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13 年度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日期  ：  2012 年 11 月 7 日 (星期三 ) 
  時間  ：  下午 4 時正  
 地點  ：  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青年廣場 8 樓會議室  
 
 
出席者：  李宗德博士 , SBS, JP (主席 ) 
  呂如意博士  
  黃均瑜先生 , BBS, MH 
  楊子熙先生  
  葉少康先生 , MH 

彭韻僖女士 , MH, JP 
  王聯章先生 , MH 
  林亨利先生 , MH 
  羅仁禮先生 , JP 
  馬桂怡女士  
  陳瑞端教授  
  何少平先生  
  林國強先生  
  文嘉麗女士  
  葉振都先生 , BBS, MH, JP 
  李碧儀女士  
 麥耀光博士  
  韋國洪先生 , SBS, JP 
  傅小慧女士 , JP (民政事務局 )  
  張永雄博士   (教育局 ) 
  黃譚淑玲女士   (政府新聞處 ) 

林綺梅女士  (社會福利署 ) 
陳敏娟女士  (香港電台 ) 
陳禮傳先生  (廉政公署 )  
尹平笑女士  (律政司 ) 
沈靜芬女士   (香港警務處 ) 
陳詠美女士   (香港警務處 ) 
余泳倫女士   (民政事務局 )(秘書 ) 
 

列席者：  鍾麗嫺女士  (民政事務局 ) 
 黃栢豪先生  (民政事務局 )  
 任耀洪先生  (民政事務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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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者：   鍾蔭祥先生 , MH, JP 
  陳勇先生 , JP  (因事請假 ) 
 馬學嘉博士  
  吳飛洋博士  
  黃進輝先生  
 陳恒鑌議員  
  蔡關穎琴女士 , MH 
  鍾志雄先生  
  洪詠慈女士  

 
 
 
 

歡迎詞及簡報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以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並歡迎新任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 (1)傅小慧女士 ;及新任

民政事務局公民事務部 (1)總行政主任 (1)2鍾麗嫺女士出席會議。  
 

2. 主席表示，委員會現時並沒有就會議進行期間的公眾秩序事

宜制定會議守則。為確保會議有效及順利進行，日後可考慮制定適

合的守則。  
 
 
(一 ) 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3. 秘書處並無收到委員就 2012年 6月 26日的會議紀錄提出的修

訂建議，委員會通過該次會議紀錄。  
 
 
(二 ) 公民教育委員會 2013-14 年度重點推廣主題及核心公民價值  

(文件 CE 5/2012-13) 
 

4. 秘書處鍾麗嫺女士簡介文件及匯報公民價值及企業公民小

組於 10月 19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建議委員會於 2013-14年度繼續沿

用現時的重點推廣主題 (即「愛自己‧愛家人‧愛香港‧愛國家」 )
及核心公民價值 (即「尊重」、「負責」及「關愛」 )。  
 
5. 委員就委員會 2013-14年度的重點推廣主題及核心公民價值

所發表的意見及秘書處的回應歸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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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支持於 2013-14年度繼續以「愛自己‧愛家人‧愛香

港‧愛國家」作為重點推廣主題，及以「尊重」、

「負責」及「關愛」作為核心公民價值，認為委員

會推廣這些價值觀的周期不宜太短，以收潛移默化

之效；同時亦有助地區團體及十八區區議會可深化

及擴濶在地區層面推廣相同主題及價值觀的成效，

以配合委員會的整體推廣工作；  
 
(ii) 有委員提出，委員會轄下的宣傳小組已與負責統籌

委員會活動及協助宣傳工作的服務承辦商合作，以

今年度的主題及核心公民價值定下了未來的宣傳工

作，包括設計主題徽號等，所以沿用今年度的主題

可配合有關的宣傳工作；  
 

(iii) 鑑於委員會即將推出一項宣揚「尊重與包容」價值

觀的推廣運動，有委員提議委員會可考慮除「尊

重」、「負責」及「關愛」外，加入「包容」作為

第四個核心公民價值；亦有委員認為，「尊重」一

詞較積極性，並包含了包容別人不同意見的意思，

與「包容」是同一概念。  
 
6. 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傅小慧女士補充，「尊重與包容」實為

一個價值的兩面，正如稍後於議程第 3項介紹委員會就「尊重與包容」

價值觀所推出的推廣運動將以年青人為目標受眾，其推廣的重點是

「尊重別人的意見」及「聽取不同意見」，整項推廣運動的推廣目

標及策略會較為聚焦。  
 
7. 為了使委員會日後推廣公民教育的工作能達到深化的效

果，委員會通過繼續以「愛自己‧愛家人‧愛香港‧愛國家」作為

2013-14年度的推廣主題，亦同意繼績採納「尊重」、「負責」及「關

愛」為重點推廣的核心公民價值。  
 
 

(三 ) 公民教育委員會「尊重與包容」推廣運動  
 (文件 CE 6/2012-13) 
 
8. 秘書處黃豪先生以投影片向各委員介紹有關公民教育委

員會向市民重點推廣「尊重與包容」核心價值而推出的推廣運動的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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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就推廣運動所發表的意見歸納如下 - 
 

(i) 關於製作處境式短片及教材套以推廣「尊重與包

容」，建議委員會可考慮將合符現時社會氣氛的日

常生活場境納入處境式短片及教材套的內容中；  
 

(ii) 除了將短片在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公民廊播放外，可

考慮更廣泛運用，例如把短片及教材套提供予學

校，在適當場合使用或在其他多媒體平台播放；  
 

(iii) 同意委員會稍後為推出「尊重與包容」推廣運動聘

用公關公司，務求能有效地串連及協調推廣運動內

所包含的各項活動。  
 
10. 主席請各位委員備悉文件第 3至 7段所述推廣運動計劃詳情

及推廣宣傳策略，並請各委員協助推出「尊重與包容」推廣運動，

增加推廣運動的覆蓋面及成效。  
 
 
(四 ) 公民教育委員會工作進度報告   
 (文件 CE 7/2012-13) 
 
11. 公民價值及企業公民小組召集人林亨利先生報告小組的工

作進展，包括由委員會與廉政公署合辦的「親子德育計劃」、與和

富領袖網絡及香港演藝學院合辦的「社會共融社區藝術計劃」、與

香港孔子學院合辦的「〝我和你〞  – 社會角色的探討與反省」生

活營、及資助香港電台製作的「義行多國度」紀錄片英文版。  
 
12. 國民教育小組召集人黃均瑜先生報告小組的工作進展，包括

慶祝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 15周年的一系列活動、與香港電台聯合製

作全新一輯的國情教育電視節目、透過委員會出版的刋物《 kidults》
及《小泥子》推廣國民教育、及由推廣《基本法》工作小組目前正

籌辦的「《基本法》漫畫／動態漫畫創作比賽」。  
 
13. 宣傳小組召集人楊子熙先生報告小組的工作進展，包括聘任

專業公司統籌委員會活動及協助宣傳工作、舉辦「 2012年公民教育

展覽」及「公民價值短片製作及標語創作比賽」。他亦向委員匯報

由公民通訊工作小組負責定期出版的《小泥子》及《 kidults》和 2013
年公民教育年曆的工作進度。宣傳小組亦會就為委員會設計簡潔直

接的口號，作為宣傳策略的一部份，與專業公司跟進。  
 
14. 研發及社區參與小組召集人彭韻僖女士報告小組的工作進

展，包括由委員會與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合辦的「第三屆企業公民計

劃」、及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工作小組的工作進度。她亦表示，小組



 5

稍後會檢討 2013-14年度「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及「十八區公民

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內部撥款準則，以及稍後推出此兩項資助計

劃的各項籌備工作。  
 
15. 主席請各位委員備悉各小組的工作進度。  
 
 
(五 ) 其他事項  
 
16. 由於並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5時 20分結束。  
 
17. 下次會議日期將於稍後通知各委員。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2012 年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