與群體認同的困惑

• 學生過度關注自我利益

• 學生自我與社會之間認同變得困難

• 學校理念直接影響學生對人生價值與

意義的理解

(舒志定，2011)



68

• 全球教育的概念和方法：供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參

考歐洲委員會北南中心和全球教育周網路聯合開發

• 出版：歐洲委員會北南中心，里斯本，2008 

• 第一版，2008

• 更新版本，2012

《全球教育指南》

6868



69

全球教育是一個有關今日世界現實的教學
法概念的傘形術語。
因此，在與時俱進的普通教育中，它是一
個開放的、不斷演進的、多維度的概念。
不僅如此，它也是集體地、和諧地應對歷
史挑戰，支持活躍的全球公民基於團結，
去創造、再造一個不同的、更加平等和公
正的、和平的、永續世界。

《全球教育指南》- 第三章 概念

6969

(歐洲委員會北南中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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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教育指南》- 第三章 概念

7070

知識技能

態度和價值觀 全球教育幫助人們獲
得必要的知識、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這是
確保公正、永續世界
所必需的，在這個世
界中，人人有權利實
現其潛力。

(歐洲委員會北南中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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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價值觀讓教育者可以澄清學習過程的基

本原則，指導他們選擇內容、辨別和使用資

訊來源、設計教授-學習-評估策略並且為學習

者開發實際的學習干預手段。

• 最終目的是基於全球議題知識和相關的技能

來養成價值觀，以在個人和集體的層次上建

構負責任的全球公民態度。

《全球教育指南》- 價值觀和態度

7171

(歐洲委員會北南中心，2008)



72

• 鼓勵學習者養成自我價值感，並對其自身

獨特的社會、文化和家庭背景引以為傲。

• 它也鼓勵學習者養成他者價值感，特別是

那些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們。

7272

(歐洲委員會北南中心，2008)

遠見的態度 團結

《全球教育指南》- 價值觀和態度



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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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著名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強調思考的重要性：

• 「別人傳授的真理只是假肢，假牙，只

有經過自己思考而獲得的真理才像天生

的四肢，才是真正屬於我們。」

獨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

7474



75

• 有兩父子拖着一隻驢，在街上走

• 途人看見就嘲笑他們愚蠢，有驢也不騎

• 父子二人騎上驢後，途人又責備他們，認為他們二

人騎一隻驢，太不人道

• 聽罷，兒子便下來走路，讓父親騎驢，路人看見，

便說父親狠心，只懂自己騎驢，難為了兒子

• 最後，父親只好讓兒子騎驢，自己走路，怎知路人

卻責備兒子，說他不孝，自己騎驢卻要父親走路

獨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

7575

(伊索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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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欣葆作家 – 小猴的花園

• 小猴在自己的花園中種了很多不同種類的

花，但朋友在觀賞時提出很多意見，小猴

一一接納，把很多美麗的花都掉到河中

• 漸漸小猴的花園剩下很少花，相反，小猩

猩在河中拾起小猴弄掉的花，在自己花園

中種植，根據花的特性悉心照料，原本平

淡的花園因此生色不少

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7676

(錢欣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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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7777

•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 論語

•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

思溫，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

忿思難，見思得義」

-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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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7878

• 個人善用自己的特長，去表現出個人

對世界的觀點或創造與創新

• 獨立思考是可以由後天刻意培養而成

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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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7979

• 學術進步的核心要義

• 在於獨立而自由地思考，不受功利束縛

• 西方傳統文化以此種精神佔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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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8080

獨立思考活動

請列舉絲襪的三十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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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8181

請列舉絲襪的用途
腳部保暖

充當繩子

印畫

美觀

充當橡筋

濾光鏡

改善體形

煲湯魚袋

磨鞋

襯衫

做草頭

做繃帶包紮傷口

做遊戲道具-假人

臨時口罩

綑綁物件

禮物

包掃帚

裝載物件

吸引男人

種植紫羅蘭

沖奶茶

袋肥皂

做頭箍

打劫

袋臭丸

做髮網

絲襪花

裝蒜頭

做頸巾

Cushion



請問太空穿梭是否值得？

82



83

• 人云你亦云 思想如浮雲

• 思考無見地 獨立再思考

－ 彭智華

獨立思考 (Independent Thinking)

8383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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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

- 自《禮記‧中庸》第二十章

• 要博學多才, 對學問詳細地詢問, 要慎

重地思考, 高明地分辨是非, 還要切實

地推行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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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人掌握了白雁的值班規律，到牠們休息的地方

燃起火把

• 在白雁發現，發出警報後，獵人便把火把弄熄

• 就這樣，大群白雁被同類吵醒但沒發現危險後，

便把當值的白雁狠啄一番，繼續安睡

• 當值的白雁亦因之前的經驗不敢大叫

• 獵人便趁這情況，把所有白雁一網打盡

慎思明辨（Cautious Thinking）

8686

(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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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8787



88

六帽子思考方法

• Edward de Bono

• 利用六頂不同顏色，具象徵意義的帽子，幫

助我們有系統地進行不同方向的思考

• 六帽子包括：

白帽、紅帽、黑帽、黃帽、綠帽、藍帽

• 參考網址http://www.edwdebono.com/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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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學六帽子思考法？

• 呼吸

丹田、氣功

• 行路

競步

• 思考

分析、組織、解難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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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帽 (White Hat) 

• 需要的數據或資料

象徵 - 白紙

思考方向：

可以獲得什麼資料？

想獲得什麼資料？

需要什麼資料？

怎樣獲取沒有的資料？

尋找遺漏的資料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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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帽 (White Hat) 

• 需要的數據或資料

特徵/性格

中性及客觀的

純粹事實及數據

已証實或已公認為事實

注意事項

不含任何個人意見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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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帽 (Red Hat) 

• 情緒、感覺、直覺、預感

象徵 - 溫暖的火

思考方向：

'現在的感覺如何？

'有什麼直覺或預感？

'即時反應是什麼？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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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帽 (Red Hat) 

• 情緒、感覺、直覺、預感

特徵/性格

'重視主觀的情感

'可能只短暫地出現或流露

'不需要有原因或解釋

'理解別人的感覺

注意事項

'不應停留太久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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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帽 (Black Hat) 

• 缺點、壞處、危險、不利因素

象徵 - 法官、裁判員

思考方向：

M有那些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M有什麼困難？

M有什麼方面需要小心？

M有什麼風險？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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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帽 (Black Hat) 

• 缺點、壞處、危險、不利因素

特徵/性格

M謹慎、審慎，

M持質疑、懷疑的態度看事件

M提供負面的意見

M對風險進行分析及評估

注意事項

M要提供理由或原因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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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帽 (Yellow Hat) 

• 優點、好處、價值、有利因素

象徵 - 陽光

思考方向：

R有什麼益處？

R有什麼優勢？

R有什麼價值？

R有何吸引之處？

R是否可行？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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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帽 (Yellow Hat) 

• 優點、好處、價值、有利因素

特徵/性格

R樂觀的、正面的、有建設性的

R支持的、鼓勵性的

R發掘價值和利益

R尋找機會、可能性

注意事項

R要提供理由或原因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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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帽 (Green Hat) 

• 可能性、選擇、創意

象徵 - 生長的植物

思考方向：

有沒有其他方法？

還能做什麼？

有什麼可能性？

有什麼能克服現時的困難？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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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帽 (Green Hat) 

• 可能性、選擇、創意

特徵/性格

有創意的，多主意的，提出新概念

傾向改善或除去現存的困難

喜尋找更多可能性，不需要邏輯

從一個主意跳往另一個主意

注意事項

需要時間和空間去進行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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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帽 (Blue Hat) 

• 管理思考的進程，領導思考的參與者

天空

思考方向：

[下一步是什麼？

[正在使用那一頂帽子進行思考？

[怎樣總結已討論的內容？

[決定是甚麼？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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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帽 (Blue Hat) 

• 管理思考的進程，領導思考的參與者

特徵/性格

[思考、組織正在進行的思考

[決定何時使用何種思考方向

[負責做摘要、總結、定結論

[監察並確保思考過程順利完成

注意事項

[需要時刻提高警覺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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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六帽子進行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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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密之取態

• 思考的原則

• 明智去分析

• 辨清對與錯

－ 彭智華

慎思明辨 (Cautious Thinking)

103103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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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神話中，掌管司法及正義的女神忒彌

斯在世界陷入災難邊緣時，主動用布蒙上

眼睛，象徵不會受紛爭者的外貌及權勢影

響，公正不偏地主持公道，一視同仁

• 現為世界司法的象徵，在香港終審法院大

樓頂亦有一忒彌斯雕像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1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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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 • 中庸：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 君子能守中庸之道, 而成為聖賢, 小人因為

違反中庸之道, 胡作非為, 只能成為凡人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106106



107

• 宋代朱熹 之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之名

• 是指公平, 不偏袒任何一方, 表示中立或公正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1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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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偏向任何一方。表示中立或公正。

《 管 子 • 明 法 》 – 春 秋 軍 事 家 管 仲

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

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

矣。

《後漢書 • 楊震傳論》 – 延、光之閑，震為上

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

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1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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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柳宗元《非國語下·獲晉侯》：
「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於天子矣，
吾將達公道於天下。」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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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詞話》第四九回：
「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為；
若依公道人情失，順瞭人情公道虧。」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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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公道不偏

• 是否需要以一視同仁的方法看待所有學生

• 原因何在?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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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以下六種管教方式適合那一些學生

先教後管

又管又教

先管後教

先問後教

又問又教

先教後問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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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與教
• 先教後管：自閉症學生及發展遲緩學生
• 因理解能力不足影響學習
• 導致專注失調及過度活躍的現象
• 若能有適切的內容便願意學習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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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與教
• 又管又教：一般學生
• 學習能力正常，
• 但也會視乎教學質素調節表現
• 因此教師需要同時管與教的技巧
• 雙管齊下會更有效果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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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與教
• 先管後教：專注失調及過度活躍學生
• 縱使教學內容都未能使他們專注及安坐
• 教師需要行為管理的技巧才能進行教學
• 需要活用操作制約及課室管理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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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與教
• 先問後教：能力及動機較高的學生
• 先以提問方式提高學生對追尋學問的

意欲及引導學生思考
• 再以此為基礎，教導學生知識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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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與教
• 又問又教：能力及動機一般的學生
• 一邊教導學生知識，又向他們提問
• 讓學生學習後馬上思考及運用
• 加強記憶及學習動機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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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與教
• 先教後問：能力及動機較弱的學生
• 先教導基本知識及提供基本資料
• 再引導其思考學習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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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有偏向

• 心理不能偏

• 道理應何在

• 公正又持平

－ 彭智華

公道不偏 (Fair Ju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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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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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私人生活貫穿到公共生活之間的

• 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 羅馬大帝國晚期的哲學家, 政治家

“那些天生具有處理公共事務的才能的人，

應該毫不猶豫地參加公職的競爭，參與指

導國事的工作。因為再沒有其他方法比治

理一個政府更能表現偉大的氣魄了。”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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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塞羅：

“要求擔任政府公職的人不應當忘記柏拉圖所說
的兩條戒律：

第一條，將人民（people）的利益置於首位，即使不
顧自己的利益，也要使自己的行為符合人民的利益；

第二條，顧全國家的整體利益，不會只服務於部分人
的利益而辜負其餘的人。政府行政部門應當像信託事
務管理局一樣，為委託的一方而不是為受託的一方著
想。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1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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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種生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

的，事業的還是家庭的，無論關係到個

人還是他人的行為，都不可能沒有道德

責任；

• 一切有德之事皆因履行道德責任，而一

切無行之事皆因忽視這種責任。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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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思想家大文豪Emerson愛默生說：

“責任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它是一種偉

大的品格，在所有價值中它處於最高的

位置。”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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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承載着能力，一個充滿責任感的人才

有機會充分展現自己的能力。

• 一個人盡職盡責的工作就是百分之百地對

自己的行為負責

• 沒有做不好的工作，只有不負責任的人！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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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不負責任的人，首先失去的是社會對

自己的基本認可，其次失去了別人對自己

的信任與尊重，甚至也失去了自身的立命

之本——信譽和尊嚴。

• 自於個人後天的意志培養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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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型肺炎期間，謝婉雯醫生主動要求搶

救病人而殉職。

• 其後她因為在SARS疫症流行期間自願加

入搶救SARS病人的行列而獲得追授英勇

勳章中最高榮譽的金英勇勳章（MBG）。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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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老師分享在社會承擔什麼公職

• 在教會中擔任一些任務

• 為母校擔任顧問

• 出任制服團體的導師

• 為自己的學科進行研究

• 參與教育局的一些專責小組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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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老師分享在社會上承擔什麼公職

• 大家有什麼感受

• 從公職中有什麼體會

承擔責任（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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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師會以什麼方式促進學生承擔責任?

• 應該使用獎懲方法嗎?

• 獎勵是否會有賂賄之意?

承擔責任（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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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師會以什麼方式促進學生承擔責任?

• 當學生失責時, 大家可以怎樣做?

• 懲罰是否可以提升責任感?

承擔責任（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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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權利必有責任

• 承擔義務盡顯心智

－ 彭智華

承擔責任 (Being Respo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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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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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育--老師培訓課程」

教育評議會申辦 優質教育基金贊助
先導期 （小學）

工作坊一 第2節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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