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教研室
「人道教育」義務導師培訓計劃 2018
人道教育是甚麼？
人道教育旨在促使個人可以從人道視野來分析處境，並鼓勵人們根據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基本原則及人道
價值，採取行動來應對人道危機。
香港紅十字會自 2002 年開始推行「人道教育」活動，為本會的紅十字青少年、學校學生及公眾人士提供
體驗式探索活動，讓參加者對「保護生命、關懷傷困、維護尊嚴」及「戰爭也有規限」等人道精神認識
與認同。
人道教研室是甚麼？
人道教研室是專責協助香港紅十字會推動「人道教育」的義工隊。本義工隊由一群熱心的人道教育義務
導師組成，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成立。多年來，先後有超過四百位義工完成培訓，並加入人道教
研室，籌組及帶領多項人道教育活動，傳播人道精神。
計劃目的：
整個培訓計劃為期約一年，分兩個階段進行，包括：1) 課堂培訓；2) 實習及持續進修。
透過本計劃，希望培訓有志人士成為義務導師，加入「人道教研室」義工組，協助本會推動「人道教育」。
(有關計劃之細節，請參閱後頁的詳細課程安排)

透過本培訓計劃，義工可以：
1. 認識「人道」這個獨特課題，學習如何以探索學習法推動「人道教育」活動；
2. 認識志同道合的伙伴，交流想法及協作舉辦各式「人道教育」活動；
3. 實踐所學，舉辦優質「人道教育」活動，向青少年、學生及公眾人士推廣人道價值，培育正向價值觀。
申請資格：

課程收費：

1. 18 歲或以上

港幣 $500

2. 操流利廣東話

(包括訓練課程收費、材料費、

3. 性格成熟、樂於與人協作

戰區 90 體驗活動收費等)

4. 對「人道教育」感興趣
5. 有志推動「人道教育」及認識「探索學習法」
6. 有決心完成整個計劃及日後積極參與「人道教育」活動
名額：
30 人
嘉許：
完成計劃要求的學員將可獲取「人道教育」導師資格及證書乙張，及加入人道教研室成為義工參與服務。

報名、面試及查詢：
1. 有興趣者請填妥報名表於 07/09/2018 或以前交回香港紅十字會人道教育中心。
-網上表格：

-郵寄/傳真/電郵：地址：香港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7 樓 (信封面請註明：「人道教育」義
務導師培訓計劃 2018) / 傳真：31034012 / 電郵：hec@redcross.org.hk
2. 申請人必須出席 19/09/2018 或 20/09/2018 晚上其中一場的面試，詳情如下：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內容(2 日面試內容相同)

19/09/2018 (三)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606-608 室

小組形式會面，透過面談加深對申請人的認識及向申請人

19:00-21:30

(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介紹本計劃的重點。

20/09/2018 (四)
19:00-21:30

3. 如對本計劃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5077118 查詢。
詳細課程安排：
1. 課堂培訓 (學員必須出席以下全部課堂，並積極準備及參與第四、五節的教學實習)
日期

地點

內容

29/09/2018(六)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606-608 室

體驗日：「人道教育」多元探索活動、

09:30-18:30

(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03/10/2018 (三)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606-608 室

19:00-22:00

(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10/10/2018 (三)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606-608 室

19:00-22:00

(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24/10/2018 (三)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606-608 室

19:00-22:00

(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04/11/2018 (日)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606-608 室

09:00-18:00

(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07/11/2018 (三)

香港紅十字會總部 606-608 室

第六節：課堂整合與第一階段訓練總結、學員遞交

19:00-22:00

(西九龍海庭道 19 號)

反思文章

「戰區 90」人道探索活動
第一節：「人道教育」的獨特課題

第二節：「人道教育」與探索學習法

第三節：「人道教育」的發展經驗與導師角色

第四節及第五節：
「人道教育」教學實習

2. 實習及持續進修*
學員在 2.1 至 2.4「實習及持續進修」活動中各類別參與至少 1-2 項，完成總數不少於 6 項，方為合格。
2.1 體驗活動 (在資深導師帶領下，擔任活動籌委或工作人員，吸收籌劃活動的經驗，培育帶領探索活動的技巧)
日期／時間

活動

內容

16/12/2018 (日)

戰火人間人道日營

參與日營前的準備工作、活動當日參與協助舉行人道日

09:00-18:00
1 月/2018-

營，向公眾人士及捐款者推廣人道價值
戰區 90

8 月/2019
1 月/2019-

應有關「戰爭中的兒童」的人道議題
青年人道法庭

3 月 2019
4-7 月/2019

參與協助「戰區 90」人道探索活動，促進參加者反思及回
擔任「青年人道法庭」的導師或工作人員，支援青少年從
活動學習國際人道法及人道精神

人道校園：人道探索之旅

參與活動籌委會，協助籌組活動，透過籌劃及帶領海外人
道探索之旅，讓青少年反思天災人禍中體現的人道價值

18/08/2019 (日)
1-7 月/2018

「人道教育義務導師培訓計劃」 策劃畢業習作，以探索活動展示一年的學習成果，並慶祝
畢業習作**

完成訓練計劃及人道教研室成立十二週年

「青年國際人道法探索課程」

協助各分區總部舉辦 YEHL，根據課程內容以探索式活動

(YEHL)

向本會青年會員推廣人道價值

2.2 自組體驗活動 (在資深導師支援下，自行籌組活動予義工及學員，提升發掘人道議題的能力)
日期／時間

活動

內容

20/02/2019 (三)

人道影院(一)

挑選合適的電影，舉辦電影分享會，負責宣傳及招募，並帶

19:00-22:00
17/03/2019 (日)

領活動後的解說，思考電影帶出的人道議題
人道旅運

14:00-18:00
17/04/2019 (三)

過實地的探索活動，反思戰爭等的人道議題
人道沙龍

19:00-22:00
08/05/2019 (三)

挑選合適的地點，舉辦戶外探索活動，負責宣傳及招募，透
挑選合適的主題，舉辦清談活動，負責宣傳及招募，在輕鬆
的氣氛下，就熱門的人道議題，帶領分享及討論

人道影院(二)

19:00-22:00

挑選合適的電影，舉辦電影分享會，負責宣傳及招募，並帶
領活動後的解說，思考電影帶出的人道議題

2.3 持續進修 (學員需參與相關活動/工作坊，深化對人道教育的理解)
日期／時間

活動

內容

待定

Red Talk

透過不同嘉賓的專題分享，參考其他人的人道歷程，從多角

(每年舉行 3-4 次)
待定
(每年舉行 2-3 次)

度對人道價值得到啟發
人道教育相關活動/工作坊

透過參與不同的活動、工作坊，於心態、知識、技巧等方面
加深對人道教育的認識

2.4 學員重聚日 (學員作出交流及分享，並就著不同人道教育主題進行專題探討，深化學習)
日期／時間

活動

內容

14/01/2019(一)

重聚日

透過重聚日了解學員的實習活動進度，

19:30-21:00

解決學員對人道教育的疑問，

01/04/2019(一)

就著不同人道教育主題進行專題探討，深化學習

19:30-21:00
15/07/2019(一)
19:30-21:00
＊上述的活動日期、時間及地點僅供參考，將有可能按實際情況變更，屆時將另行通知。
＊*學員將獲邀出席人道教研室週年慶祝暨導師嘉許活動，合格學員將於當日獲頒結業證書。
3. 畢業前反思文章
學員必須於 31/07/2019 或以前，遞交一份學員自我反思文章，回顧於本培訓計劃的學習成果及成效。
4. 完成課堂培訓、實習及持續進修，反思文章的學員，其表現達標者，將可獲取「人道教育」導師資格及證書乙
張，及加入人道教研室成為義工參與服務。
5. 畢業學員感言



課程深入淺出，由開初讓我們感受，慢慢推進到深層次的分析，希望未來可以再與大家仔細分析、研究，互
相交流。



這課程的導師開啟了我們的對人道的思考，亦給了我們一人一把鎖匙去開啟自己的心與思想去體會及學習人
道，讓我們往後的日子在不同的環境及情況下繼續拿著這把鎖匙去開啟自己的心與思想，保持中立的態度去
實踐並傳揚人道。



這個課程令我心態上起了變化，會更留意到人道新聞，意識到社會很多的事情都跟我們息息相關，我們並不
能袖手旁觀。希望日後亦能繼續參與！



正因為眼界擴闊了，我覺得我在日常生活上多了些「小」事情可以做到，希望從而影響到自己的同事及親友
也可多認識人道精神。



人道教育，也許並不是一個有公式設定的教育方式，是身教、心教，同時大家共同成長的過程，因為儘管定
義人道的界線不變，新的人道事件每一刻也在發生。

「人道教育」義務導師培訓計劃 2018_報名表
甲部.個人資料
姓名(請根據身份證上姓名填寫)：
（中）

先生／小姐*

（英）

Mr./Miss*

電話：（手提）

電郵：

身份證號碼(英文字母及首 4 個數字)：

出生日期(DD/MM/YY)：

請選擇：

或

1.公眾人士

2.現任香港紅十字會成員

選擇(2)者，請同時提供以下資料：
所屬部門：_________________(部門，如 YV) 及 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單位，如 AVG)
全職職員

義務職員

報名途徑：本會網頁

團長

成人團委員

成人團會員

成人義工

其他：

宣傳電郵

總部消息

朋友介紹

其他：

教育水平：大學

大專

預科

中學

其他：

能操語言：廣東話

普通話

英語

其他：

乙部.個人學歷及經驗

專業資格：
曾否參與人道教育的培訓活動：(如有請儘量說明)
對計劃的期望：(如有請儘量說明)
面試安排(請填寫欲出席的面試日期，如 2 天皆可，請同時選取，以便負責同事編排面試小組。謝謝。)
19/09/2018(星期三)，19:00-21:30

20/09/2018(星期四)，19:00-21:30

丙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請細閱以下內容，並於清楚明白後簽署確認*
香港紅十字會盡力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條例 ) 中所列載的規定，確保儲存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及有妥善的儲存方法。為保障
資料當事人的利益，本會只收集當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作會員/義工服務用途，並只依照上述所說明的用途以及為推廣(見下文)使用該等資料。
香港紅十字會可能運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以便本會日後與你通訊、籌款、作活動/培訓課程邀請或
收集意見的推廣用途。倘本會未得到你的同意之前，本會不可以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推廣之用途。你亦可以隨時要求本會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
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費用全免。日後查閱或更新個人資料，請隨時致電 2802 0021。
倘你同意本會的上述安排，請於下方簽署。
如你不同意上述安排，請在簽署前於下欄加上 “”號表示。

□

本人不同意香港紅十字會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上述推廣之用途。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除不適用者。
＊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只會用作是次申請之用，課程後將會銷毀。
＊申請截止日期：07/09/2018。合資格的申請人必須出席 19/09/2018 或 20/09/2018 其中一場面試。本會將設
有專人經電郵通知面試安排。
＊課程費用繳交方法：請以劃線支票，於面試當日邀交。
注意：支票抬頭：香港紅十字會。支票背面請註明：參加者中文全名「人道教育」義務導師培訓計劃 2018

網上報名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