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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  

（2021 年 6 月 25 日）  

媒體報導總表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1 25-Jun 無綫新聞 曾鈺成指學校教授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學生

如何避免觸及「紅線」 

 

2 25-Jun NOW TV新聞 曾鈺成：國安教育應以正面教育爲主  

 

3 25-Jun 新城電台 曾鈺成指學校國安教育應以正面教育為主  

 

4 25-Jun 新城電台 曾鈺成質疑警察政府稱謂無根據 

 

5 25-Jun 商業電台 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踩紅線」 並

需監察教師教學  

 

6 26-Jun 星島日報 曾鈺成：提高學生國安意識是教師義務 

 

7 26-Jun 星島網 曾鈺成：提高學生國安意識是教師義務 

8 26-Jun 星島日報 建制派冀李家超 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9 26-Jun 星島網 建制派冀李家超 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10 26-Jun 文匯報 校內推國安教育 曾鈺成：教者有責 

 

11 26-Jun 香港文匯網 校內推國安教育 曾鈺成：教者有責 

 

12 25-Jun 香港文匯網 政府任命新高層 曾鈺成：可更有效落實施政 

 



13 26-Jun 大公報  國教論壇 校長倡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14 26-Jun 大公網 國教論壇 校長倡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15 25-Jun 頭條日報 「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 曾鈺成指學校教

《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 

 

16 25-Jun 信報 曾鈺成 :相信政府換班經特首慎重考慮  

 

17 25-Jun Am730 港區國安法 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

「踩紅線」 學校須嚴密監督教師教學 

 

18 26-Jun 巴士的報 建制派冀李家超 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19 25-Jun 香港 Yahoo新

聞 

 

 「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 曾鈺成指學校教

《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 

 

20 25-Jun 思考 HK 
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學生如何避免

「踩紅線」 

 

21 25-Jun 獨立媒體 曾鈺成不同意變警察政府 斥無乜根據 

 

22 25-Jun 經濟一週 港區國安法｜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

教避「踩紅線」 學校須嚴密監督教

師教學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  

前夕訪問報道  

媒體報導總表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23 23-Jun TOPICK 【認識國安教育】善德基金會為教師舉辦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

論壇 設計並送贈基本法趣味桌遊 

 

24 24-Jun 香港 01 國安法 小學播預製錄音免老師教錯 引法

庭新聞提學生勿亂叫口號 

 

25 17-Jun 文匯報 小組整合活動 中學多元學國安 

 

26 17-Jun 文匯報 自製雙語教材 方便非華語生 

 

27 17-Jun 文匯報 湯修齊倡教局提供指引支援幼園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  

（2021 年 6 月 25 日）報道  

 

 

1. 無綫新聞 

曾鈺成指學校教授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學生如何避免觸及「紅線」 

25-6-2021 

https://news.tvb.com/local/60d59f0034b031ca277c6e78/曾鈺成指學校教授國安法

時不應引導學生如何避免觸及紅線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示：「一般的情形，學生怎會思考如何去犯《國安法》？

是不會的，如教師引導他們，小心點、這樣做未去到分裂國家，但這樣做就

會、變相教學生如何去找位置，我認為這不是我們在學校進行國安教育的主要

目的。」 

 

曾鈺成出席一個有關《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對教育展望的論壇，提到學校推動

及宣傳國家安全是應有之責，除了要求學生認識條文，亦應涵蓋立法背景、意

義及認識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如生物安全、經濟安全及文化安全等。 

 

2. NowTV新聞 

曾鈺成：國安教育應以正面教育爲主  

25/6/2021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40001 

 

【Now新聞台】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指，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時，不應只教

導學生如何避開觸及「紅線」。 

 

曾鈺成：「學生怎會想過犯國安法，是不會的，但如果教師引導他，小心這樣做

未去到分裂國家，這樣做就是，這樣好像在教學生如何找自己的位置，這不

https://news.tvb.com/local/60d59f0034b031ca277c6e78/曾鈺成指學校教授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學生如何避免觸及紅線
https://news.tvb.com/local/60d59f0034b031ca277c6e78/曾鈺成指學校教授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學生如何避免觸及紅線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40001


是，我不認為是在學校進行國安法教育主要目的。」 

 

曾任中學校長的曾鈺成出席一教育論壇時指，學校有責任於課程中推廣國家安

全教育，並要著重系統性和以正面教育為主，讓學生了解國安法的背景、重要

性和意義。 

3. 新城電台 

曾鈺成指學校國安教育應以正面教育為主  

25/6/2021 16:36 

http://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210625163619 

 

前立法主席曾鈺成表示, 學校有責任在課程中, 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但國家

安全的根本概念對教育工作者而言相當陌生, 辦學辦體不應低估教學國家安全

的挑戰, 需要多加工夫. 

        曾鈺成出席一個論壇時說, 國家安全教育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建議學校

要有系統及全面教導基本法內容, 並要以正面教育為主, 讓學生了解設立國安法

的背景, 重要性和意義, 不是只教導學生如何避免「踩紅線」, 各間學校都應在

國安教育上有一致意見, 不應該是被動執行. 

 

4. 新城電台 

曾鈺成質疑警察政府稱謂無根據 

25/6/2021 17:54 

http://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210625175418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 中央政府批准特區政府的人事變動, 是經過審慎

考慮, 經過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及選舉制度的完善, 即使現屆政府任期只剩一年, 

仍有很多事可以繼續做到. 

        曾鈺成在一個論壇上說, 如果因為有兩名來自警隊的官員, 擔任司長及

局長職位, 就叫做「警察政府」, 似乎無什麼根據, 在香港紀律部隊任職的人員, 

佔香港公職人員相當高的比例, 他們有不同工作經驗, 行政長官是經全面考慮, 

才作出提名, 並非純粹因為他們來自紀律部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說, 有紀律部隊背景的人士擔任政務司長或

者高層官員, 不是無先例, 不認為做法有大問題. 

5. 商業電台 

http://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210625163619
http://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210625175418


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踩紅線」 並需監察教師教學  

25.06.2021 16:09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699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出席一個論壇活動時指，學校有責任於課程中推廣國家安

全教育，並要以正面教育為主，不應教導學生如何避免「踩紅線」，要著重教

導他們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因及意義。學校亦要嚴密監督教

材及教師教學情況，確保教職員符合專業操守。他表示明白部分教師有憂慮，

但國安法具針對性，只要教師保持專業，相信不會觸犯法律。 曾鈺成指國安教

育不但要教導學生國安法條文內容，更要讓他們了解立法背景，背後意義及政

治概念，提升學生國家安全及守法意識，引導他們在國家安全角度上思考問

題。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699 

 

6. 星島日報 

曾鈺成：提高學生國安意識是教師義務 

26-06-2021 A12港聞 

《港區國安法》實施將滿一年，全港學校須落實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出席

一個論壇時指，明白國家安全對學校是嶄新概念，難免憂慮教學時誤踩「紅綫」，建議教師應

主動了解法例，正面且系統地教授相關知識，同時教學上不應引導學生如何避免觸及「紅

綫」。 

學校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正逐步展開國安教育，惟教育界對具體操作仍有不解。前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昨出席善德基金會舉辦的國安教育論壇，與逾一百五十名中小學教師分享，認為

特區政府亦是近年才提倡「國家安全」概念，要求教師在校內推行國安教育、提高學生國安意

識是全新的義務和挑戰，「教師難免擔憂教錯，或引例誤踩紅綫。」 

曾鈺成建議教師積極應對，預先學習相關知識，教學時亦應維持正面，着重教導學生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因及意義，引導學生明白國家安全是國民責任，沒有爭辯妥協的

空間。 

勿引導學生如何避觸紅綫 

他又提到，向學生講授《港區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如何避免觸及「紅綫」，「不要說做了甚

麼就會觸犯甚麼法例，這如同教導學生如何『走趲』犯法。」對於教師憂慮教學誤觸「紅

綫」，本身是中學校監的曾鈺成表示理解，但認為只要教師教學時保持專業，相信不會違法；

而外籍教師作為教育體系的一員，亦應遵守規定。 

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699


他又建議教師系統地教授國安概念，可將課程框架的八大學習範疇，分為三大主題，配合不同

科目內容和日常例子教授，如新冠疫情涉及「生物安全」、反修例事件涉及「社會與政治安

全」等。惟他提醒，總體國家安全觀或隨時間及社會狀況不同而改變，教師不應只執着於指引

上列明的十三項。 

被問到教師能否於課堂講述六四事件，曾鈺成認為教師不應迴避，形容是中國近代史的爭議事

件，惟教學前應多作資料搜集，了解全面資訊，將之視為中國發展長河的一部分，仔細說明中

國在事件發生前後三十年的社會面貌，正面且全面地分析。 記者 袁嘉詠 

 



 



 

7. 星島網 

曾鈺成：提高學生國安意識是教師義務 

26-6-2021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70331/日報-港聞-曾鈺成-提高學生國安意

識是教師義務 

（星島日報報道）《港區國安法》實施將滿一年，全港學校須落實推

行國家安全教育，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出席一個論壇時指，明白國家

安全對學校是嶄新概念，難免憂慮教學時誤踩「紅線」，建議教師應

主動了解法例，正面且系統地教授相關知識，同時教學上不應引導學

生如何避免觸及「紅線」。 

 

  學校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正逐步展開國安教育，惟教育界

對具體操作仍有不解。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出席善德基金會舉辦的

國安教育論壇，與逾一百五十名中小學教師分享，認為特區政府亦是

近年才提倡「國家安全」概念，要求教師在校內推行國安教育、提高

學生國安意識是全新的義務和挑戰，「教師難免擔憂教錯，或引例誤

踩紅線。」 

 

曾鈺成建議教師積極應對，預先學習相關知識，教學時亦應維持正

面，着重教導學生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因及意義，

引導學生明白國家安全是國民責任，沒有爭辯妥協的空間。 

 

  他又提到，向學生講授《港區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如何避免觸

及「紅線」，「不要說做了甚麼就會觸犯甚麼法例，這如同教導學生

如何『走趲』犯法。」對於教師憂慮教學誤觸「紅線」，本身是中學

校監的曾鈺成表示理解，但認為只要教師教學時保持專業，相信不會

違法；而外籍教師作為教育體系的一員，亦應遵守規定。 

 

  他又建議教師系統地教授國安概念，可將課程框架的八大學習範

疇，分為三大主題，配合不同科目內容和日常例子教授，如新冠疫情

涉及「生物安全」、反修例事件涉及「社會與政治安全」等。惟他提

醒，總體國家安全觀或隨時間及社會狀況不同而改變，教師不應只執

着於指引上列明的十三項。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70331/日報-港聞-曾鈺成-提高學生國安意識是教師義務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70331/日報-港聞-曾鈺成-提高學生國安意識是教師義務


 

  被問到教師能否於課堂講述六四事件，曾鈺成認為教師不應迴

避，形容是中國近代史的爭議事件，惟教學前應多作資料搜集，了解

全面資訊，將之視為中國發展長河的一部分，仔細說明中國在事件發

生前後三十年的社會面貌，正面且全面地分析。 

 

8. 星島日報 

建制派冀李家超 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26-06-2021 A 04要聞 

多名建制派歡迎及支持三名紀律部隊出身官員獲晉升。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葉劉淑儀表示與

李家超認識已久，相信其任命有助鞏固國家安全及維持香港穩定。她指，香港回歸以來發生多

次挑戰中央主權及權威的情況，擢升具保安背景官員可以理解。經民聯林健鋒讚揚李家超於修

例風波期間頂住壓力全心全意做事；認為李上任後首要工作是打好疫苗戰，盡快落實「大灣區

商務氣泡」。 

助鞏固國家安全維持港穩定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期望在新任政務司司長帶領下疫情盡快「清零」並恢復通關。李慧琼不

同意李家超上任會變為「警察政府」；對於有質疑指李家超欠文職經驗，她認為對方加入班子

已很長時間，相信任命是考慮其總體表現。她有信心在內會事宜上能與對方合作愉快。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讚揚三人「是做得非常之好的官」，他特別提到李家超

過去在工作上就算面對巨大壓力，都從容不逼去處理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估計李在新工作崗

位上將要面對很多挑戰，特別是要統籌不同政府部門，相信對方憑經驗可以勝任。他並建議李

家超須優先處理房屋問題，包括北區的規劃發展工作。他又讚鄧炳強以往做「一哥」時凡事親

力親為，亦很關心下屬，期望他在新崗位上，「繼續維護紀律部隊的權益，能夠與我們一同做

好保安工作去守護香港。」 

  工聯會麥美娟指，李家超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協助處理不少不良中介個案，政黨將約見新

班子向司長表達勞工訴求。被問到今次調動是否代表香港進入「警察政府」時代，麥反問「有

何不可」，指有警察背景的人可協助維持法律與秩序，不存在任何問題；又指未看到新官員的

工作表現便作批評是不公道。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指紀律部隊人員佔公務員相當高比例，只因有兩名出身警隊的官員擔

任司長及局長，就稱為「警察政府」是沒有根據；又指三人有不同工作經驗，相信換班經過特

首慎重考慮，認為可以在餘下一年任期內更有效落實施政才作出提名， 並非純粹因為他們來自

紀律部隊。 

 



 



 

9. 星島網 

建制派冀李家超 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2021-06-26 00:00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70311/日報-港聞-建制派冀李

家超-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星島日報報道）多名建制派歡迎及支持三名紀律部隊出身官員獲晉

升。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葉劉淑儀表示與李家超認識已久，相信其

任命有助鞏固國家安全及維持香港穩定。她指，香港回歸以來發生多

次挑戰中央主權及權威的情況，擢升具保安背景官員可以理解。經民

聯林健鋒讚揚李家超於修例風波期間頂住壓力全心全意做事；認為李

上任後首要工作是打好疫苗戰，盡快落實「大灣區商務氣泡」。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期望在新任政務司司長帶領下疫情盡快「清

零」並恢復通關。李慧琼不同意李家超上任會變為「警察政府」；對

於有質疑指李家超欠文職經驗，她認為對方加入班子已很長時間，相

信任命是考慮其總體表現。她有信心在內會事宜上能與對方合作愉

快。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讚揚三人「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官」，他特別提到李家超過去在工作上就算面對巨大壓力，都從容不

逼去處理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估計李在新工作崗位上將要面對很多

挑戰，特別是要統籌不同政府部門，相信對方憑經驗可以勝任。他並

建議李家超須優先處理房屋問題，包括北區的規劃發展工作。他又讚

鄧炳強以往做「一哥」時凡事親力親為，亦很關心下屬，期望他在新

崗位上，「繼續維護紀律部隊的權益，能夠與我們一同做好保安工作

去守護香港。」 

 

  工聯會麥美娟指，李家超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協助處理不少不良

中介個案，政黨將約見新班子向司長表達勞工訴求。被問到今次調動

是否代表香港進入「警察政府」時代，麥反問「有何不可」，指有警

察背景的人可協助維持法律與秩序，不存在任何問題；又指未看到新

官員的工作表現便作批評是不公道。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指紀律部隊人員佔公務員相當高比例，只因

有兩名出身警隊的官員擔任司長及局長，就稱為「警察政府」是沒有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70311/日報-港聞-建制派冀李家超-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370311/日報-港聞-建制派冀李家超-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根據；又指三人有不同工作經驗，相信換班經過特首慎重考慮，認為

可以在餘下一年任期內更有效落實施政才作出提名， 並非純粹因為他

們來自紀律部隊。 

 

10. 文匯報 

校內推國安教育 曾鈺成：教者有責 

2021-06-26  A12 本港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善德基金會主辦的「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昨

日下午舉行。主講嘉賓、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示，教育工作者有於校內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

特殊責任，教授內容不限於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內容，更應教導學生認識立法背景和意義等，同

時要加深學生認識整個國家安全的概念。 

  是次論壇目的是加強教師對「一國兩制」及國家安全的人士，從而啟迪學生思考，提升學

生對國情、中華文化，以及憲法及基本法的認識，讓學生更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中聯辦新

界工作辦副部長葉虎及中聯辦港島工作辦副部長楊成偉出席擔任主禮嘉賓。 

  近九成校認同加強國安教育 

  善德基金會於本月 6日在學校進行《國家安全教育》問卷調查，發現近九成學校認同要加

強國安教育的成效，更有多達 97%受訪者認為落實課程框架沒有難度，或遇上困難也可以解

決。 

  曾鈺成在會上重溫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對香港學校及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責任及指引，並討

論在學校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內容及方法，最後針對教師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可能需要關

注及注意的地方。 

  教學生識國安法條文立法背景等 

  他表示，香港國安法第九條列明，教育工作者絕對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而其特殊責任是

在校內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包括教導學生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條文、立法背景和意義，以至認識

整個國家安全的概念。 

  曾鈺成直言，國家安全教育對教師來說十分陌生，辦學團體和學校領導層不能低估該義務

和責任，並建議教師應着重系統性、正面性和現實性，如新冠疫情為生物安全，中美貿易戰芯

片供應短缺為資源安全及經濟安全等作為教學課題。 

  他又讀出教育局早前發布的《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其中強調學校須禁止校外人等

入校進行政治宣傳活動，並笑言想不到校長要在校內防範違法活動，「只因 2019 年發生違反過

往基本原則的事。」 

  新界校長會主席邱少雄、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鳳溪小學校長朱偉林及善德基金會常

務副主席、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前主席湯修齊亦就國安教育問題交流種種經驗。 

  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致辭時表示，善德基金會發布最新的「國安教育問卷調查報

告」，讓公眾全面了解學校在推行國安教育的具體情況，並向教育局提出 13項讓學校更順利地



開展國安教育工作的建議。國家安全是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重中之重，善德基金會將會舉辦更

多多元化的活動，讓社會大眾更積極、主動地認識憲法和基本法。 

  為了提高學生對學習基本法的興趣及加深學生了解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善德基金會

設計及製作了一套以基本法為主題的桌遊。在是次論壇中，善德基金會向出席論壇的嘉賓和老

師贈予桌遊，並將會免費派發給全港中小學生。 

  善德基金會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的桌上遊戲，加深學生、教師以至家長對基本法及國安教

育的認識。 

 



 



 

11. 香港文匯網 

校內推國安教育 曾鈺成：教者有責 

2021-06-26 04:37:41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6/26/AP60d63e9ae4b08d3407c8edb5.html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善德基金會主辦的「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

的展望」論壇昨日下午舉行。主講嘉賓、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示，教育工作

者有於校內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特殊責任，教授內容不限於香港國安法的條文

內容，更應教導學生認識立法背景和意義等，同時要加深學生認識整個國家安

全的概念。 

 

是次論壇目的是加強教師對「一國兩制」及國家安全的人士，從而啟迪學生思

考，提升學生對國情、中華文化，以及憲法及基本法的認識，讓學生更了解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中聯辦新界工作辦副部長葉虎及中聯辦港島工作辦副部長楊

成偉出席擔任主禮嘉賓。 

 

近九成校認同加強國安教育 

善德基金會於本月 6日在學校進行《國家安全教育》問卷調查，發現近九成學

校認同要加強國安教育的成效，更有多達 97%受訪者認為落實課程框架沒有難

度，或遇上困難也可以解決。 

 

曾鈺成在會上重溫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對香港學校及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責任及

指引，並討論在學校進行國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內容及方法，最後針對教師在香

港國安法實施後可能需要關注及注意的地方。 

 

教學生識國安法條文立法背景等 

他表示，香港國安法第九條列明，教育工作者絕對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而其

特殊責任是在校內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包括教導學生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條文、

立法背景和意義，以至認識整個國家安全的概念。 

 

曾鈺成直言，國家安全教育對教師來說十分陌生，辦學團體和學校領導層不能

低估該義務和責任，並建議教師應着重系統性、正面性和現實性，如新冠疫情

為生物安全，中美貿易戰芯片供應短缺為資源安全及經濟安全等作為教學課

題。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6/26/AP60d63e9ae4b08d3407c8edb5.html


他又讀出教育局早前發布的《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其中強調學校須禁

止校外人等入校進行政治宣傳活動，並笑言想不到校長要在校內防範違法活

動，「只因 2019年發生違反過往基本原則的事。」 

 

新界校長會主席邱少雄、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鳳溪小學校長朱偉林及善

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前主席湯修齊亦就國安教育

問題交流種種經驗。 

 

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致辭時表示，善德基金會發布最新的「國安教育問卷

調查報告」，讓公眾全面了解學校在推行國安教育的具體情況，並向教育局提

出 13項讓學校更順利地開展國安教育工作的建議。國家安全是憲法和基本法教

育的重中之重，善德基金會將會舉辦更多多元化的活動，讓社會大眾更積極、

主動地認識憲法和基本法。 

 

為了提高學生對學習基本法的興趣及加深學生了解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善德基金會設計及製作了一套以基本法為主題的桌遊。在是次論壇中，善德基

金會向出席論壇的嘉賓和老師贈予桌遊，並將會免費派發給全港中小學生。 

 

善德基金會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的桌上遊戲，加深學生、教師以至家長對基本

法及國安教育的認識。 

12. 香港文匯網 

政府任命新高層 曾鈺成：可更有效落實施政 

2021-06-25 19:10:53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6/25/AP60d5b9bee4b08d3407c8dbe7.html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根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名和建議，國務院任命李家超

為政務司司長，鄧炳強為保安局局長，蕭澤頤接任警務處處長。立法會前主席

曾鈺成今日（25日）表示，相信政府換班經過行政長官慎重考慮，認為可以在

餘下一年任期內更有效落實施政，他期望新班底令特區政府更有為。 

 

曾鈺成又指，只是因為有兩名出身警隊的官員擔任司長及局長，就稱特區政府

為「警察政府」並沒有根據。他認為，出身警隊的官員有豐富工作經驗，相信

行政長官選擇人選時，並非純粹因為他們來自紀律部隊。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06/25/AP60d5b9bee4b08d3407c8dbe7.html


13. 大公報 

國教論壇 校長倡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2021-06-26  A 09港聞 

【大公報訊】記者王麗報道：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認識國安教育論壇，他建議教師可

以引用實際事例來教授國安法知識，讓學生明白到國家安全並不是遙遠的概念。有小學校長認

為，學校應該要先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當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就自然會愛國和

遵守國安法。 

善德基金會主辦的「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昨日舉行，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

部長葉虎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獲邀出席主禮。曾鈺成昨日在論壇上表示，香港的

教育工作者作為特區的一分子，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同時亦有責任在校內推行國家安全教

育，提高學生的守法意識。他建議學校教授國安法要有系統和完整的一套教育，並以正面的教

育為主，即是要圍繞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國家安全的意義方面教導。他又說教師可以引用現實

生活的實際事例來進行教學，如中美貿易戰牽涉到資源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問題，讓學生明白到

國家安全並不是一個很遙遠的概念，而是大家經常都會碰到的範疇。 

對於會否擔心教師因為怕自己教錯國安法知識，從而影響教學的創意性，曾鈺成指，如果教授

自己不認識的知識，就會限制了教學的創意空間，變成依書直說，所以他認為解決方法是教師

要先認真了解國安法再進行教學，又促進教育局為教師提供更多具體的教學資源。新界校長會

主席邱少雄則表示，教師以往都曾經歷課程改革，相信新推行的國安教育，教師同樣有能力應

付。 

建議教局推家長用書 

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認為，國安教育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學校應將焦點放在國民教育方

面，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當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們就自然會愛國家和遵守國安

法。他說，在小學階段學校可舉行一些有關國家安全的活動，如標語或繪畫比賽，因為小學生

透過參與活動，會較容易接受國家安全的概念。家校會前主席湯修齊說，國安教育對家長來說

是陌生概念，建議日後與國安教育有關的科目，教育局或出版社都考慮推出家長用書，讓家長

在家中可以配合教導。 

 



 

 

 

14. 大公網 

國教論壇 校長倡提升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2021-06-26 04:23:57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1/0626/601563.html 

 

【大公报讯】记者王丽报道：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昨日出席认识国安

教育论坛，他建议教师可以引用实际事例来教授国安法知识，让学生

明白到国家安全并不是遥远的概念。有小学校长认为，学校应该要先

提升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当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就自然会

爱国和遵守国安法。 

 

  善德基金会主办的“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教育的展望”论坛昨日

举行，中联办新界工作部副部长叶虎和中联办港岛工作部副部长杨成

伟获邀出席主礼。曾钰成昨日在论坛上表示，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作为

特区的一分子，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亦有责任在校内推行国家

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守法意识。他建议学校教授国安法要有系统和

完整的一套教育，并以正面的教育为主，即是要围绕国家安全的重要

性和国家安全的意义方面教导。他又说教师可以引用现实生活的实际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1/0626/601563.html


事例来进行教学，如中美贸易战牵涉到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问题，

让学生明白到国家安全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而是大家经常都会

碰到的范畴。 

 

  对于会否担心教师因为怕自己教错国安法知识，从而影响教学的

创意性，曾钰成指，如果教授自己不认识的知识，就会限制了教学的

创意空间，变成依书直说，所以他认为解决方法是教师要先认真了解

国安法再进行教学，又促进教育局为教师提供更多具体的教学资源。

新界校长会主席邱少雄则表示，教师以往都曾经历课程改革，相信新

推行的国安教育，教师同样有能力应付。 

 

  建议教局推家长用书 

 

  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认为，国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学校应将焦点放在国民教育方面，提升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当学生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就自然会爱国家和遵守国安法。他说，在小

学阶段学校可举行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标语或绘画比赛，因

为小学生透过参与活动，会较容易接受国家安全的概念。家校会前主

席汤修齐说，国安教育对家长来说是陌生概念，建议日后与国安教育

有关的科目，教育局或出版社都考虑推出家长用书，让家长在家中可

以配合教导。 

 

 

15. 頭條日報 

「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 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

免犯禁 

2021-06-25 20:17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110410/即時-港聞-警察政府-

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指相信，政府替換官員經過行政長官慎重考慮，認為可以

在餘下一年任期內更有效落實施政，他期望新班底令政府更有為。曾鈺成指，

只是因為有兩名出身警隊的官員擔任司長及局長，就稱為「警察政府」並沒有

根據，認為出身警隊的官員有豐富工作經驗，相信行政長官選擇人選時，並非

純粹因為他們來自紀律部隊。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110410/即時-港聞-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110410/即時-港聞-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


 

另外曾任中學校長的曾鈺成表示，學校教授《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學生如何避

免觸及「紅線」。曾鈺成表示：「一般的情形，學生怎會思考如何去犯《國安

法》？是不會的，如教師引導他們，小心點、這樣做未去到分裂國家，但這樣

做就會、變相教學生如何去找位置，我認為這不是我們在學校進行國安教育的

主要目的。」 

 

曾鈺成提到，學校推動及宣傳國家安全是應有之責，除了要求學生認識條文，

亦應涵蓋立法背景、意義及認識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如生物安全、經濟安全

及文化安全等。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說，有紀律部隊背景的人士擔任政務司長或者高層官

員，不是無先例，做法無問題。 

16. 信報 

曾鈺成 :相信政府換班經特首慎重考慮  

25-6-2021 18:58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835660/曾鈺成%3A 相信政府

換班經特首慎重考慮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說，相信政府換班經過行政長官慎重考慮，認為可以在餘

下一年任期內更有效落實施政，他期望新班底令特區政府更有為。 

 

曾鈺成稱，只是因為有兩名出身警隊的官員擔任司長及局長，就稱政府新班底

為「警察政府」並沒有根據，又指出身警隊的官員有豐富工作經驗，相信行政

長官選擇人選時，並非純粹因為他們來自紀律部隊。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歡迎政府問責官員的新任命，相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會利

用未來的一年時間，繼續努力與團隊帶領香港解決深層次矛盾，希望新任政務

司司長可以做好協調工作，讓市民看到新局面。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指出，政府換班讓人有警察主導施政的感覺，相信政府都會

繼續將國安元素加入不同範疇。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835660/曾鈺成%3A相信政府換班經特首慎重考慮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835660/曾鈺成%3A相信政府換班經特首慎重考慮


17. am730 

港區國安法 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踩紅線」 學校須嚴密監

督教師教學 

25-6-2021 

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港區國安法｜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

「踩紅線」%E3%80%80 學校須嚴密監督教師教學-273490 

 

《港區國安法》要求學校教導國安教育。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一個論壇活動

時指，學校有責任於課程中推廣國安教育，並要以正面教育為主，不應教導學

生如何避免「踩紅線」，要著重教導他們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維護國家安全的

原因及意義，而且學校亦要嚴密監督教材及教師教學情況，確保教職員符合專

業操守。他說，明白部分教師對《港區國安法》有憂慮，但《港區國安法》具

針對性，只要教師保持專業，相信不會觸犯法律。 

 

曾鈺成補充，國安教育不但要教導學生《港區國安法》條文內容，更要讓他們

了解立法背景，背後意義及政治概念，提升學生國家安全及守法意識，引導他

們在國家安全角度上思考問題。 

18. 巴士的報 

建制派冀李家超 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 

2021年 06月 26日 03:00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87381-建制派冀李家超-打好疫苗

戰恢復通關?current_cat=179187 

 

（星島日報報道）多名建制派歡迎及支持三名紀律部隊出身官員獲晉升。前保

安局局長、新民黨葉劉淑儀表示與李家超認識已久，相信其任命有助鞏固國家

安全及維持香港穩定。她指，香港回歸以來發生多次挑戰中央主權及權威的情

況，擢升具保安背景官員可以理解。經民聯林健鋒讚揚李家超於修例風波期間

頂住壓力全心全意做事；認為李上任後首要工作是打好疫苗戰，盡快落實「大

灣區商務氣泡」。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期望在新任政務司司長帶領下疫情盡快「清零」並恢復

通關。李慧琼不同意李家超上任會變為「警察政府」；對於有質疑指李家超欠

文職經驗，她認為對方加入班子已很長時間，相信任命是考慮其總體表現。她

有信心在內會事宜上能與對方合作愉快。 

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港區國安法｜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踩紅線」%E3%80%80學校須嚴密監督教師教學-273490
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港區國安法｜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踩紅線」%E3%80%80學校須嚴密監督教師教學-273490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87381-建制派冀李家超-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current_cat=179187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87381-建制派冀李家超-打好疫苗戰恢復通關?current_cat=179187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讚揚三人「是做得非常之好的官」，他

特別提到李家超過去在工作上就算面對巨大壓力，都從容不逼去處理很多錯綜

複雜的問題，估計李在新工作崗位上將要面對很多挑戰，特別是要統籌不同政

府部門，相信對方憑經驗可以勝任。他並建議李家超須優先處理房屋問題，包

括北區的規劃發展工作。他又讚鄧炳強以往做「一哥」時凡事親力親為，亦很

關心下屬，期望他在新崗位上，「繼續維護紀律部隊的權益，能夠與我們一同

做好保安工作去守護香港。」 

  工聯會麥美娟指，李家超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協助處理不少不良中介個

案，政黨將約見新班子向司長表達勞工訴求。被問到今次調動是否代表香港進

入「警察政府」時代，麥反問「有何不可」，指有警察背景的人可協助維持法

律與秩序，不存在任何問題；又指未看到新官員的工作表現便作批評是不公

道。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指紀律部隊人員佔公務員相當高比例，只因有兩名出

身警隊的官員擔任司長及局長，就稱為「警察政府」是沒有根據；又指三人有

不同工作經驗，相信換班經過特首慎重考慮，認為可以在餘下一年任期內更有

效落實施政才作出提名， 並非純粹因為他們來自紀律部隊。 

19. 香港 Yahoo新聞 

「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 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

免犯禁 

2021年 6月 25日 週五 下午 8:17 

https://hk.news.yahoo.com/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

導怎避免犯禁-

121700626.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

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

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 

 

【星島日報報道】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指相信，政府替換官員經過行政長官慎

重考慮，認為可以在餘下一年任期內更有效落實施政，他期望新班底令政府更

有為。曾鈺成指，只是因為有兩名出身警隊的官員擔任司長及局長，就稱為

「警察政府」並沒有根據，認為出身警隊的官員有豐富工作經驗，相信行政長

官選擇人選時，並非純粹因為他們來自紀律部隊。 

 

另外曾任中學校長的曾鈺成表示，學校教授《國安法》時不應引導學生如何避

免觸及「紅線」。曾鈺成表示：「一般的情形，學生怎會思考如何去犯《國安

法》？是不會的，如教師引導他們，小心點、這樣做未去到分裂國家，但這樣

https://hk.news.yahoo.com/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121700626.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121700626.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121700626.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121700626.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警察政府-講法無根據-曾鈺成指學校教-國安法-不應引導怎避免犯禁-121700626.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做就會、變相教學生如何去找位置，我認為這不是我們在學校進行國安教育的

主要目的。」 

 

曾鈺成提到，學校推動及宣傳國家安全是應有之責，除了要求學生認識條文，

亦應涵蓋立法背景、意義及認識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如生物安全、經濟安全

及文化安全等。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鄧飛說，有紀律部隊背景的人士擔任政務司長或者高層官

員，不是無先例，做法無問題。 

 

20. 思考 HK 

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學生如何避免「踩紅線」 

2021-06-25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1-06/25/49836.html 

 

曾鈺成在一個論壇上表示，一般的情況，學生不如思考如何觸犯《港區國安

法》，但如果教師引導學生如何避免分裂國家，就變相教學生找位置避免犯法。

他認為要教導學生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因和意義。學校要嚴

密監督教材和教師教學情況，確保符合專業操守。 

 

曾鈺成稱，明白有教師憂慮，但國安法具有針對性，只要教師保持專業，相信

不會觸犯法律。 

 

他又提到學校推動和宣傳國家安全是應有之責，學生不但要認識條文，亦應了

解立法背景、意義和認識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 

21. 獨立媒體 

曾鈺成不同意變警察政府 斥無乜根據 

2021-06-25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政經/曾鈺成不同意變警察政府-斥無乜根據 

 

【獨媒報導】李家超及鄧炳強獲任命為政務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前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出席一個論壇後，被追問，香港是否已淪為警察政府，他稱，「我覺得

咁樣就做 police state，咁係無乜根據。」他表示，紀律部隊一直佔公職人員相

當高比例，認為當局的任命有全面考慮，不應就個別官員的風格作揣測。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1-06/25/49836.html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政經/曾鈺成不同意變警察政府-斥無乜根據


 

警隊出身的李家超為繼唐英年後，為第二名非政務官出身的政務司司長。曾鈺

成表示，自己從新聞才看到相關消息，稱今次人事變動屬中央同意的審慎考

慮，不會推論為中央不信任政務官。他認為，今次調動能有效落實施政，希望

施政更加有為。 

 

出席校長獲贈《基本法》桌遊 

善德基金會下午舉行國安教育論壇，參與論壇人士，包括多名校長和老師獲贈

《基本法遊踪》桌上遊戲，稱希望學生在輕鬆的氣氛下正確認識《憲法》及

《基本法》，成為《基本法》狀元。 

 

論壇命名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有近百名校長和教師出席。

論壇協辦機構包括新界校長會、九龍城校長議會、香港島校長聯會和家庭與學

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並由教育局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支持。 

 

曾鈺成教國安教育：要教學生認識立法背景 

 

在論壇中，曾鈺成指《港區國安法》第九條已列明，教育工作者絕對有責任維

護國家安全，而特殊責任則是在校內推行國家安全教育。他表示，教師並不限

於只教導《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內容，更應教導學生認識立法背景和意義等，

並要加深學生認識整個國家安全的概念。他表示，想不到校長要在校內防範違

法活動，只因 2019 年發生違反過往基本原則的事。 

 

曾任培僑中學校長的曾鈺成稱，國家安全教育對教師來說十分陌生，辦學團體

和學校領導層不能低估該義務和責任。他建議教師應著重系統性、正面性和現

實性，如新冠肺炎疫情為生物安全，中美貿易戰芯片供應短缺為資源安全及經

濟安全等。 

 

曾鈺成又讀出教育局早前發布的《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強調學校須禁止

校外人士入校進行政治宣傳活動。他稱，自己曾在六四前夕被邀到學校進行講

座，竟有教師帶他去看六四展覽，禮堂中更掛出了大橫額，「我唔知係咪違反

啦。」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和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為論壇主禮嘉賓，二

人未有待曾鈺成完成演說便離開。 

 

 

 



22. 經濟一週 

港區國安法｜曾鈺成：國安教育不應教避「踩紅線」 學校

須嚴密監督教師教學  

25-6-2021 

文章版權為新傳媒集團所擁有，原文請

按：  https://www.edigest.hk/295334/?utm_campaign=ED_Content

Copy&utm_source=Web-inventory&utm_medium=Content-

Copy_ED 

 

《港區國安法》要求學校教導國安教育。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一個論壇活動

時指，學校有責任於課程中推廣國安教育，並要以正面教育為主，不應教導學

生如何避免「踩紅線」，要著重教導他們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維護國家安全的原

因及意義，而且學校亦要嚴密監督教材及教師教學情況，確保教職員符合專業

操守。他說，明白部分教師對《港區國安法》有憂慮，但《港區國安法》具針

對性，只要教師保持專業，相信不會觸犯法律。 

 

曾鈺成補充，國安教育不但要教導學生《港區國安法》條文內

容，更要讓他們了解立法背景，背後意義及政治概念，提升學

生國家安全及守法意識，引導他們在國家安全角度上思考問

題。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 

前夕訪問報道 

 

23. TOPICK 

【認識國安教育】善德基金會為教師舉辦「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

港教育的展望」論壇 設計並送贈基本法趣味桌遊 

23-6-2021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88157/【認識國安教育】善德基金會為教師舉辦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E3%80%80設計並送贈基本法

趣味桌遊 

 

教育局早前公布為中小學課程引入國家安全教育，引發社會各界關注。今集

https://www.edigest.hk/295334/?utm_campaign=ED_ContentCopy&utm_source=Web-inventory&utm_medium=Content-Copy_ED
https://www.edigest.hk/295334/?utm_campaign=ED_ContentCopy&utm_source=Web-inventory&utm_medium=Content-Copy_ED
https://www.edigest.hk/295334/?utm_campaign=ED_ContentCopy&utm_source=Web-inventory&utm_medium=Content-Copy_ED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88157/【認識國安教育】善德基金會為教師舉辦「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E3%80%80設計並送贈基本法趣味桌遊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88157/【認識國安教育】善德基金會為教師舉辦「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E3%80%80設計並送贈基本法趣味桌遊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988157/【認識國安教育】善德基金會為教師舉辦「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E3%80%80設計並送贈基本法趣味桌遊


《湊得輕鬆啲》邀來曾任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的善德基金會創會成

員兼常務副主席湯修齊，與大家分享善德基金會將如何協助教師推行國安教

育，同時讓學生可更輕鬆學習相關範疇，以至寓認識國情於遊戲之中。 

 

留意到不少教師擔心自身欠缺國安教育的專業培訓及經驗；而有家長及學生亦

憂慮會加重學習壓力，湯修齊直言，善德基金會早前亦曾針對國安教育向中小

學校長及教師進行調查，從中發現他們普遍期望教育局可為學校加強支援，例

如可透過製作動畫、懶人包等容易令學生明白的教材、在校內設立一個名為

「國安教育統籌主任」的職位統籌各項工作，以及為布置及教材設計等各方面

提供財政資助等，務求在教材、人力資源及財政資源的配合上均作出全面配

合。 

 

國安教育有助增潤中小學課程 

 

調查結果也顯示不少老師反映此前接受的專業培訓，並無涉及國安法或基本法

等範疇，惟恐力有不逮。湯修齊坦言，部分老師表示，若要他們對學生解釋普

通法、均衡法、大陸法及憲法等內容，未必能講述清楚，甚至擔心會「教錯學

生」，因此，善德基金會建議教育局在專業方面為教師作出支援，尤其是提供法

律知識上的資訊，以補不足。 

 

至於有學生會擔心，他們是否需要在現有學科以外，再多讀一科國家安全教

育？湯修齊則進一步闡釋，國安全教育將會滲透到現時所有學科之中，故並不

會加重的學生的負擔，反而為課程帶來增潤的作用。例如在生物科，國安教育

將與食物安全融合，這是大家共同關注的課題。 而在化學及物理科，亦可連繫

到能源安全、生態安全及資源安全，使科學知識更見充實。 

 

桌遊設計提升學習趣味 

 

「國安教育對未來一代的發展至關重要，因為香港正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以至

融入全國發展的藍圖，這個趨勢不但不可逆轉, 而且在加強中，而透過國家安

全教育，正能助我們的子女及學生加強聚焦於認識國情，對未來的事業發展大

有助益。」湯修齊表示，為增進學生的學習興趣，善德基金會特別設計了一套

以基本法為主題的桌遊，使學生可寓學習於遊戲，預期可化身為國安教育的活

動教材之一。 

 

 

他補充說，有關桌遊將免費派送給全港中小學，期望有助加深學生、教師以至

家長對基本法及國安教育的認識。 



 

設計這副桌遊的最大挑戰，來自當中擬定的問題既要適合中小學的程度，並確

保所有答案均準確無誤，加上亦須兼顧趣味性，幸而在籌備的過程中得到很多

校長、教師，乃至法律顧問的協助，以致能順利完成製作。 

 

以親身經驗助子女引發共鳴 

 

本身亦是一名父親的湯修齊，其兒子在去年的中學公開試更考獲佳績，對國情

並有深厚認識。他分享向下一代傳授國民教育心得時稱，最重要是利用個人的

成長的體驗及親身經歷，如同是一個故事般向子女講述，這樣會較有吸引力。 

 

我們這一代作為中學生的家長，普遍曾經歷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起草的過

程、基本法頒布，以至 97回歸，以及回歸後的情況，皆可採用第一身的視角，

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向子女述說當中種種經歷及感受，由此會更容易引發共

鳴。 

 

來到訪問尾聲，湯修齊不忘提醒一眾中小學校長、教師及家長，善德基金會將

於 6月 25日下午 2 時 30分，在喜來登酒店舉辦「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

育的展望」論壇，邀得多位具有學界背景的有心人，包括曾任校長的立法會前

主席曾鈺成、新界校長會主席邱少雄、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在將軍澳香

島中學校長鄧飛主持下，聯同他一起，共同討論國安法對香港社會，特別是教

育發展的影響，以及教育界的展望，期望藉此幫助教師加深對「一國兩制」及

國家安全的認識，從而對執教國民教育有更大信心，並可構思較富趣味的教學

方法及活動，引發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參與教師並可獲頒專業進修時數證

書，歡迎校長和老師踴躍報名。 

 

24. 香港 01 

國安法 小學播預製錄音免老師教錯 引法庭新聞提學生勿亂叫口號 

24-6-2021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41794/國安法-小學播預製錄音免老師教錯-引法

庭新聞提學生勿亂叫口號 

 

反修例運動中常聽到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在《港區國安法》生

效後或違法。觀塘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今年 4月有

小五男生被同學舉報在校內叫相關口號，老師了解後發現涉事學生並不理解口

號含義，於是引法庭新聞的判決結果，提醒學生喊叫相關口號或須承擔法律後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41794/國安法-小學播預製錄音免老師教錯-引法庭新聞提學生勿亂叫口號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41794/國安法-小學播預製錄音免老師教錯-引法庭新聞提學生勿亂叫口號


果。該校負責國安教育工作的訓輔主任夏國賢解釋，「最緊要小朋友知道，講咗

啲嘢可能會有責任、有後果，而唔係只係直接唔畀講。」 

 

教育局要求學校須進行國安教育，該校將國安教育融入德育課，考慮到部份老

師擔心「錯誤演繹」國安法條文或內容存在法律風險，甚至被投訴專業失當，

校方於是安排一名老師事先朗讀教育局資料所編定的教材，供全校在課堂上播

放使用，有例可循。 

 

香港善德基金會將在明日（25日）辦「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

壇，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立法會

前主席曾鈺成，以及 30間中小學代表，會出席分享推廣國安教育的建議及經

驗，有興趣老師可報名參與。 

 

從豆腐渣工程引伸教學生正確價值觀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校長梁俊傑說，該校多年前已推行

國情教育，帶學生認識國家，但近年社會氣氛有變，部份家長反應較大，老師

亦憂心教錯內容會被「起底」或投訴。直至國安法推出後，教育局提供明確指

引，令老師有據可依，該校決定將國安教育融入道德課，讓學生認識國情時，

亦可建立正確價值觀：「豆腐渣工程一定係唔好，但係點解會有？因為個啲人價

值觀出咗問題，教好小朋友，下一代就唔會出現價值觀偏差」。 

 

設錄音因教師擔心出錯 

負責該校國安教育工作的訓輔主任夏國賢直言，國家教育推行初期，不少老師

都感到擔心及迷茫，於是校方統一整合教育局提供的資料，再安排由一位老師

錄下有關內容，供全校在課堂上播放，讓老師有例可循，「第一次做，好多老師

都驚出錯，所以搵一個老師錄咗。」 

 

至於課程內容，夏國賢舉例指，國安教育中會教及英殖時期，如十九世紀港英

政府訂立《歐籍區保留條例》、《山頂區保留條例》，讓學生代入當時社會環境思

考「華人與狗不得內進」措施是否存在問題，藉此教學生不要種族歧視、人人

平等的道理。另會簡介現今中國的成就與發展，如航天科技等，增加學生的身

份認同。 

 

過度活躍症小五生課堂上叫光時被同學阻止 

實際教學有否難處？夏國賢直言，該校今年 4月曾有一名過度活躍症的小五男

生，在課室等待上課時，聽到同學討論常識科教學內容，包括港人享有遊行示

威自由時，突然叫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口號，由

同班同學阻止並向老師報告。 



 

小五生原來不知口號意義 

夏國賢直言，「依教育局指引，嚴重個案、屢勸不改要報警」，惟訓育組老師與

涉事學生面談，發現男生並不明白口號意義，「唔係有心」，故沒有聯絡警方。

為謹慎起見，老師已鄭重提醒涉事者及全班同學，有關口號有違國安法風險，

可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並提供法庭判案新聞報道講解法律後果，同時就事件

通知家長，而涉事學生其後亦未有再犯。 

 

依教育局指引，嚴重個案、屢勸不改要報警，但評估過覺得同學唔係有心，所

以最後無向警方備案。最緊要小朋友知道，講咗啲嘢可能會有責任、有後果，

而唔係只係直接唔畀講。 

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訓輔主任夏國賢 

夏國賢自 1980年代已執教，他表示，部份小朋友並不理解說話含義，老師宜耐

心教導：「好似有啲同學仔講粗口，以為係助語詞同鬧人係兩回事；最緊要小朋

友知道，講咗啲嘢可能會有責任、有後果，而唔係只係直接唔畀講。」 

 

夏國賢重申，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學校已多次提醒學生須有守法意識，相信有

關概念已「潛而默化地入咗學生腦」，同學享遊行示威、言論自由權利時，亦會

小心言行。 

 

展望未來，該校會成立國安法教育統籌小組，審視國安教育推行情況，並在現

有課程加強國安教育部份，小四至小六德育課教駐軍法、國歌及國徽等，並增

加升旗禮次數，考慮邀警方到校講座等。 

 

該校榮譽校董湯修齊認為，坊間國安教育教材不多，形式單一，建議教育局就

國安教育提供更多資料，如更多元化及全面的教師培訓，提供實際例子讓前線

老師明白如何將國安教育融入課程；同時可鼓勵民間組織製作國安教育相關的

動畫或遊戲，讓學生更容易明白內容。 

 

25. 文滙報 

17-6-2021 

小組整合活動 中學多元學國安 

http://paper.wenweipo.com/2021/06/17/HK2106170008.htm 

明愛胡振中校設文化體驗館 學生穿古裝布置皇帝書齋 

 

香港國安法實施近一年，國家安全教育於教育界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有中學率

http://paper.wenweipo.com/2021/06/17/HK2106170008.htm


先成立了校內國家安全教育小組，透過整合校內校外的國情、品德及法治教育

活動，加上把國家安全相關觀念滲透於不同學科課程中，透過生動活潑的多元

途徑，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國安知識。而為深化國情與國安教育的成效，學校亦

從加強文化教育入手，下月將增設「華夏文化體驗館」，讓本地及非華語學生體

驗試穿古代衣飾、布置皇帝書齋等，切身領略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香港文匯

報記者 郭虹宇 

 

配合國安教育的推行，香港學界正投入籌劃相關課程與活動，明愛胡振中中學

是其中之一。該校校長鍾志源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學校早前已

成立了校內國家安全教育小組，旨在推廣國安教育，培養守法、愛國的學生。

該校除於校內進行全方位活動，包括於特殊節日升國旗、在班級開展公民教育

問答比賽、舉辦午間攤位遊戲等外，亦積極參加校外機構舉辦的各類相關活

動，例如「中學生法治教育先導計劃」、「國安法、基本法通通識」全港中學線

上挑戰賽、「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港澳兩地學生網上交流會」等，又邀請法律

專家舉辦講座，助師生了解香港國安法的重要性，以及憲法、基本法與「一國

兩制」的關係等，豐富國安國情法治相關知識。 

 

藉「陽光電話」增家校溝通 

 

家校合作，才能更好地推行國民教育。鍾志源指，老師會定期將教育局指引，

尤其是家長相關的指引向全校家長發布，亦會透過定期「陽光電話」與家長保

持密切聯絡，加強家校溝通，提高教育的成效。 

 

不同學科融入國安教育 

 

該校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主席、生物科老師丁加巍表示，除卻舉辦各類活動

外，在課程中融入國情、國安教育的內容亦很重要。因應教育局已發布多個科

目的國安課程框架，該校亦會緊密跟進，包括在通識、公民科及生活與社會科

加入相關內容；音樂科中則會教授學生唱國歌；地理科亦會讓學生充分認識到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生物科也會於新學期課堂加入生物安全、能源安全等

元素。 

 

該校中文及中史科老師鄧達謙補充指，在中史課堂時，老師會有意識地強調香

港自秦代起已經是國家版圖的一部分，兩者關係源遠流長；而中文科方面，如

中一單元三的課文《岳飛的少年時代》，老師在講解文章時，亦會注重岳飛的愛

國精神，令同學在學習語文知識及敘事手法的同時，亦能接受品德及國民教

育。 

 



升旗隊員：潛移默化融入生活 

 

明愛胡振中中學中二學生黃榮坤是學校升旗隊的成員之一，上個月曾參與升旗

隊的入營訓練，深入學習國旗的禮儀及相關知識，他認為學校的國情教育，可

藉潛移默化在不同方面融入日常生活。 

 

此外，為更好地融合國情、文化教育，明愛胡振中中學將於 7月初成立「華夏

文化體驗館」。鍾志源指，館內將會借鑑故宮博物院數年前來港展覽「三希堂」

的做法，設置「皇帝書齋」，讓學生一覽模擬的皇上書房；亦設有「古色衣

櫥」，學生可以親身體驗古代服飾文化；另有歷史瑰寶、歷史長河、千古風流人

物等欄目，令學生全方面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 

 

 

自製雙語教材 方便非華語生 

http://paper.wenweipo.com/2021/06/17/HK2106170009.ht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香港是多元文化共融的城市，在推動國情國安教

育的層面亦帶來一定挑戰。明愛胡振中中學校長鍾志源便提到，該校有不少非

華語學生，部分人中文水平並不太好，而現時大部分的國情國安相關教材套及

活動、比賽均只有中文版本，學校需要自行備製雙語內容，例如中國歷史科的

校本課程，會由老師翻譯製作英文教材，課堂上雙語並用，同時採用更靈活的

教學方式手法，讓不同背景的學生都能透過跨學科研習認識中國。 

 

此外，與校外機構合作舉辦活動及講座前，校方亦需要提早溝通，協調照顧非

華語學生的需要，方能讓國安教育相關活動順利進行。 

 

盼增對中華文化尊重 

 

具體而言，鍾志源指，對於來港較短的非華語生來說，較容易出現身份認同混

亂的情況，因此要慢慢培養他們對於身份的認同感，建立相應價值觀；而長時

間居港的非華語生，他們普遍中文水平已很高，能作流利的溝通，校方會透過

軟性手段，例如在不同科目加入國情教育的元素，特殊節日升國旗、逢年過節

配合相應的主題舉行活動等方式，逐步加強其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及對於國情知

識的了解。 

 

他總結說，學校的教育策略，是希望能提升華語學生對於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及非華語學生對國家、中華文化的尊重，培養他們成為關心國家、守法守規的

http://paper.wenweipo.com/2021/06/17/HK2106170009.htm


全球公民。 

湯修齊倡教局提供指引支援幼園 

http://paper.wenweipo.com/2021/06/17/HK2106170010.ht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家校會前主席、現為多所中小學校監的善德基金

會常務副主席湯修齊一直關注國安教育落實情況，他表示，教育局推出國安教

育課程框架的工作相當快，至今已覆蓋十多個科目範疇，期望當局下一步可再

加強對年幼學生特別是幼稚園的支援。他引述早前調查指，不少幼稚園樂於配

合國安教育，但苦於相關指引及支援不足，建議局方提供更多教材及指引，幫

助幼稚園透過遊戲及繪本等生活方式，讓幼童知曉國安相應知識。 

 

湯修齊提到，教育局已特別增設一個暫時性的高層副秘書長職位，其中一項工

作正是要支援全港學校推廣國安教育，說明局方的重視，而事實上國安教育實

踐時通常採用跨學科方式，確需要有專門職位專注發展及分配調動資源。 

 

他認為，有關統籌工作在學校中同樣重要，期望教育局多聽取前線教師意見，

在小學增設國安教育的中層統籌職位，優化教師體制的同時統籌資源，可望讓

國安教育事半功倍。 

 

家校配合促進國安教育普及 

 

至於教師培訓層面，湯修齊指，除舉辦網上講座外，教育局亦可與辦學團體合

作，在不同地區推出國安教育相關課程，以滿足數以萬計教師需要。 

 

他又表示，要讓國安教育好好落實，需要家長的配合，現時很多家長礙於自己

未有學習相關知識，無法在家支援學校，當局應同時於家長教育方面着手支

援，透過家校兩者配合，共同促進國安教育的普及。 

 

另外，為進一步讓教育界交流意見，善德基金會將會於本月 25日舉辦「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香港教育的展望」論壇，歡迎中小學校長老師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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