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通識教育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綜合人文科教師：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校園人權教育計劃」 (2020/21)【中學】
「教育旨在培養學童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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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自 2011 年開始在本地小學、中學、國際學校和大專院校推動人權教育工作。

10 年期間，每年超過 20 間學校參與校園人權教育計劃，累積近 6 萬名學生參與。
本計劃連繫通識科、綜合人文科的全人教育原則，亦呼應教育局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課程
發展方向，旨在透過到校專題講座、影片放映、校內展覽等活動探討不同人權議題，讓學生認識本
地及國際人權狀況，並建立尊重他人、關愛社會、責任感、承擔精神、平等共融等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同時，透過了解世界各地的狀況，亦能幫助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遇上難題時，懂得作出客觀分
析和合理的判斷，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1]

【4 個選擇國際特赦組織的原因】
1. 我們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人權工作得到國際認可
2. 擴闊學生視野，關注全球議題，發表報告了解人權狀況，討論各地例子
3. 學習尊重和關懷他人，了解平等的重要性，建構正面積極價值觀
4. 以生活化的例子教授人權法，對世界各地的人權範疇進行客觀和深刻的反思
相關科組：通識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綜合人文、倫理與宗教、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

 早鳥優惠（2020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申請）每項活動費用八折！
[1] 參考：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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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
一、到校專題講座（附校園資訊包）
主題多樣化，內容不時更新，亦可因應學校的課程需要而拓展更多主題：
A. 法治與人權：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如何保障人權，近年香港的法治爭議對人權的影響
B. 表達自由：本地及國際新聞、資訊自由及和平集會權利的例子，反思表達及接收資訊的重要性
C. 社會政治參與：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途徑、各地人權捍衛者的處境，探討現時各國的政治參與空間
D. 城市發展與人權：以本地及國際例子分析因發展而衍生的逼遷如何剝奪人權
E. 性別與人權：性別定型、性別暴力如何限制兩性的發展，各地邁向性別平等的趨勢
F. LGBTI：性／別小眾遇到歧視的狀況，近年各國的同志平權如何保障社群權利
G. 難民與尋求庇護人士：尋求庇護人士在港面對的困境，全球難民現況

時間：約 1 小時
費用：每次港幣 1200 元

二、人權紀錄片放映（附教學資源）
本會設人權紀錄片校園放映，讓學生透過電影學習人權知識。參考影片列表及詳情請見附件。
費用：每次港幣 800 元（內容包括本會編制的「人權教育映後閱讀材料及工作紙」）；
每次港幣 1500 元（內容包括映後談，及本會編制的「人權教育映後閱讀材料及工作紙」）
*

優惠：放映 4 部作品可豁免其中 1 部的費用！

三、校內展覽展板租借（附教學資源）
主題（中英對照）：(1) 《世界人權宣言》； (2) 死囚的最後一餐
租借期：最少 1 天，最多 15 天
費用：1 – 7 天

港幣 600 元；８至 15 天 港幣 1000 元

【老師評語】

【報名方法！】

「圖文影片並茂，議題及數據切合現況」

請將填妥的回條電郵或傳真至本會。

「讓學生了解香港現況，使同學更關注女性地位」

本會將會於一周內以電郵確認申請。

「例子可令學生有反思空間」

查詢電話：2300-1250

「有互動環節，容許學生反思」

傳真：2782-0583

「資料豐富、全面」、「情景代入環節可互動表達意見」
“Good combination of movie, in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電郵：hre@amnesty.org.hk

【提提你：活動可配合相關國際日！】
8/3：婦女節

21/3：消除種族歧視日

3/5：世界新聞自由日

20/6：世界難民日

5/10：教師日

10/10：世界反對死刑日

20/11：兒童日

10/12：人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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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http://www.un.org/en/sections/observances/international-days

附件：人權紀錄片列表 (按影片長度排序)
片名

語言 / 出品年份 /

* 本列表只供參考之用
內容

關鍵詞

時間 / 電影評級
世界杯小記者
Gabriel reports
on the World
Cup

巴西語對白，

2014 年巴西舉辦世界盃，但體育盛事的背後，盡是強

強迫遷拆

中英文字幕，

迫遷拆，貧民流離失所的故事。14 歲巴西少年 Gabriel

世界盃

2014，17 分鐘，

深受迫遷威脅，四出拍片訪問，揭示體育盛事對貧民和

表達自由

評級: I 級

兒童的影響。

班上有位怪同

荷蘭語對白，

小六生 Jason 是班上出名的怪人，全因他與典型男孩不

校園欺凌

學
Black and
White

中英文字幕，

同——只愛唱歌，不愛踢足球，因而受到同學排擠。

平等

2014，20 分鐘，

畢業表演在即，老師有何妙計，讓 Jason 忠於自己之

不歧視

評級: I 級

餘，亦能和同學重拾友誼？

尊重

快樂無窮
Sprinkles
4-ever!

荷蘭語對白，

12 歲荷蘭少女 Nicky，生活貧窮，身穿二手衣物，每

貧窮

中英文字幕，

周也去食物銀行拿取食物，有同學更嫌她窮而欺負她，

經濟、社會

2014，20 分鐘，

但她沒有氣餒，反而欣賞眼前的一切，樂於助人，更身

與文化權利

評級: I 級

體力行告訴別人不因貧窮而慚愧。

校園欺凌

敘利亞的烽火

敘利亞語對白，

敘利亞內戰烽火連天，9 歲的 Nora 隨父母逃亡到約旦

戰爭

小孩
The lion and
the brave
mouse

中英文字幕，

難民營。生活稍為安頓，心有餘悸，同時憧憬未來。到

難民

2014，20 分鐘，

底 Nora 如何逃難？難民營生活如何？她有何夢想？讓

兒童

評級: I 級

我們從她的故事思考戰爭對兒童的傷害。

敘利亞

香港廢死之路
Hong Kong’s
Road to the
Abolishment
of Death
Penalty

廣東話及英語對

本片訪問 90 年代修訂動議的前立法局議員李柱銘、為

香港歷史

白，中英文字幕，

死囚上訴辯護的大律師湯家驊、曾作出死刑判決的資深

死刑

2013，22 分鐘，

法官 Eric Barnes、歷史學者鄭寶鴻、曾是死囚的寶

生命權

評級: I 級

叔、在港推動廢死運動的甘浩望神父，透過重構歷史反

沒臉的女人
Saving Face

烏都語及英語對

故事環繞兩名巴基斯坦酸襲倖存者。她們因為拒絕性行

性別不平等

白，中英文字幕，

為、拒婚或約會，遭酸液毀容。尋求公義困難重重；海

追尋正義

2012，40 分鐘，

外歸來的整容醫生，即使巧手重建容貌，又能否重燃活

家庭暴力

評級: 2A 級

下去的希望？本片榮獲 2012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

巴基斯坦

名譽殺戮
A Girl in the
River: The
Price of
Forgiveness

旁遮普語對白，

莎芭受害時年僅 18 歲。爸爸及叔叔反對她與窮家子結

平等

中英文字幕，

婚，因而向她開槍，並將她拋入河。導演追訪多位涉案

性別暴力

2015，40 分鐘，

人士，重組案情，戮破「名譽殺人」背後性別不平等的

名譽殺人

評級: 2A 級

荒誕理由。本片榮獲 2016 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

巴基斯坦

哀悼女孩
It's a Girl

英語、坦米爾語及

南印度鄉村婦女公開討論如何殺掉多餘女嬰；印度婦女

生命權

普通話對白，

出嫁要支付昂貴嫁妝，是女嬰致命元兇。中國一孩政策

嫁妝文化

中文字幕，2012，

衍生強制絕育與販賣兒童的嚴重問題。性別屠殺的兇

兒童販賣

63 分鐘，評級: I 級

手，是官員、鄰人、親生父母。哀悼女孩，更哀悼整個

性別不平等

思死刑。

社會性別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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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校園人權教育計劃」 (2020/21)【中學】
回條


早鳥優惠（2020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申請）每項活動費用八折！

學校

聯絡人、任教科目

電話 (學校、手提電話)

電郵

學校地址

一、到校專題講座
主題

日期
(dd/mm/yy)

時間
:

-

:

:

-

:

學生人數／年級

備註或特別要求

學生人數／年級

備註或特別要求

二、人權紀錄片放映 (*須在九月初才能落實申請)
影片

放映日期
(dd/mm/yy)

映後談日期及時間
(如適用)

三、校內展覽
主題

物資借用時期 (最多 15 天)
至
至

【報名方法】
請將填妥的回條電郵或傳真至本會，本會將會於一周內以電郵確認申請。
* 如申請的活動為「人權紀錄片放映」則須在九月初才能落實申請。
查詢電話：2300-1250
傳真：2782-0583
電郵：hre@amnest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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