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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計劃簡介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由Roundtable 
Community轄下通識教育交流協會以及合作夥伴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

研究中心和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聯合籌辦。本計劃認為國民教育應促進

學生對國家事務的關注和投入，讓他們建立與國家休戚相關的共同情感和認

知，以及對國家發展的獨立看法。為此，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希

望配合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指引，藉整合通識教育科「現代中國」單元內

容與國民教育概念，發展相關教材、教師專業培訓及支援活動，推動容納多

元思維的國民教育方式，建立學生對國家事務的關懷和認同感以及對國家國

情的多角度批判意識。本會期望這次合作將成為非政府組織、大專機構與學

校三方推動教育發展的新模式，優化香港學習環境。

本計劃將由以下管理委員會負責督導、管理及監察質素︰

委員會召集人 沈旭暉博士 (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召集人)

委員

(按筆劃序)

王秉豪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

許正宇先生 (香港證監會上市科副總監、香港未來基金會主席)

梁恩榮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

張灼祥校長 (拔萃男書院校長)

張銳輝老師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會主席)

馮智政先生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

劃」工作小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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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pporting Programme of Liberal Studie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1.  配合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一套不單培養學生國家情感，而且還有對

國情有深入剖析、訓練學生擁有宏觀視野及批判性思考的「現代中國」單

元教材，推動國民教育融入正規課程當中；

2.  透過專業講座和教師考察團，提升教師對今日國情的了解，並提供教學資

源予教師使用；

3.  透過各種不同學習活動，讓學生了解中國國情和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建立自己對國家的獨立見解；

4.  透過由近到遠、由引導到自主的學習過程，讓學生懂得以理性和多角度思

考剖析現代中國的發展情況，以及中華文化在當代之價值；並加強學生對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

計劃效益

一、 課程新理念

 結合通識教育科的常規課程，將國民教育以全新的角度及方法融入教

學，貫通學科知識、技能及態度。

二、教材新發展

由本計劃同工、學者及教育界前線工作者共同參與為通識教育科今日中

國單元提供新的參考資料及課堂活動設計。本計劃教材將以議題為中心

的模式發展，並配合非形式教學活動，協助學生從多元角度掌握現代中

國資訊，並培養積極投入國家事務的態度。

三、共同的參與

參與計劃的學校及老師將會成為計劃的課程發展小組成員，共同締造非

政府組織、大專機構與學校合作發展教材及學與教活動的新模式。

四、支援學與教

本計劃同工將協助前線教師籌備計劃內的各項活動，並提供相關報告及

資料，日後學校可自行籌辦。另外，本計劃同工亦將於開學前籌備本計

劃教材資料，並將之整理，提供予夥伴學校老師，有助提升備課效能和

發展教材。

計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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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講座系列

本計劃首個項目為「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講座系列，共分三場，首兩

場為知識篇，內容是今日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為前線老師及學生提供現代中

國發展重要資訊和相關分析。第三場為理論篇，定題為：「通識教育與價值

教育：中國國民與世界公民的培養」，講者們將與前線老師一起分享通識教

育與價值教育的關係，探究有關學科對學生成長、投入國家與社會的價值與

意義。

聽講證書：通識教育科老師凡參與一場「知識篇」講座及一場「理論篇」講

座將可獲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宗教教育與心靈教

育中心及Roundtable聯合頒發的聽講證書乙份以作證明。

2010-2011夥伴學校協作計劃簡介會

本計劃將於二Ｏ一Ｏ年三月中舉辦計劃簡介會，邀請各學校通識教育科

老師參加。簡介會上，計劃同工會講解整個計劃的基本概念、內容及流程、

夥伴學校計劃的參與度和計劃的質素監察及管理。

日  期：2010年3月17日 (星期三)

時  間：5:00-5:45p.m.
地  點：九龍塘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 LT 1
對  象：通識教育科老師

語  言：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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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講座 (知識篇)

講題：30年來中國行政改革回顧與管治的挑戰

三十年「改革開放」中我國一方面進行翻天覆地的各項行政改革，涵蓋

政府架構及人員精簡、幹部管理體制改革與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建立、財政改

革、反貪腐、國有企業改革等等；但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仍屬禁區，政

改與其他改革往往並不配套。張炳良教授將按此分析並說明當代中國管治的

挑戰、政治對行政改革的影響，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張力等。

講者：張炳良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張炳良教授， GBS, JP，香港教育學院校長，並兼

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張教授專研公務員制度、公共管治

與政策、亞洲地區公共管理改革、及香港與中國政治發展

等。曾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及書章逾百篇，並定期在香港報

章《明報》、《信報》、及英文《南華早報》等發表政論

時評。

日  期：2010年3月17日 (星期三)

時  間：6:00-7:30p.m.
地  點：九龍塘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 LT 1
對  象：通識教育科老師、學生及有興趣之社會人士

語  言：廣東話

張炳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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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第二場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講座 (知識篇)

講題：香港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角色

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經歷了不同時期的發展與困難。2000年

後，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世界經濟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香港

作為中國對外的一個橋頭堡，所扮演的角色無可取替。廖女士將會就改革開

放以來中國面對的經濟狀況作回顧，並就中國入世後，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作

出分析。此外，她亦會談及中港兩地融合所面對的危與機。

講者：廖美香女士 (《信報月刊》副總編輯)

主講嘉賓是《信報月刊》副總編輯廖美香女士。她在

業界以至社會上建立了專業的地位，其中立而獨到的見

解一直為社會人士所推崇。廖女士多年來在信報工作，所

見所聞將可擴闊參加者視野，加上多年歷練出來的分析能

力，對於現時中國和香港所面對的政治經濟狀況，肯定能

提供一番獨有見解。

日  期︰2010年3月23日 (星期二)

時  間：6:00-7:30p.m.
地  點︰九龍塘多福道耀中國際學校 LT 1
對  象：通識教育科老師、學生及有興趣之社會人士

語  言：廣東話

廖美香女士 

booklet-text201021_lin.indd   6 2010/3/3   下午 05:54:15



7"Looking Deep" in Modern China: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Supporting Programme of Liberal Studie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第三場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講座 (理論篇)

講題：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中國國民與世界公民的培養

講者： 梁恩榮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

            林輝先生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項目經理)

主席：何榮漢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經理)

是次講座定題為「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中國國民與

世界公民的培養」，由梁恩榮博士和林輝先生主講，何榮

漢博士擔任主席。他們將與前線老師一起分享通識教育與

價值教育的關係，探究有關學科對學生成長、投入國家與

社會的價值與意義。

梁博士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副教授，

兼任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多年來專

注於公民教育、人權教育、民主教育和價值教育的研究及

推動工作。林輝先生則是一名註冊社工，為本港著名評論

員，最近於香港電台第一台主持節目第四代自爆，同時亦

為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獨立媒體編輯和本計劃

項目經理，多年來對社會上不同議題均有深入的探討，而

且瞭解青年人的心理及需要。

日  期︰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

時  間：5:30-7:30p.m.
地  點︰香港教育學院D1-LP-06
對  象：通識教育科老師、學生及有興趣之社會人士

語  言：廣東話

交  通： 本計劃將安排專車由荃灣、九龍塘及中環三個地方往返香港教育學

院。交通詳情將於報名後，由計劃同工提供。費用全免。（專車只

適用於第三場講座）

梁恩榮博士

林    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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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政經中國」全港中學辯論比賽

中國國力近年不斷上升，其政經狀況及發展已成為世界重要的關注點。

然而，中國社會內也存著不少隱憂如貧富懸殊、城鄉差距及三農問題等。本

計劃舉辦「政經中國：全港中學辯論比賽」，希望透過不同具爭議性的中國

政經辯題，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中國時事，並透過辯論過程，更投入國家

事務當中，增強國民認同感。

賽  期：2010年4月至7月

對  象︰全港中學生

比賽形式：每間中學可派一支隊伍參賽。比賽將以淘汰賽形式進行，每回合

勝方可獲出線資格，分第一回合初賽、第二回合初賽、半準決

賽、準決賽和總決賽五輪賽事。分主辯、一辯、二辯及結辯，

主辯及結辯需為同一人。初賽之後，設台下質詢環節。

獎        項：設冠、亞、季軍各一名。每場比賽設一名最佳辯論員獎。

獎        品：一、獎座：冠、亞、季軍學校各得獎座乙個

二、獎狀：冠、亞、季軍隊伍成員各獲獎狀乙張

三、書券：冠軍隊伍可獲$6,000書券

亞軍隊伍可獲$3,000書券

季軍隊伍可獲$1,000書券

每場最佳辯論員獲$100書券

截止報名日期：2010年3月2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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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夥伴學校協作計劃

本計劃經費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贊助，除個別活動參與者需要自行繳付
費用外，學校無須支付任何費用。本計劃共分教材發展、教學支援活動及
「城鄉差異」教師考察團三個主要部分，內容如下：

「現代中國」單元教材發展

本計劃會設計一套適用於通識教育科「現代中國」單元的教材。當中包
括「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兩個主題，教材將包括建
議教學程序、教學資料、工作紙及配合相關內容的多媒體光碟。內容擬定如
下：

主題一：中國的改革開放

分題 議題/事件闡述 探究問題

1.  改革開放與

四個現代化

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政府工作報告》(1964
年)中提出農業、工業、國防
和科學技術之現代化。到1980
年，鄧小平於《目前的形勢和
任務》中，再次指出加緊四個
現代化對當前中國發展形勢的
重要性。直至目前，四個現代
化仍然是改革開放非常重要的
概念及方向，影響當代中國發
展近半個世紀。

1.    四個現代化如何反映國家近半
世紀的發展方向、定位和國策
的核心理念呢？

2.  四個現代化為中國帶來了重大的
發展，但同樣衍生了什麼問題？

3.  就國家整體發展而言，你認為四
個現代化有何貢獻和局限呢？

2.  社會問題與

改革
1978年，中央政府提出對內
改革，對外開放的重要決策，
根本地改變整個中國的經濟模
式，亦同時引發了不同社會問
題。當中三農問題和城鄉差距
已成為當前國家必須解決的難
題。中國要再進一步成為世界
強國必須在政治、經濟、管理
和民生改革中著手，處理這些
內在隱憂。為此，胡錦濤於03
年提出「科學發展觀」，務求
在「全面、協調、可持續」的
基礎上平衡經濟發展與各種社
會問題。

1.  三農問題、城鄉差距等問題的成
因是甚麼？為什麼構成中國社會
不安因素呢？

2.    中央政府採取甚麼方法處理這
些社會問題？是否適當和行之
有效？有哪些因素影響這方法
所發揮的效能？

3.    科學發展觀的內容及落實方式
為什麼能夠針對當前中國各種
基於經濟高速增長而引發的問
題呢？你認為是否有助中國發
展？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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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分題 議題/事件闡述 探究問題

3.   經濟全球化

與中國入世

經濟全球化已是眾所週知的事
實，而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其中
一個重要產物及標記。隨著中
國正式加入世貿，代表著中國
經濟及商貿正式和世界接軌，
大大加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
參與。但另一方面，這同時亦
表示中國必須逐步依隨國際準
則處事，對其內在政經系統產
生不少衝擊。

1.  中國入世產生甚麼挑戰和機遇
呢？背後有什麼因素呢？

2.  中央政府怎樣調節國內的經濟
系統和法規與國際準則接軌和
迎接世界市場競爭呢？當中引
發甚麼問題？影響如何？

3.  你認為中國能否和可否接受國
際準則的規範？原因何在？

4.   政經改革對

內地人及港

人身分認同

的影響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進行
政治和經濟改革，並改善外交
關係。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
三十周年，內地和香港進行了
大型文宣活動，總結三十年以
來的成果。香港人的中國評論
在三個時期：改革開放初期、
六四事件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
的不同，某程度可以反映港
人對中國的認同逐步加深和轉
變。

1.  長期受到殖民管治，香港人對
中國的認同如何轉變？某些重
要時期對中國的評論，如何反
映港人身分認同的轉變？這些
轉變的原因何在？

5.   國家發展與

保育

保育已成為近年國內及香港社
會重要議題。過往，政府往
往只重視推高經濟增長而輕
忽環境及文化保育的重要性。

2003年胡錦濤提出「科學發
展觀」，指出在發展經濟同時
需要兼顧人本身的價值和平衡
環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大
大改變過往只以經濟增長為目
標的策略。他更指出社會永續
發展的重要性。這個共產黨新
確立的指導思想及其落實情況
將影響著整個中國未來的發
展。

1.  競逐經濟增長背後，中國需要
付出甚麼代價，這種代價如何
為環境及文化帶來壓力？

 

2.  改革開放所採用的發展模式，
到今時今日會否已過時？原因
何在？

3.  你認為現時中央的政策取向是
否 有 助 建 立 一 個 新 發 展 模 式
呢？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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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分題 議題/事件闡述 探究問題

1.   多元的中華

文化：內部

衝突與融合

自古以來從來沒有固態的「中
華文化」，隨著歷史遞進，以
中原農耕為核心的漢族文化與
四周文化衝突和融合，形成今
日廣義上的「中華民族」。而
現時，中國境內仍存在著56個
大小民族。漢族與這些小數民
族的相處及文化相融逐漸成為
國內管治的重要課題。

1.  中央向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
進行漢族移民的政策，為當地少
數民族帶來了甚麼影響？

2.  近年中國境內的漢族與少數民族
衝突的原因何在？雙方代表人物
或民眾持有甚麼意見？你對這些
意見有何回應呢？

2.  祭祀活動與

國族認同

隨中國國力上升，中華民族的
認同意識也日漸提高。在2004
年，陝西省舉辦了全球首次的
「華人華僑大祭祖」、2009
年台灣總統馬英九亦於台灣圓
山忠烈祠遙祭傳說中的華人始
祖黃帝。這些儀式一方面帶來
旅遊收益，同時亦建構國族意
識，當中亦牽涉身分認同、情
感因素和文化價值等問題。

1.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祭祀扮演了
什麼角色？而今時今日如何轉
變？

2.  現時中國的共同祭祀活動，其儀
式意義和文化意義如何？能否有
助延續傳統？

3.  你認為今日舉行的共同祭祀儀式
能否繼承過往在民族中扮演的角
色？原因何在？

3.   養生之道與

商品化

傳統中華文化發展出很多不同
養 生 方 式 ， 例 如 ： 太 極 、 中
醫、禪修和武術等。在現代資
本主義下，加上已發展國家消
費組群對健康的追求，這些傳
統的養生方式逐漸被賦予商業
價值。這個分題中，學生可反
思傳統養生方法商品化現象，
思考中華文化的價值。

1.  傳統養生之道與現代科學、價值
觀有沒有存在矛盾之處？

2.  商品化過程是文化價值的再創
造，發揚傳統智慧，還是徒具形
式的謀利方法？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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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分題 議題/事件闡述 探究問題

4.  古物古蹟、

文化活動與

旅遊發展

中國歷史悠久，古蹟除座落於
名山大川，亦有不少位處市中
心。如何保存和活化古蹟是城
市規劃發展的重要課題。為發
展文化旅遊，不少地區古蹟都
設計仿古習俗，吸引遊客。透
過旅遊業保存文物文化，或是
借用古物古蹟發展旅遊業，到
底如何影響人民生活和文化，
是研究中國一個新興課題。

1.  將古蹟古物、文化活動規劃成旅
遊項目，在何等程度上有助文化
保存？而又同時對傳統文化帶來
甚麼衝擊？如何達至經濟利益的
追求和文化保育間的平衡呢？

5.  西部大開發

與文化承傳

西部大開發是中央政府推動的
戰略政策，旨在利用東部沿海
的經濟力量推動西部地區的發
展。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
由總理朱鎔基領導的西部地區
開發領導小組。經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審議後，西部開發包括
四個主要項目：西電東送、南
水 北 調 、 西 氣 東 輸 和 青 藏 鐵
路。

這些項目將對中國西部產生巨
大影響，而在經濟發展背後，
卻 衝 擊 著 當 地 少 數 民 族 的 生
活。

1.  作為國家重點項目，西部大開發
對中國地區的發展模式產生哪些
影響？

2.  西部大開發如何影響當地習俗和
文化？經濟發展是否凌駕於少數
民族文化的保存？你個人見解如
何？

#    本計劃將安排有關教材於夥伴學校內進行試教。期間，本計劃同工將前往各校觀察

和記錄教材的適用性及學生反應。工作小組將提交觀察報告予管理委員會由各專家

提供修訂意見。

**  協助本計劃的夥伴學校老師，將會自動成為本計劃的課程發展小組成員，各教材內

均會鳴謝各老師及夥伴學校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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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支援活動

本計劃將協助學校組織全方位學習日、到校工作坊/講座及提供菁英學

生的訓練，讓學校獲得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並直接惠及夥伴學校學生。

到校活動

「西部大開發」學生全方位學習日

本計劃將協助學校組織以「西部大開發」為題的全方位學習日。內容主

要以新疆為個案，透過講座、工作坊、大型遊戲和分組活動，讓學生通過資

料整理及課題研討，從而掌握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內容及其引起的各種矛盾衝

突與問題。

到校獨立專題探究工作坊/講座

本計劃將與夥伴學校合作，組織到校獨立專題探究工作坊／講座，以協

助學生從日常接觸的文化現象及時事議題，連繫到現代中國層面，並指導他

們如何就個別議題進行獨立專題探究，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專題包

括：

  粵港合作：可能與不可能

  中港連繫與中國跨省建設

  一國兩制下的民主發展

  中華文化的保存與宣揚

  香港在中國經濟發展史的角色

    (夥伴學校亦可提議其它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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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菁英學生「中國學」研究與訓練

本計劃特別籌備以下兩項大型聯校活動，供各校菁英學生可以互相交

流、切磋，並促進他們對探索中國不同課題的興趣和研究能力。夥伴學校菁

英學生參與以下活動將獲發培育證明書乙張。學校可派出不同菁英學生分別

參與兩個活動。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專題探究與報告比賽

「五年計劃」是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的一部分，主要針對規劃全國重大建

設項目、生產力分佈及國民經濟重要比例關係等，為國民經濟制訂長遠發展

目標和方向。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將於2010年完成，屆時將會推出第十二個

五年計劃，中國政府將如何規劃下一個五年，這正是是次專題探究比賽的主

題。比賽將由本計劃大專生導師引導參賽學生搜集相關資訊，並運用創意，

為下一個五年計劃提出一個發展綱要及可行辦法，為國家獻策。

每所夥伴學校可派出最多兩隊隊伍參賽，每隊由4-6人組成。各隊伍成

員均可免費參加本計劃提供的培訓工作坊或講座，學習解讀政府文獻、分析

國家發展資訊、整理報告等專題研究技巧。參加報告比賽學生同時需要學習

分析及檢討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推動及發展情況，找出當中的優劣之處，從

而建立自己對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是次比賽共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及兩名優異獎。得獎隊伍學校亦可獲

獎座乙個。所有參賽作品亦會結集出版。報告比賽得獎隊伍將被安排於成果

發佈會及展覽中分享經驗。

「模擬國務院」活動營 (3日2夜宿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是中國最高權力執行機關。本活動將根據國務院

架構，設計模擬會議，讓參加同學分別扮演不同部門的代表，嘗試參與國家

決策。宿營期間本計劃大專生導師將引導同學進行資料搜集、研討分析及預

備發言，從而學習以宏觀角度分析議題和商討國策。本活動亦協助學生檢討

現行中國管治情況，分析當中優劣之處，從而提出自己的決策見解。

活動營將於四月或七月份舉行。營前將設培育聚會2次，讓參與學生瞭

解國務院運作及在國家中扮演的角色。本營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各參與菁英

學生半數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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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差異」教師考察團

城鄉差異是中國改革開放面對的重要問題之一。為使教師了解國情和中

國改革開放後的重大改變，提昇教師在通識及國民教育的專業質素，本計劃

將於2011年7月組織為期6日的「城鄉差異」教師考察團，讓參與教師認識

中國城市急速發展背後所引致的城鄉差異問題。本計劃將於考察團完畢後，

製作一套「城鄉差異」的學習短片，贈予全港中學，以供教學參考。優質

教育基金贊助參與老師半數旅費。本考察團將採用Roundtable模式，揉合

Roundtable的中立性及網絡性，打造一個理想的溝通平台，締造公民參與

及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機會，並讓前線老師將有關資訊轉化為教學資源。

 

日  期︰2011年7月

對  象︰通識教育科老師

地  點︰山西省

費  用︰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參與老師半數旅費

構思中的活動包括三個部分：

1. 認識山西省重工業和煤礦業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和難題；

2. 瞭解城市發展衍生的種種問題；

3. 思考中國城鄉差異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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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夥伴學校教師參與度

  進行校內試教，為本計劃教材內容及設計提供前線專業意見；

  與本計劃同工協調時間，安排各項教學支援活動的舉辦日期；

  安排合適學生參加本計劃各項活動，並於需要時發出家長信；

   接參與興趣及學校教學需要參與教師考察團，並利用教育特輯向校內高中

學生分享改革開放報的最新國情及考察感受；

  按需要，參與本計劃「教材及學習活動成果發佈會及展覽」分享經驗。
 

#   本計劃內所有活動資料及筆記將提供予夥伴學校，供學校日後參考及自行應用。

**  本計劃將於出版的教材、教師考察團光碟和成果發佈會及展覽鳴謝參與協作計劃的

各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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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學校協作計劃時間表

教材發展 支援教學活動 教師考察團

2010年5月
探訪學校瞭解需要

2010年6月

2010年7月

預備教學資料及設

計課堂活動
2010年8月

2010年9月

2010年10月

1.  預備教學資料及

設計課堂活動

2.  進行試教及修訂

教材

1.  「西部大開發」學

生全方位學習日：

與學校協調時間

2.  到校獨立專題探究 

工作坊/講座：

與學校協調時間

3.  「第十二個五年計

劃」專題探究與報

告比賽：

11月報名

1-3月培育活動

4月初賽

6月初決賽

4.  「模擬國務院」活

動營：

4月或7月舉行 

2010年11月

2010年12月

2011年1月

2011年2月

2011年3月

2011年4月

2011年5月

提交報告予管理委

員會及商討整體修

訂

2011年6月 修訂教材

2011年7月 設計及排版
「城鄉差異」教師

考察團

2011年8月
完成教材及郵寄至

全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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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工作小組名單及聯絡方法

主  席：馮智政先生 (Roundtable 研究所及網絡   秘書長)

成員(排名不分先後)：

林　輝先生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項目經理)

盧日高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高級研究助理)

曾家洛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項目主任)

廖本勤先生 (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項目助理(教育幹事))

呂兆康先生 (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項目助理(教育幹事))

甘文鋒先生 (Roundtable   會員)

報名、查詢及聯絡：

Roundtable Community呂兆康先生

電  郵：thomsonlui@roundtable.com.hk
電  話：2111-5890
傳  真：2111-5883

計劃網頁：http://www.roundtable.com.hk/MordemChina

Roundtable Community辦事處地 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 勤達中心21樓21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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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2111-5883或郵寄至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 勤達中心21
樓2107室Roundtable Community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本校/本人現報名參加：

 2010-2011 夥伴學校協作計劃簡介會。

參加人數(老師/學生/公眾人士)：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講座系列

參加人數

(老師/學生/公眾人士)

講座日期及

時間
地點 講題及講者

3月17日

6:00-7.30p.m.

耀中國際學校

 LT1

知識篇： 30年來中國行政改革回顧與管治的挑戰

講    者：張炳良校長

3月23日

6:00-7.30p.m.

耀中國際學校 

LT1

知識篇： 香港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角色

講    者：廖美香副總編輯

4月14日

5:30-7.30p.m.

香港教育學院

D1-LP-06

理論篇：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 中國國民與世界公民的培養

講    者：梁恩榮博士

　　　    林　輝先生

***   本校/本人 將乘搭由 荃灣 / 中環 / 九龍塘 (請刪去不適用地點)出發往返教院參與第三

場講座（專車只適用於第三場講座）。

  本校/本人希望領取聽講證書。

# 教師參加任何1場知識篇講座及1場理論篇講座可獲發聽講證書乙張

                                                                                                                                                                 

 本校報名參與「政經中國」全港中學辯論比賽   領隊老師姓名：                                                 

                                                                                                                                                                  

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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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共同「睇」：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本校報名參與2010-2011年度 夥伴學校協作計劃

計劃代表老師：甲、                                                                                                                                              

乙、                                                                                                                                             

丙、                                                                                                                                       

丁、                                                                                                                                          

(學校可自行派出至少一名老師參與，該老師將成為課程發展小組成員。)

請參與以上任何一項者均需填妥以下聯絡資料：

聯絡人姓名：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請參與2010-2011夥伴學校協作計劃的學校校長簽署及蓋印。

（參與其餘項目無須填寫以下部份）

校長簽署： 學校蓋印：

查詢及聯絡：Roundtable Community呂兆康先生

電郵：thomsonlui@roundtable.com.hk        電話：2111-5890         傳真：2111-5883

計劃網頁：http://www.roundtable.com.hk/MordemChina

Roundtable Community辦事處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1號 勤達中心21樓21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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