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民教育委員會  

工作進度報告  

(2014 年 4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 ) 

 

 

 

目的  

 

 本文件就公民教育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 轄下各個小組的

工作進度，向委員會作出報告。  

 

 

公民價值及企業公民小組  

 

2. 公民價值及企業公民小組的工作進度如下：  

 

 

(a) 《同舟共勉．愛家愛港》大型活動（與和富社會

企業及和富領袖網絡合辦）  

 

此項活動計劃的啟動禮已於 2014年 7月 19日假葵

芳新都會廣場天晶館舉行，出席活動的主禮嘉賓

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公民教育委員

會主席兼和富社會企業會長李宗德博士、立法會

馮檢基議員、活動顧問委員會主席石丹理教授及

香港電台副廣播處長戴健文先生。  

 

「愛．擁抱BIG HUG」攝影比賽的首輪宣傳工作

已於 7月舉行的「香港書展 2014」中，在和富社會

企業攤位展開，並於 8月中開始進行全面宣傳，包

括於多個商場及屋 張貼海報、派發宣傳單張、透

過網站及社交平台張貼宣傳資料、刊登雜誌廣

告、傳真及郵寄海報予全港中小學及大專院校

等。主辦單位已於 10月初開始透過路訊通於全港

巴士播放宣傳短片，鼓勵更多市民參與。此外，

活動計劃下的樂動音樂團和精神健康急救課程亦

會於十月中旬陸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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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五屆企業公民計劃」 (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

辦 ) 

 

此項活動計劃內的「香港企業公民計劃」啟動典

禮暨研討會已於 2014年 5月 23日於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出席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民政事務局

副局長許曉暉女士、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陳鎮

仁先生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林亨利先生等。  

 

此外，此項活動計劃內的「香港企業公民嘉許計

劃」接獲超過 150 份申請，第二輪評審及面試將

於十月中旬進行，而頒獎及閉幕典禮將會於 2014

年 12 月 17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另外，

計劃下的「看得見的共融」短片比賽的活動宣傳

工作亦已展開，主辦單位透過聯絡多間本地院校

及社交網絡平台發放活動訊息，積極推動市民大

眾參與。  

 

企業公民展覽亦於 2014 年 8 月起至 11 月期間先

後於屯門市廣場、城市大學 SCOPE 尖東校舍及青

年廣場展出，其中於青年廣場舉行的展覽已於 9

月下旬開始，展期至 10 月底。是次展覽介紹計劃

重點活動及歷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得獎機構經

驗分享，以宣傳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企業及學生工作坊「商界社企攜手顯效益」、「講

心又講金的社會企業」及「中小企有責」亦將會

於十月中、下旬進行。而計劃下的第一場義工活

動「童樂綠悠悠」亦已於 2014 年 9 月 16 日順利

完成。  

 

 

宣傳小組  

 

3. 宣傳小組的工作進度如下：  

 

(a) 委聘專業公司統籌公民教育委員會活動及協助宣

傳工作  

 

秘書處已按政府內部的招標程序，委聘香港經濟

日報統籌於 2014-15 年度委員會所舉辦的活動及



 3 

協助宣傳委員會的整體工作。香港經濟日報已與

小組開會商討各項活動細節，並作出跟進。  

 

(b) 2014 年公民教育展覽  

 

2014年公民教育展覽已於 7月 16日至 22日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兒童天地」舉行。今年的展覽重

點推廣「尊重與包容」、「負責」及「關愛」等

公民價值觀。展覽除設有展板外，亦展出一系列

與公民教育相關的刊物，並設有三個互動遊戲，

以及向參觀者派發紀念品。  

 

展覽典禮於 7月18日舉行，由香港精神大使蕭凱恩

小姐、SDM爵士芭蕾舞學院學生，以及藝人鄭俊

弘先生擔任表演嘉賓，並與現場觀眾分享對「尊

重與包容」等價值觀的看法。當日參觀市民反應

踴躍，氣氛熱烈。  

 

(c)  公民教育委員會刊物  

 

委員會繼續透過親子雜誌《小泥子》年青人創作

雜誌《 kidults》推廣公民教育，包括專訪輪椅劍

擊運動員馮英騏、青年廣場《全民街舞 2014》舞

蹈匯演暨舞蹈大使選拔活動盛況，及上文第 2(a)

段所述《同舟共勉．愛家愛港》活動啟動禮花絮

等。  

 

小組已選定知名插畫師HosannArt為年曆創作插

畫，以推廣「尊重與包容」、「負責」和「關愛」

等核心公民價值。 13萬份年曆會透過十八區民政

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場

地、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及地區組織 (例如食物銀

行 )免費派發給市民。  

 

 

4. 研發、社區參與及管理小組的工作進度如下：  

 

(a)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及「十八區公民教育

活動資助計劃」  

 

2014-15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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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4 日截止申請，小組已於 2014 年 5

月 28 日舉行的會議上審議所有撥款申請，最終贊

助由 17 區區議會或其推薦的團體共 37 項活動計

劃。小組將於 10 月 21 日再召開會議，檢討「公

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及「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

資助計劃」的內部撥款準則及討論稍後推出此兩

項資助計劃新一輪申請的各項籌備工作，包括：

(1)擬訂資助計劃的申請細則、章程及宣傳策略；

及 (2)安排簡介會以便向申請團體 /各區區議會講

解資助計劃的內容。  

 

(b)  「和．而不同」公民教育劇場計劃（與 Theatre 

Noir Foundation 合辦）  

 

「和．而不同」公民教育劇場計劃中的重點巡迴

劇《小藍孩》的第一場演出已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在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舉行。 Theatre Noir 

Foundation  現正跟已確認合作的其餘 11 間學校

安排巡迴演出及工作坊時間，預計於本年 10 月

中陸續展開。  

 

 

(c)  公民教育資源中心運作  

 

資源中心由 2014 年 1 月至 8 月的整體使用人數為

30,679 人，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7%，約相等於 2013

全年人數 39,477 人的 78%。資源中心會繼續透過

不同渠道向各中、小學、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及

社區團體宣傳資源中心的設施及邀請他們預約參

觀「公民廊」。  

 

資源中心剛於 8 月 2 日為公民大使進行培訓，以

增強他們的領導才能及鞏固團隊精神。當日共有

8 位公民大使出席。  

 

資源中心現正招募第三屆的「公民大使」，截止日

期為 10 月 10 日。  

 

秘書處已於 U Magazine 宣傳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及

公民大使，以增加市民對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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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小組  

 

5. 國民教育小組的工作進度如下：  

 

(a) 籌辦《從甲午之戰到抗戰勝利》展覽  

 

2015 年為中國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為了讓市

民更深入認識有關歷史，公民教育委員會、民政

事務局、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活

動籌委會，及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於 6 月 14 日

至 22 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了《從甲午

之戰到抗戰勝利》大型展覽。  

 

該展覽現已移師至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展出期至

2014 年 12 月底。開幕禮已於 9 月 1 日順利完成，

當日約有 100 人出席。秘書處已於晴報及 U 

Magazine 報導該展覽情況。  

 

(b)  國情教育電視節目輯「文化長河系列」 (與香港電

台合作 ) 

 

秘書處已安排於 2014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在添馬

艦政府總部、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聯和墟社

區會堂及長沙灣政府合署舉行「文化長河  –  萬里

行」巡迴展覽。  

 

委員會與香港電台電視部聯合製作的國情電視節

目「文化長河 - 山川行」系列中的「神農縴夫」

篇章及「文化長河 - 萬里行」系列中的「諸葛迷

陣」篇章分別獲取國際獎項 US International Film 

& Video Festival Silver Screen Award 及 2014 年

芝加哥國際電影節優異獎。  

 

小組於 6 月會議通過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新一輯

「文化長河 -古都行」系列節目，預計於明年 3 月

播放。此外亦會重新包裝「鐵道行」、「山川行」

及「萬里行」系列，預計於今年 12 月在香港電台

數碼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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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廣《基本法》工作組  

 

工作組議決在新一年繼續籌辦《基本法》問答比

賽及講座。鑑於 2015 年為《基本法》頒布 25 週

年，推廣內容除涵蓋《基本法》所有章節外，亦

包括《基本法》的歷史 (例如《基本法》的產生、

確立和實施等 )。一系列活動包括講座、問答比賽

及頒獎禮。活動預計由本年 11 月開始至明年 4 月

結束。秘書處正與東華三院及新界校長會商討籌

備兩次講座的細節。  

 

(d)  透過公民教育委員會出版的刋物及網頁推廣國民

教育  

  

小組會透過公民教育委員會出版的刋物推廣不同

的中國傳統價值觀，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如早前

於 kidults 刊登有關香港回歸後的發展及抗戰勝利

展覽情況。小組亦會繼續於公民教育委員會網站

內更新國民教育資訊。  

 

 

資料備悉  

 

6. 請委員備悉各小組的工作進度。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2014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