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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UNESCO Hong Kong Association 

使命 

「通過教育、科學、文化，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推動國際間交流。」 

 

目標 

 秉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目標，開展教育、科學、文化項目及計劃 

 發揮香港技術及人才優勢，積極支援內地和香港的長遠發展 

 維護及宣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使命及目標 

 加強香港在國際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UNESCO HK致力策導和推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核心使命，在尊重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為不同文

明、文化和民族之間開展對話，創造條件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全球願景。 

 

 

 

 

 

 

 

 

 

 

 
項目架構

名譽會長  陶西平 教授 

會長 劉秀成 教授 SBS JP 

副會長(教育) 李 鍔 教授 JP 

副會長(科學) 鄭耀宗 教授 CBE JP 

副會長(文化) 陳達文 博士 SBS 

副會長(發展) 趙令揚 教授 

副會長 李紹鴻 教授 SBS ISO JP 

副會長 陳增聲 教授 

副會長 梁美智 女士 

副會長 英汝興 先生 MH 

副會長兼秘書長 張 沁 女士 

*U8 指香港協會與來自包括中國不同省市地區 

 教科文組織協會組成的一個教科文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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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全國聯合會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協會全體理事會成員及同仁“以通過教育、科學、文化，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推動國際間交流”為

使命，共同努力，在教育、科學、文化等幾個方面組織開展了各項活動，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教育 

全方位開展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 

 

 

 

 

 

 

 

 

 

 

                                                   

                                                     2011 年 U8 攜手共進計劃 

 

 

科學 

 

 

 

 

 

 

姊妹校計劃 
為中國各省市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協會會員學校及香港

「UNDESD 計劃–香港學校網

絡」成員學校，於 2011 年安

排首批「姊妹校」配對。每對

姊妹學校每年需完成一個由

UNESCO 建議的合作項目。 

 

 

「國際化學年」活動 
在 11 月，我們與北京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香港大學合

作，分別在北京及香港舉辦了兩次「國際化學年」學生活動，

邀請了＂201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

獎＂得奬者香港大學任詠華教授擔任演講嘉賓。講題為「The 

World of Colours - From Fundamental Science to Energy and 
Materials」(色彩繽紛的世界)。 

 

UNDESD 香港學校網絡 
是一個創新的教育交流平台，

加強成員學校間互相支援、分

享教學經驗。今年有 23 間學

校申請成為成員學校。 

 

UNDESD 香港獎勵計劃 

    -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程 
學程計劃配合了香港新高中通識教育及

中小學其他學習經歷的學習需要，共開

展：環保建築、公共空間設計、旅遊與款

待、環境保育、精神健康等不同主題的課

程。至 2011 年，累計來自 45 個學校的

900 多名學生參加了學程計劃。學程內容

包括講座、互動專題研討會、參觀及實地

考察、校內活動及導師計劃、隊際專題報

告及獎勵計劃。 

 

 
可持續發展教育基地 
本協會聯同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

院、吉林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及

吉林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簽署

合作意向書，在吉林構建可持續發展

教育基地，以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創新

教育模式為核心，提供師資培訓、質

素評審機制，學生交流，以完善地區

可持續發展教育體系及提升課程國

際化水準。 

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生論壇 

及教師工作坊 
本協會和吉林協會合作，今年 7

月於吉林舉辦“綠色經濟和可持

續發展教育學生論壇和教師工作

坊”活動。活動中兩地師生發起”

綠色經濟倡議書” 

2012 年，將和天津市教育國際交

流協會在天津合辦。 

2011 年 U8 攜手共進計劃 
2011 年 5 月及 11 月舉辦教育交

流培訓--《U8 攜手共進計劃》，

主題分別為《教育管理、可持續

發展教育之教與學》和《職業教

育》。 

 
「國際森林年」活動 
和吉林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

會合辦了「國際森林年」活動，

活動在長白山舉行,通過長白山

生態圈夏令營活動，使吉林和香

港參與活動的同學開闊了眼

界，接近大自然，更深刻地理解

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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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成立周年慶典 暨姊妹校簽約儀式 

香港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展覽及表演交流活動  

 

 

 

 

 

 

 

 

 

 

 

 

 

 

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展覽 
首個姊妹學校的合作項目「香港中國世

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展覽」於同日舉

行，活動目的是通過不同地區間的合

作，令學生同時發掘本地非物質文化遺

產，從而向外推廣本地文化及推動中國

及香港文化承傳及保護。 

 

姊妹校簽約儀式 
分別來自北京、甘肅、陝西、上海、

廣東及香港的 12 間學校同時在周年典

禮中進行簽約儀式，並邀請了香港教

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左圖)擔任

見證嘉賓及致辭。 

 

參加“和平頌”活動 
本協會獲邀參加中國蓬萊“和平

頌”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盛典，

香港成員學校聖保祿學校及青松

侯寶桓中學的同學以「獅子山下

－香港的故事」表演主題，參與

這次國際青少年文化盛事。 

 

儒學研討會 
2012 年 1 月，本協會

和國際儒學聯合會、澳

門中西創新書院、香港

大學中文學院，聯合在

香港及澳門舉辦「廿一

世紀儒學教育之發

展」，屆時將有多位國

際儒學專家參與，並與

學生交流。 

 

 

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學生表演晚會 
同學們作了「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相關表演，包括粵劇、崑曲等。香港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太平紳士（左圖）

出席擔任晚會主禮嘉賓。是次參與展覽及

表演活動的學生有近 300 名。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成立周年慶典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於 12 月 17 日舉辦成立一周年典禮，邀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全國聯合會主席陶西平教授(圖 3)和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 GBS 太平紳士(圖 4)作主禮嘉賓，並邀請了香港教育局、香港藝術發展

局、各國駐港領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土文化及創意教育研究觀測所、UNESCO Chair Professors 等嘉賓出席(圖 1 為本協會理事、各地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代表與各嘉賓合影)。本會會長劉秀成教授 SBS 太平紳士（圖 2）於典禮上感激各界對協會的支持。本會副會長兼秘

書長張沁女士（圖 5 上方）代表協會於典禮上作周年工作回顧及展望。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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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HK 2011 周年大事記 
 

日期 項目 地點 

1 月 

23-24 日 

UNESCO HK 參加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全國聯合會 2010 年會 及 年度座談會 

會上宣佈 UNESCO HK 在香港正式註冊成立，並獲准成為慈善機構，會議中與各地教科文協會進行各項經驗交流 

北京 

3 月 3 日 UNESCO HK 舉行成立暨春茗晚宴 

香港教育局陳維安副局長 JP、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文化）鍾嶺海先生 JP、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主席陳永華教授 JP、香港扶輪社、UNDESD 各成員學校校長等參加晚宴，共同祝賀 UNESCO HK 的成立 

香港 

3 月 

26-28 日 

參加國際儒學聯合會四屆二次常任理事會  

會上確定國際儒學聯合會“廿一世紀儒學教育之發展”研討會分別在香港與澳門進行，香港部分由國際儒學聯合會

及 UNESCO HK 主辦，並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港協辦 

北京 

4 月 20 日 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土文化及創意教育研究觀測所成立典禮，觀測所設立於香港教育學院，UNESCO HK 作為

其支持機構 

香港 

5 月 7 日 2010/2011 UNDESD 香港《新高中與可持續發展教育計劃》 結業典禮，參加學生在一個學程中通過講座、訪問、

討論、選題、研究以報告、展板及演講的形式完成計劃課程，專業評審委員會對學生的報告、展板及演講進行評

審。課程主題包括：建築環境、環境、精神及行為健康、旅遊與款待。 

香港 

5 月 

22-28 日 

舉辦 U8 攜手共進計劃－教育管理、可持續發展教育之教與學 

提供校長、教師培訓課程；啟動香港及中國各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成員學校共建”姊妹校”計劃 

香港 

7 月 

3-9 日 

參加國際環境守護者青年研討會 (CEI) 

CEI 每年在不同國家地區承辦，香港有 20 名學生席位參加會議，CEI 將其香港分會設於 UNESCO HK，CEI 項目成

為 UNESCO HK 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的內容之一。 

匈牙利 

7 月 

21-22 日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第一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 

會上通過了 UNESCO HK 章程，並確定了會徽、域名、名片及會歌。 

陶西平教授代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世界聯合會、亞太地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合會、中國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協會全國聯合會及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對 UNESCO HK 第一屆一次理事會的召開表示祝賀，並

提出他對 UNESCO HK 日後發展的期望 

北京 

7 月 

25-30 日 

吉林-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綠色經濟與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生論壇及教師工作坊  

暨 「國際森林年」交流活動 (長白山生態圈講座及活動)  

活動贊助機構：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及公民教育委員會 

香港有五間學校組織學生參加，兩地近 300 師生參加是項交流活動。 

吉林市 

長春市 

長白山 

8 月 

13-14 日 

參加 2011 個性化教育國際會議 並 代表香港做大會主旨發言及地區報告 

UNESCO HK 副會長李鍔教授代表協會在大會報告就「透過終身學習發展個性化教育：公共政策的回顧」發表演說，

此外，UNESCO HK 的代表亦在地區報告中代表香港地區發表「課程改革與創新能力培養」  

北京 

8 月 

22-26 日 

組織學校參加 UNESCO “和平頌”國際青少年文化藝術盛典（中國蓬萊） 

參加亞太地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合會主辦 《國際理解教育論壇》 

香港成員學校聖保祿學校及青松侯寶桓中學的學生代表香港參加是項活動，聯合表演“獅子山下－香港的故事”

將香港的經典流行歌曲《獅子山下》、粵曲《帝女花》、以及廣東民樂《快樂的姑娘》融合演繹香港作為一個多元

文化城市，並反映 “同舟共濟、無畏更無懼” 的香港精神，勉勵香港市民發奮振作、自強不息。 

山東 

蓬萊 

10 月 8 日 2011/2012 UNDESD 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獎勵計劃 啟動禮 

主題包括：建築領域與公共空間、環境、旅遊與款待，來自 12 學校的 184 學生報名參加這項計劃 

香港 

10 月 

16-18 日 

參加第五屆北京可持續發展教育國際論壇 並 做地區報告 

協會代表香港地區做地區報告：“香港地區可持續發展教育報告–教育變革道路中的機遇與挑戰” 

香港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在分論壇分享：“可持續發展教育在學校的實踐經驗” 

論壇期間進行“2011 中國 ESD 示範學校、實驗學校及優秀案例頒獎禮” 

香港聖保祿學校獲頒“中國 ESD 實驗學校”，黃金蓮校長到場接受獎牌  

香港聖文德天主教小學、青松侯寶桓中學、保良局姚連生中學分別獲優秀案例及論文獎 

北京 

10 月 

18-19 日 

主辦 《2011 國際終身教育論壇》 

協會與香港高等教育持續教育聯盟(FCE)、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北京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合主辦了

《2011 國際終身教育論壇》，會議由北京廣播電視大學承辦，教育家郝克明先生做中國報告，美國、印度、英國

於會議中發表終身教育國家報告，協會與 FCE 聯合發表了香港地區報告 

北京 

11 月 10 日 

與 

11 月 22 日 

「國際化學年」學生活動－「The World of Colours - From Fundamental Science to Energy and Materials」講座 

由 201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得奬者香港大學任詠華教授擔任主講嘉賓 

活動分別在北京和香港兩地舉行，兩地分別由來自成員學校的 200 名學生參加了活動 

北京 

 
香港 

11 月 

14-18 日 

U8 攜手共進計劃--「職業教育」香港交流培訓課程 

來自北京、天津的職業院校的校長參加了是次交流活動，香港職業訓練局、香港僱員再培訓局、香港設計中心、

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香港理工大學工業中心、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與各參會學

校進行了講座、參觀交流、圓桌會議等 

香港 

12 月 

15-20 日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成立周年 暨 姊妹校簽約儀式 

香港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展覽及表演晚會 

是次簽約儀式共有六對學校締結為“姊妹校”，並由香港和來自北京、上海、甘肅、陝西、廣東的學生， 參加是

次中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生展覽及表演晚會 

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