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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認為，課程發展議會應參考國際人權公約，於修訂《學
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建議重點（討論稿）（下稱修訂課程指引）中加
強人權教育的元素—締造人權友善學習環境，培養幼童學習和尊重人權。

一、學前教育應包括人權
2.

《世界人權宣言》
、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
1

皆訂明教育目的包括「加強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
，以促進普世人權文化。

上述兩份公約適用於香港。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亦訂明，專業教育工作者
「應把尊重人權的教育視為要務」
。2可見，國際人權公約和本地專業守則均
確認教育包括人權教育。
3.

人權教育應從小開始。香港教育應與國際人權標準接軌。本會建議，當局應
於修訂課程指引中加入「培養幼童尊重人權」的課程宗旨、學習目標和學習
期望舉隅，讓學童自小學習人權，尤其認識《兒童權利公約》，並尊重他人
權利，不歧視，接納差異，擁抱多元。當局可參考聯合國「引導兒童熟悉人
權概念—循序漸進法」有關學前至初小學童人權教育的建議（附表）
。3

1

見《世界人權宣言》第 26(2)條。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 13(1)條。
《兒童權

利公約》第 29(1)條訂明教育兒童目的應是：「(a) 最充分地發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b) 培養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尊重；(c) 培養對兒童父母、兒
童自身的文化認同、語言和價值觀、兒童所居住國家的民族價值觀、其原籍國以及不同於其本
國的文明的尊重；(d) 培養兒童本著各國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體以及原為土著居民的人
之間諒解、和平、寬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會裏過有責任感的生活；(e) 培養
對自然環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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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締造人權友善校園，落實兒童權利及參與
4.

教師身教亦同樣重要。本會建議，當局應於修訂課程指引中，訂明學校和教
師有責任締造人權友善校園， 4 予幼兒從尊重人權的氛圍中學習和實踐人
權，並給予學校相應資源。譬如學校和教師應致力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四
大原則：一、人人平等，無所歧視；二、兒童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三、生
存和發展權；四、兒童表達主見權。5

三、加強人權培訓
5.

當局亦應加強培訓在職教師及師訓學生的人權教育，包括人權知識、尊重人
權的態度、捍衛人權的能力及掌握符合人權的教學法。當局可參考聯合國《人
權教育和培訓宣言》(2011)和《世界人權教育方案行動計劃》
。其中，
《宣言》
第 2(2)條訂明：
「(a) 開展人權方面教育，包括介紹和講解人權規範和原則、
其所依據的基本價值以及其保護機制；(b) 借助人權開展教育，包括採用尊
重施教者和學習者雙方權利的教學方法；(c) 為人權而開展教育，包括使人
具備享受和行使自身權利並尊重和維護他人權利的能力。」6

四、加入多元公民身份
6.

在修訂課程指引的「4.4.6 個人與群體」中，當局由現時指引「認識中國文
化，從而建立國民身份的認同」7改為「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及作為中國人的
身份，並尊重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8。

7.

本會認為，修訂課程指引從著重情感的「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改為著眼於認
知的「認識身份」，實屬進步。不過，當局應於修訂指引加入「幼兒初部認
識多元公民身份」，9包括世界、國家及地域公民身份，而不僅限於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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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尤其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少數族裔學童亦會於主流學校讀書，學童自
小認識差異，尊重多元身分，非常重要。
8.

此外，在「4.4.6 個人與群體」，當局由現時指引「擴大生活領域，從認識
自己進而認識社會，明白個人與社會的密切關係，建立公民意識」的學習目
的10改為「主動認識各類群體 (例如：家庭、學校、社區、社會、國家)，展
現投入和積極參與的態度」
，並臚列「關心社區和社會發生的事情」為學習
期望舉隅11，有弱化公民意識之嫌，當局應解釋修訂理據。

五、總結：本會建議
一、修訂《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應包括人權教育
9.

當局可參考聯合國「引導兒童熟悉人權概念—循序漸進法」
，於修訂課程指
引加入「培養幼童尊重人權」的課程宗旨、學習目標和學習期望舉隅，讓學
童自小學習人權，尤其認識《兒童權利公約》
，並尊重他人權利，不歧視，
尊重差異，擁抱多元。

二、修訂《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應包括多元公民身份
10. 當局應於修訂課程指引「4.4.6 個人與群體」加入「幼兒初部認識多元公民
身份」，包括世界、國家及地域公民身份。
三、推廣人權友善校園
11. 當局應於修訂課程指引訂明學校和教師有責任締造人權友善校園，保障兒童
權利和參與，予幼兒從尊重人權的氛圍中學習和實踐人權，並給予學校資源
付諸實行。
四、加強師資人權培訓
12. 當局應參考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及《世界人權教育方案行動計
劃》
，加強在職教師及師訓學生的人權教育，包括人權知識、尊重人權的態
度、捍衛人權的能力及符合人權的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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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節錄：聯合國「引導兒童熟悉人權概念—循序漸進法」學前至初小學習階段的人
權教育：12

年齡

學習目標

關鍵概念

實踐活動

具體人權問

人權標準、

題

制度和機制

幼稚園及

* 自我尊重 * 自我

* 責任

* 種族主義

* 課堂守則

初小(3-7

* 尊敬父母 * 集體

* 公平

* 性別歧視

* 家庭生活

歲)

和老師
* 尊重他人

* 個人責任 * 自我表達 * 不公平

* 社會標準

/聆聽

* 傷害他人

* 《世界人

* 合作/分

（感受、身

權宣言》

享

體）

* 《兒童權

* 小組工作

利公約》

* 獨立工作
* 凡事了解
前因後果
* 同理心
* 民主
* 解決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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