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德基金會「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系列比賽頒獎典禮 （2021年 6月 26 日） 

媒體報導總表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1 26-Jun 無綫新聞 楊潤雄指李家超絕對勝任政務司長 未來會

緊密合作 

2 26-Jun 無綫新聞 楊潤雄指今年九月能否全面復課取決於全

港接種疫苗情況 

3 26-Jun Now TV 新聞 楊潤雄：將舉辦更多課程讓老師深入認識

國情和國家憲法 

4 26-Jun 有線新聞 李家超接任政務司司長 楊潤雄：是合適

人選 指全面復課要視乎疫情發展 

5 26-Jun 香港電台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

擔任政務司司長 

6 26-Jun 商業電電台 楊潤雄：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教授 

7 26-Jun 新城電台 楊潤雄:李家超是政務司長的適合人選 

8 27-Jun 東方日報 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 推行國安教育    

9 27-Jun 東方日報網 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 推行國安教育 

10 26-Jun 東網 楊潤雄指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

教授國安教育 

11 27-Jun 大公報 教局助新入職教師認識憲法基本法 

12 27-Jun 大公網 教局助新入職教師認識憲法基本法 

13 27-Jun 香港商報 近 8000 學生家長參與「認識憲法」系列

賽  

14 27-Jun 香港商報 各界指上任新官能力出眾 

15 27-Jun 香港商報網 近 8000 學生家長參與「認識憲法」系列賽 

16 27-Jun 香港商報網 楊潤雄指恢復面授課需視疫情發展和學校

準備情況 籲學生盡快打針 

17 27-Jun 成報 指國家安全為頭等大事 會利用每個機會進

行國安教育 曾主理協調統籌工作 李家超

稱對政府運作認識   

18 27-Jun 明報 李家超被質疑協調各局能力 「44年經驗 

非紙上談兵」 



19 27-Jun 星島日報 陳肇始︰工作交由公眾評價 電台節目回應

會否「被換班」  

20 26-Jun 星島網 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教授國

安教育 

21 26-Jun 頭條日報 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

教授國安教育 

22 27-Jun 文匯報 富協調統籌經驗 李家超：我非紙上談兵 

23 26-Jun 信報網 楊潤雄 :9 月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視

乎疫情  

24 27-Jun 港人港地 【從小教育】「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

同行」系列比賽完滿結束 小學繪畫比賽冠

軍：《基本法》是保障香港人 

25 26-Jun 堅料網 【特區新班子】楊潤雄稱國安教育將由教

師按學生能力施教 

26 26-Jun 巴士的報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

擔任政務司司長 

27 26-Jun 巴士的報 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

教授國安教育 

28 27-Jun 香港 Yahoo新

聞 

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 推行國安教育 

29 26-Jun 香港 Yahoo新

聞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擔

任政務司司長 

30 27-Jun LINE TODAY 

新聞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

擔任政務司司長 

31 27-Jun 中國評論新聞

網 

教局助新入職教師認識憲法基本法 

32 26-Jun 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新聞公

報 

教育局局長談國安教育及接種疫苗（只

有中文）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活動 

頒獎典禮 

（2021 年 6 月 26 日）報道  

 

1. 無綫新聞 TVB 

楊潤雄指李家超絕對勝任政務司長 未來會緊密合作 

2021-06-26 17:30 

https://news.tvb.com/local/60d6f3bc34b031eb6f7c6e5e/楊潤雄指李家超絕對勝任政

務司長-未來會緊密合作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李家超絕對有能力出任政務司司長，未來會緊密合作。  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稱：「李司長，我和他一起共事很多年，我覺得他絕對是一個有能

力，以及有擔當的官員，所以他作為政務司司長，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適合的人

選，所以在未來現屆政府(任期)餘下十二個月多少少，我們一定會緊密合作，努力

為香港所有政策或所有的事一起去做，我們作為一個團隊。」 

 

 

2. 無綫新聞 TVB 

楊潤雄指今年九月能否全面復課取決於全港接種疫苗情況 

2021-06-26 17:30 

https://news.tvb.com/local/60d6f39c34b031d0047c6e57/楊潤雄指今年九月能否全

面復課取決於全港接種疫苗情況 

本港新冠疫情緩和，今年九月新學期能否全面復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取決於

全港接種疫苗情況。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大家數天前又看到可能有一、兩

個個案等，我們都要看情況，然後我們再看，在這段時間內全港市民，希望大家都

能夠藉這段時間去接種疫苗，我們更能保障整個社會各行各業的生活。距離到九月

開學有一段時間，我們都要看整個疫情發展，以及整體大家接種疫苗情況如何，我

們才作決定。」 

 

 

3. Now TV 新聞 

https://news.tvb.com/local/60d6f3bc34b031eb6f7c6e5e/楊潤雄指李家超絕對勝任政務司長-未來會緊密合作
https://news.tvb.com/local/60d6f3bc34b031eb6f7c6e5e/楊潤雄指李家超絕對勝任政務司長-未來會緊密合作
https://news.tvb.com/local/60d6f39c34b031d0047c6e57/楊潤雄指今年九月能否全面復課取決於全港接種疫苗情況
https://news.tvb.com/local/60d6f39c34b031d0047c6e57/楊潤雄指今年九月能否全面復課取決於全港接種疫苗情況


楊潤雄：將舉辦更多課程讓老師深入認識國情和國家憲法 

2021-06-26 17:08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40062 

【Now 新聞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學校已逐步展開有關國安法的

教育，將舉辦更多課程，讓老師深入認識國情、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楊潤雄：「（教育局）會繼續舉辦更多課程，讓老師有深入認識。我

們亦會製作一些教材，如有聲繪本等，我們亦會去做。當然，實際上

在教育的課室、課堂裡如何教學，仍須老師按學生的認知能力、他們

的興趣和水平，決定用甚麼樣的方法。」  

 

 

4. 有線新聞 

李家超接任政務司司長 楊潤雄：是合適人選 指全面復課要視乎

疫情發展  

2021-06-26 18:37:16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news/article/37/745084 

【有線新聞】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認為，由李家超擔任政務司司長是合適。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李司長我與他一同共事多年，我覺得他絕對是有能力及

有擔當的官員，所以他作為政務司司長，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適合的人選。所

以在未來這屆政府還有 12個多月，我們一定會緊密合作，一同努力為香港所有

政策做事，作為一個團隊。」 

楊潤雄又指，教育局未來會繼續運用資源，方便學校推展國安教育。教師會因

應學生的認知能力、興趣及水平等決定教授方式，至於 9月能否全面恢復面授

課堂，就要視乎疫情及學校準備情況，局方稍後會再評估。 

 

 

5. 香港電台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擔任政務司司長 

2021-06-26 HKT 16:40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40062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news/article/37/745084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97829-

20210626.htm?spTabChangeable=0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與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他是一個有能

力和擔當的官員，非常適合擔任司長，未來會與他緊密合作。 

李家超去年受訪時曾表示，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楊潤雄被問到李家超

上任司長後，在推動國安教育方面會否有壓力。楊潤雄說，《香港國安法》在

教育方面有特定要求，局方在教育界已一步一步展開相關工作，包括已就國安

教育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向學校發出詳細指引及課程框架，局方亦有為老師提供

培訓，幫助老師認識《憲法》、《基本法》、國情，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國安教

育。 

被問到局方會否製作國安教育影片或錄音，讓學校於課堂上播放，楊潤雄說，

課堂上如何教授學生，需要老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水平，決定用甚麼方法

教學。 

另外，楊潤雄說，暫時未有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具體數字，但鼓勵年齡適合的

學生盡量接種疫苗。至於是否有望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潤雄說，現時距離 9

月開學仍有一段時間，需要視乎整體疫情發展和學校準備情況再作決定。 

 

 

6. 商業電台 

楊潤雄：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  

2021-06-26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820 

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820/楊潤雄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能

力等決定如何教授 

教育局長楊潤雄表示，9月開學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要視乎疫情

及學校準備情況等，現時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間，稍後會再評估。他

相信，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會一直增加，期望社會上可以

打針的人士都盡量打針，讓社會、包括學校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被問

到由曾指要清除教育界中「壞蘋果」的李家超出任政務司長，教育局

會否有推動國安教育的壓力，楊潤雄指教育局已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

架，並為教師提供培訓，亦會做更多學與教資源，但在實際課室上如

何教授，會由教師按學生認知能力、興趣及水平決定。楊潤雄又指，

與李家超共事多年，相信對方是適合的政務司長人選，絕對有能力及

擔當，會在本屆政府餘下一年多時間緊密合作。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97829-20210626.htm?spTabChangeable=0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97829-20210626.htm?spTabChangeable=0
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820/楊潤雄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
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820/楊潤雄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397820 

 

 

7. 新城電台 

楊潤雄:李家超是政務司長的適合人選 

26/6/2021 18:37 

http://www.metroradio.com.hk/MetroFinance/News/NewsLive.aspx?SearchText=&N

ewsId=20210626183722&page=0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 與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事多年, 形容對方是一個有

能力和擔當的官員, 是出任政務司長的適合人選, 未來會緊密合作. 

李家超曾經表示, 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 被問到他上任司長後, 局方在推

動國安教育會否有壓力, 楊潤雄指, 當局已就國安教育工作向學校發出指引, 及

課程框架, 亦有為老師提供培訓. 至於在實際課堂上如何教授, 要由教師按學生

認知能力、 興趣及水平決定. 

 另外, 楊潤雄指, 目前距離九月開學仍然有一段時間, 屆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

堂, 要視乎疫情發展, 及接種疫苗情況. 

 

8. 東方日報 

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 推行國安教育    

2021年 6月 27日 A 04 

【本報訊】新上任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去年 7月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指

在國家安全方面，首要着眼教育界，主動清除「壞蘋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出席一個活動後，無明確回應日後推動國安教育時會否感到壓力，僅重申自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教育局已展開一連串國安教育相關工作，未來會繼續

推動。 

對於有不少教育人士擔心教授國安教育時被指有問題，楊被問及教育局會否預

製錄音或錄影以供學校播放。他回應指，當局已為教師提供培訓，幫助教師認

識《憲法》及《基本法》，每名中小學教師亦獲贈有關國安法的讀本，重申當

局會繼續推動相關培訓，以及製作例如有聲繪本等教材。不過，楊表示，學校

實際上如何教授國安教育，要由老師根據學生能力等情況自行決定。 

楊又指，過去與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李有能力亦肯擔當，故認為是政務司司

長的適合人選，形容在現屆政府未來 12個月會緊密合作，為香港所有政策一起

努力，但無透露李上任後有否曾在教育議題上給予指示。 

指恢復全日面授視乎接種率 

http://www.metroradio.com.hk/MetroFinance/News/NewsLive.aspx?SearchText=&NewsId=20210626183722&page=0
http://www.metroradio.com.hk/MetroFinance/News/NewsLive.aspx?SearchText=&NewsId=20210626183722&page=0


此外，楊表示目前未有學生最新接種疫苗的數字，但指兩日前的數據顯示已有

至少 8,000 名 12歲以上中小學生，相信人數會不斷增加。至於會否考慮在 9月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重申要考慮整體情況，包括本港疫情、學校準備及疫苗

接種率等。 

 

 

 

9. 東方日報網 

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 推行國安教育 

2021-06-27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10627/00176_046.html 

【本報訊】新上任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去年 7月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指

在國家安全方面，首要着眼教育界，主動清除「壞蘋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出席一個活動後，無明確回應日後推動國安教育時會否感到壓力，僅重申自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教育局已展開一連串國安教育相關工作，未來會繼續

推動。 

 

對於有不少教育人士擔心教授國安教育時被指有問題，楊被問及教育局會否預

製錄音或錄影以供學校播放。他回應指，當局已為教師提供培訓，幫助教師認

識《憲法》及《基本法》，每名中小學教師亦獲贈有關國安法的讀本，重申當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210627/00176_046.html


局會繼續推動相關培訓，以及製作例如有聲繪本等教材。不過，楊表示，學校

實際上如何教授國安教育，要由老師根據學生能力等情況自行決定。 

楊又指，過去與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李有能力亦肯擔當，故認為是政務司司

長的適合人選，形容在現屆政府未來 12個月會緊密合作，為香港所有政策一起

努力，但無透露李上任後有否曾在教育議題上給予指示。 

 

指恢復全日面授視乎接種率 

此外，楊表示目前未有學生最新接種疫苗的數字，但指兩日前的數據顯示已有

至少 8,000 名 12歲以上中小學生，相信人數會不斷增加。至於會否考慮在 9月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重申要考慮整體情況，包括本港疫情、學校準備及疫苗

接種率等。 

 

 

 

10. 東網 ON.CC 

楊潤雄指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2021-06-26 16:48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626/bkn-20210626164836771-

0626_00822_001.html 

新上任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去年 7月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指在國家安全

方面，首要着眼教育界，主動清除「壞蘋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今午(26日)

出席一個活動後，無明確回應日後推動國安教育時會否感到壓力，僅重申自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教育局已展開一連串國安教育相關工作，未來會繼續

推動。 

 

對於有不少教育人士擔心教授國安教育時被指有問題，楊被問及教育局會否預

製的錄音或錄影以供學校播放。他回應指，當局已為教師提供培訓，幫助教師

認識《憲法》及《基本法》，每名中小學教師亦獲贈有關國安法的讀本，重申

當局會繼續推供相關培訓，以及製作例如有聲繪本等教材。不過，楊表示學校

實際上如何教授國安教育，要由老師根據學生能力等情況自行決定。 

 

他又指，過去與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李有能力亦肯擔當，故認為是政務司司

長的適合人選，形容在現屆政府未來 12個月會緊密合作，為香港所有政策一起

努力，但無透露李家超上任後有否曾在教育議題上給予指示。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626/bkn-20210626164836771-0626_00822_001.html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0626/bkn-20210626164836771-0626_00822_001.html


此外，楊表示目前未有學生最新接種疫苗的數字，但指兩日前的數據顯示已有

至少 8,000 名 12歲以上中小學生，相信人數會不斷增加。至於會否考慮在 9月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重申要考慮整體情況，包括本港疫情、學校準備，以及

疫苗接種率等。 

 

 

 

 

11. 大公報 

教局助新入職教師認識憲法基本法    

2021-06-27．A06 港聞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葉心弦報道：善德基金會主辦，教育局、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支持的「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活動昨日（26日）在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學校禮堂舉行頒獎典禮。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中

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出席活動並發表講話。 

楊潤雄表示，教育局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提供不同科目的例

子，協助學校將國家安全學習元素融入課程當中。早前教育局已製作有聲繪

本，例如「國家安全你我要知」、「國事小專家」互動問答遊戲，令學校能按

照學生的認知與能力，在不同的學習階段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楊潤雄鼓勵學校

在課堂「內和外」全方位讓學生認識國情，從而更好培養他們國民身份認同。 

在教師培訓方面，楊潤雄指教育局要求新入職的老師和學校管理人員完成核心

培訓，幫助他們全面認識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 

 

 



 

 

12. 大公網 

教局助新入職教師認識憲法基本法 

2021-06-27 04:39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1/0627/601868.html 

【大公报讯】实习记者叶心弦报道：善德基金会主办，教育局、政制及内地事

务局支持的“认识宪法、《基本法》─与法治同行”系列活动昨日（26 日）在香

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学校礼堂举行颁奖典礼。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中联

办新界工作部副部长叶虎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 

 

  杨润雄表示，教育局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提供不同科目的

例子，协助学校将国家安全学习元素融入课程当中。早前教育局已制作有声绘

本，例如“国家安全你我要知”、“国事小专家”互动问答游戏，令学校能按照学

生的认知与能力，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杨润雄鼓励学校在课

堂“内和外”全方位让学生认识国情，从而更好培养他们国民身份认同。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1/0627/601868.html


  在教师培训方面，杨润雄指教育局要求新入职的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完成

核心培训，帮助他们全面认识宪法、《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 

 

 

 

 

13. 香港商報 

近 8000 學生家長參與「認識憲法」系列賽  

2021-06-27  A02 香港新聞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由善德基金會主辦，新界校長會統籌及協

辦，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島校長聯會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

教育局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支持的「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比

賽於今年 4 月至 6 月舉行，共吸引近 8000 名學生及家長參與。 

主辦單位昨日舉行頒獎典禮，主禮嘉賓包括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中聯辦新界工

作部副部長葉虎、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王建源、善德基金會主席兼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董吳玲玲及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前主席

湯修齊。 

楊潤雄指助學生明白國情 

楊潤雄致辭時表示，讓學生正確認識國家與香港特區的憲制關係，是學校應有

之責。憲法及基本法相關內容已滲透於小學常識、初中生活與社會、中國歷

史、地理等科目，教導學生理解基本法與生活息息相關、中央與特區關係、權

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等內容，以助學生明白基本法的由來和意義，讓他們成為

具國家觀念、尊重法治、守法的良好國民。他期望社會各界配合，攜手推廣憲

法及基本法教育，讓學生全面認識國情，好好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及「一國兩

制」賦予香港的優勢，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湯修齊致辭時表示， 「認識憲法、基本法系列比賽」已累積超過 13 萬人次參

加，成為全港最大規模的基本法比賽。今年參加系列比賽的學校超過 250間，

參賽人數近 8000，成績相當美滿，證明學生們對憲法、基本法的學習有極大興

趣及需求，只要活動方式新穎有趣，便能將枯燥乏味、相對艱深的法律問題，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法律教育是可以強化學生的守法意識。 

「校際網上問答」最受歡迎 

董吳玲玲表示，一直以來，善德基金會非常重視基本法的推廣工作，希望透過

不同比賽，可讓學生輕鬆愉快地加深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善德基

金會將繼續舉辦更多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的國民素養及愛國愛港精神，為教

育界發揮正能量，同時亦會繼續加強教育政策調查和研究，為教育局提供建

議，以及為教師提供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教育的專業支援。 



據介紹，今年舉辦的一系列比賽，共吸引近 8000名學生及家長參與，當中以

「全港中學校際網上問答及專題報告比賽」最受歡迎，共有 5351 人參與，是

同類活動中參與人數最多。至於「幼稚園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家長平面設

計比賽」及「全港小學繪畫比賽」，分別有 1505人、605人及 317 人參與。 

製桌遊推廣國安教育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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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關係，善德基金會今年設計及製作一套以基本法為主題桌遊，作為國安教育的

活動教材，送給出席頒獎典禮的學生及家長，之後更會發送予全港中小幼學

生，善德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的桌上遊戲，讓學生寓遊戲中學習，加深學生、教

師以至家長對基本法及國安教育的認識。 

 

 

 

 

14. 香港商報 

各界指上任新官能力出眾    

2021-06-27  A02 香港新聞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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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澤頤為警務處處長，社會

各界均讚揚三位新官員有能力，並在止暴制亂中勇於擔當、表現卓越。 

楊潤雄：李家超有能力肯擔當 

教育局長楊潤雄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過去與李家超共事多年，相信對方

是適合的政務司司長人選，絕對有能力及肯擔當，會在本屆政府餘下約一年的

時間與對方緊密合作，為香港所有政策一起努力。他又提到，自香港國安法實

施後，教育局已展開一連串國安教育相關工作，包括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架、

為教師提供培訓、提供更多學與教資源等，局方未來會繼續推動有關工作。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早上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在抗疫期間，由於有很多

跨部門的合作，一直與李家超合作無間，讚揚對方「管理能力強、好細緻」，

很多時候都能給予好意見。她強調政務司司長的角色重要，須協調很多跨部門

工作，期待與李家超繼續合作。 

吳秋北：反「黑暴」證三人能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昨日表示，三位新官有一個共通之處，

就是都有服務警隊的經歷，因此有媒體將這與「警察政府」強行關聯在一起。

他質疑有記者企圖製造白色恐怖，其提問是明顯地不懷好意，誤導輿論，是混

淆認知的行為令人不恥！ 

吳秋北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無論什麼背景、經歷，上任後都要依法辦事。

他認為香港擁有一支優秀的警隊，不單除暴安良，協助抗疫，亦為香港培養的

優秀人才。近兩年香港社會出現動蕩不安的情況，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是

首要任務，也是最棘手、最艱巨的任務，是市民非常迫切的訴求。他說， 「在

應對這些事件的過程中，他們所表現出的優秀且全面的領導能力，以及維護香

港的決心與意志，有目共睹，此刻香港正是用人之際，求賢若渴，關鍵時刻，

他們挺身而出，擔當重任，這怎不是香港的幸運？英雄不問出處，用人唯才，

難道要放棄最佳人選嗎？」 

姚志勝：體現「愛國者治港」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新任命官員在

止暴制亂中勇於擔當、表現卓越、經受考驗。由能力強、敢擔當的愛國者擔當

重任，體現香港進入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他指出，香港經歷修例風

波，中央強調維護憲制秩序，有效落實對港全面管治權，確保「愛國者治

港」。在特區政府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

的人士，必須是堅定愛國者，必須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續

指，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新調整，體現官員選拔審核制度與時俱進，有利鞏固香

港國安法落實以來出現的由亂及治新局面，有利於打好抗疫戰，推動經濟發

展，繼續發揮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優勢，開啟良政善治新篇章。 

 



 

 

 

 

15. 香港商報網 

近 8000 學生家長參與「認識憲法」系列賽 

2021-06-27 

http://www.hkcd.com/content/2021-06/27/content_1276960.html 

由善德基金會主辦，新界校長會統籌及協辦，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島校長

聯會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教育局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支持的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比賽於今年 4月至 6月舉行，共吸引

近 8000 名學生及家長參與。 

 

 主辦單位昨日舉行頒獎典禮，主禮嘉賓包括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中聯辦新界

工作部副部長葉虎、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王建源、善德基金會主席兼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董吳玲玲及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前主

席湯修齊。 

 

 楊潤雄指助學生明白國情 

 

http://www.hkcd.com/content/2021-06/27/content_1276960.html


 楊潤雄致辭時表示，讓學生正確認識國家與香港特區的憲制關係，是學校應

有之責。憲法及基本法相關內容已滲透於小學常識、初中生活與社會、中國歷

史、地理等科目，教導學生理解基本法與生活息息相關、中央與特區關係、權

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等內容，以助學生明白基本法的由來和意義，讓他們成為

具國家觀念、尊重法治、守法的良好國民。他期望社會各界配合，攜手推廣憲

法及基本法教育，讓學生全面認識國情，好好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及「一國兩

制」賦予香港的優勢，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湯修齊致辭時表示， 「認識憲法、基本法系列比賽」已累積超過 13萬人次

參加，成為全港最大規模的基本法比賽。今年參加系列比賽的學校超過 250

間，參賽人數近 8000，成績相當美滿，證明學生們對憲法、基本法的學習有極

大興趣及需求，只要活動方式新穎有趣，便能將枯燥乏味、相對艱深的法律問

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法律教育是可以強化學生的守法意識。 

 

 「校際網上問答」最受歡迎 

 

 董吳玲玲表示，一直以來，善德基金會非常重視基本法的推廣工作，希望透

過不同比賽，可讓學生輕鬆愉快地加深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善德

基金會將繼續舉辦更多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的國民素養及愛國愛港精神，為

教育界發揮正能量，同時亦會繼續加強教育政策調查和研究，為教育局提供建

議，以及為教師提供憲法、基本法和國安教育的專業支援。 

 

 據介紹，今年舉辦的一系列比賽，共吸引近 8000名學生及家長參與，當中以

「全港中學校際網上問答及專題報告比賽」最受歡迎，共有 5351人參與，是同

類活動中參與人數最多。至於「幼稚園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家長平面設計

比賽」及「全港小學繪畫比賽」，分別有 1505 人、605人及 317人參與。 

 

 製桌遊推廣國安教育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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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關係，善德基金會今年設計及製作一套以基本法為主題桌遊，作為國安教育

的活動教材，送給出席頒獎典禮的學生及家長，之後更會發送予全港中小幼學

生，善德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的桌上遊戲，讓學生寓遊戲中學習，加深學生、教

師以至家長對基本法及國安教育的認識。（記者 馮仁樂） 

 

 

 

16. 香港商報網 



楊潤雄指恢復面授課需視疫情發展和學校準備情況 籲學生盡快打針 

2021-06-27 

http://www.hkcd.com/content/2021-06/26/content_1276925.html 

教育局長楊潤雄今日（26日）表示，9月開學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要視

乎疫情及學校準備情況等，現時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間，稍後會再評估，呼籲

年齡適合的學生盡快接種疫苗。 

 

 楊潤雄相信，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會一直增加，期望社會上可以

打針的人士都盡量打針，讓社會、包括學校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對於新上任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楊潤雄指與他共事多年，認為他是一個有

能力和擔當的官員，非常適合擔任司長，未來會繼續與他緊密合作。 

 

 李家超去年受訪時曾表示，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被問到在推動國安

教育方面會否有壓力，楊潤雄說，《香港國安法》在教育方面有特定要求，局

方在教育界已一步一步展開相關工作，包括已就國安教育的行政和管理工作，

向學校發出詳細指引及課程框架，局方亦有為老師提供培訓，幫助老師認識

《憲法》、《基本法》、國情，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國安教育。 

 

 被問到局方會否製作國安教育影片或錄音，讓學校於課堂上播放，楊潤雄

指，課堂上如何教授學生，需要老師按學生認知能力、興趣及水平，決定用甚

麼方法教學。 

 

 

 

17. 成報 

指國家安全為頭等大事 會利用每個機會進行國安教育 曾主理協調

統籌工作 李家超稱對政府運作認識   

 
 

2021-06-27．A02 要聞 

問責團隊於「七一」前夕大換班，李家超前天（6月 25日）接替張建宗出任

政務司司長，是首位警察背景出身的官員出掌政務司。李家超昨日（26日）

首次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出席活動並會見傳媒，對於有質疑他過去工作經驗不

夠全面，李家超強調，自己曾在政府工作 44 年，曾主理不少協調統籌工作，

  

http://www.hkcd.com/content/2021-06/26/content_1276925.html


對政府整體運作、文化及工作理念，都比絕大部分同事有更充分認識。 本報

記者報道 

對於外界質疑其相關工作經驗不足，他強調自己熟悉政府整體運作文化和工

作理念，直言「比絕大部分同事有更充分認識」，他強調這些經驗並非「紙

上談兵」，並舉例指過去擔任保安局局長時，曾透過緊急及重大事故協調中

心統籌政府部門的工作，包括參與統籌模擬大亞灣核電廠事故核應變計劃，

又指在過去幾年的「黑暴」事件中，相關協調中心亦發揮了作用。 

指經驗非「紙上談兵」 

李家超表示， 過去在保安局統籌約 7萬人，希望未來能建立由 18 萬公務員

組成的團結團隊，利用各自經驗長處互補不足，為特區利益出發，強調對自

己的經驗有信心。 

他強調，作為政務司司長，不會取代局長制定政策，但會監管每個環節，同

時確保政策全面。 

警隊出身的李家超，被問到日後工作會否側重國安而忽略其他範疇，他回應

時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責任是頭等大事，會利用每個機會進行國家安全教育，

但同時作為政務司司長，會確保其他局長的政策足夠全面且有效，強調自己

不會取代局長職務。 

李家超說，對自己獲提名出任政務司司長一職感到光榮，指新職位涉及廣泛

範圍，未來會協助行政長官落實施政，推動完善選舉制度下的未來三場選

舉，並保持香港政府效率世界排名第一的標準。 

不會取代政策局長職務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與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他是一個

有能力和擔當的官員，非常適合擔任司長，未來會與他緊密合作。 

李家超去年受訪時曾表示，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楊潤雄被問到李家

超上任司長後，在推動國安教育方面會否有壓力。 

楊潤雄說，《香港國安法》在教育方面有特定要求，局方在教育界已一步一

步展開相關工作，包括已就國安教育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向學校發出詳細指引

及課程框架，局方亦有為老師提供培訓， 幫助老師認識《憲法》、《基本

法》、國情，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國安教育。 

至於局方會否製作國安教育影片或錄音，讓學校於課堂上播放，楊潤雄說，

課堂上如何教授學生，需要老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水平，決定用甚麼方

法教學。 
 

 



 

 

 

18. 明報 

李家超被質疑協調各局能力 「44年經驗 非紙上談兵」 

2021-06-27  A01要聞 

只做過警政工作的李家超由保安局長擢升為政務司長，被質疑有否能力協調各

政策局。他昨日見記者時主動稱，他在政府工作 44年，對政府整體運作、文

化、理念，也比絕大部分同事更有充分認識；又稱其協調和統籌工作經驗不是

「紙上談兵」，舉例曾處理颱風、統籌模擬大亞灣核電廠事故的核應變計劃演

習和「黑暴」事件。被問到他是否無學士學位，他表示自己有碩士學位。政務

司長發言人回覆查詢稱，李家超公開考試成績優異，曾獲香港大學工程學系錄

取，但因為家庭原因而放棄入讀，投考警隊。 

循警隊「自學計劃」獲碩士學位 稱會考 4A 家庭原因棄入港大 

李家超上任政務司長後，昨日首次公開回應傳媒提問。他主動稱，自己會積極

地統籌及協調各個局和跨部門的工作，強調協調及統籌工作是講求實際經驗。



他又說，建立團結的團隊很重要，現時努力團結 18萬公務員團隊，強調對自己

建立團隊經驗有信心。 

李家超被質疑沒有學士學位，有傳媒引消息稱他曾獲港大取錄。政務司長發言

人回覆本報查詢表示，李家超會考取得 4A成績，高考獲 1A，獲港大工程學系

錄取，但因為家庭原因而放棄入讀，投考警隊。李昨日出席活動時回應稱，他

擁有關於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碩士學位，當時是參與警隊和澳洲查理斯特大學所

舉辦的自學計劃。他說：「這正正證明香港有機會給予所有人，只需要自己努

力、只需要自強不息，自己的理想就可以達到。」 

政務官出身的教育局長楊潤雄昨日被問到李家超做政務司長是否「武進文

退」，他稱李絕對有能力、有擔當，是非常合適的人選。李家超曾說要清除教

育界中「壞蘋果」，被問教育局會否有推動國安教育的壓力，楊潤雄稱教育局

已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架，並為教師提供培訓等。 

 



 



 

 

19. 星島日報 

陳肇始︰工作交由公眾評價 電台節目回應會否「被換班」  

2021-06-27 A 11 每日雜誌 

 

政府問責班子中的保安系統範疇高官突然「大執位」，引起政圈震盪，有人關

注曾被建制派批評抗疫不力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是否亦有機會被叫

「起身」難完成任期。陳肇始昨日出席港台節目，主持人即問及「換班」問

題，指「有人提到你個名，覺得你抗疫工作可能有啲做得唔好，下個就到你，

你自己擔唔擔心？」陳肇始就話，自己每天都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又說疫情已

漸入佳境，政府上下一心推動抗疫政策，有信心令疫情受控，一切「得來不

易」，至於她自己的工作，就交給公眾評價。 

  對於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陳肇始形容過去一直與保安局

合作無間，在抗疫工作上都需要跨部門合作，而政務司司長在抗疫戰中扮演重

要角色。對於李家超的工作背景過去集中在保安、國安等方面，她形容李的管

理能力非常強，在行動上能給予很好意見，在統籌、協調工作上並無不足，期

待與對方繼續合作。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表示，自己與李家超共事多年，大讚對方有能力和擔

當，非常適合出任司長一職，未來會與他緊密合作。 

 

 

 

 

 

 

 



20. 星島網 

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2021-06-26 16:42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611001/即時-港聞-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

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特區政府問責團隊大換班，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獲任命為政務司

司長。被問到李家超曾指要清除教育界中的「壞蘋果」，教育局

會否有壓力，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局已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架

並為教師提供培訓，亦會做更多學與教資源。不過他表示，會由

教師按學生認知能力、興趣及水平，決定在實際課室上如何教

授。  

楊潤雄又指，與李家超共事多年，相信對方是適合的政務司司長

人選，絕對有能力及擔當，會在本屆政府餘下一年多時間緊密合

作。  

另外，楊潤雄表示， 9 月開學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要視乎

新冠肺炎疫情及學校準備情況等，又指現時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

間，稍後會再評估。他相信，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將一

直增加，期望社會上可以接種疫苗的人士盡快打針，讓社會、包

括學校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21. 頭條日報 

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2021-06-26 16:42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111001/即時-港聞-楊潤雄-將由教師按

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特區政府問責團隊大換班，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獲任命為政務司司長。被問到

李家超曾指要清除教育界中的「壞蘋果」，教育局會否有壓力，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指，局已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架並為教師提供培訓，亦會做更多學與教資

源。不過他表示，會由教師按學生認知能力、興趣及水平，決定在實際課室上

如何教授。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611001/即時-港聞-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611001/即時-港聞-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111001/即時-港聞-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111001/即時-港聞-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楊潤雄又指，與李家超共事多年，相信對方是適合的政務司司長人選，絕對有

能力及擔當，會在本屆政府餘下一年多時間緊密合作。 

 

另外，楊潤雄表示，9月開學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要視乎新冠肺炎疫情

及學校準備情況等，又指現時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間，稍後會再評估。他相

信，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將一直增加，期望社會上可以接種疫苗的人

士盡快打針，讓社會、包括學校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22. 文匯報 

富協調統籌經驗 李家超：我非紙上談兵 

2021-06-27 A 04文匯要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負責協助行政長官，督導指

定的決策局工作，並在確保政策制訂和實施的協調上擔任重要角色。新任政務

司司長李家超昨日表示，自己的協調和統籌經驗並非「紙上談兵」，任保安局

局長期間，他統籌過涉及數十個部門的模擬大亞灣核電廠核事故應變計劃演

習，以至修例風波期間的黑暴事件，故對未來擔當政務司司長的工作有信心。 

李家超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擔任政務司司長的責任重大，他未來會協助行政

長官根據基本法全面和準確地落實「一國兩制」施政，包括協助特首推動在完

善選舉制度後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三場選舉。 

針對有攬炒派中人質疑他缺乏協調各部門的經驗，李家超指出，他在政府工作

已經 44 年，對政府的整體運作、文化，以及工作理念有充分認識，而自己有豐

富的協調和統籌經驗，包括在擔任保安局局長時，通過緊急事故協調中心統籌

了模擬大亞灣核電廠核事故應變計劃，而在修例風波期間，協調中心亦發揮了

作用。 

有攬炒派中人質疑李家超「學歷低」「難當大任」，李家超首先感謝警隊的自

學計劃，讓他取得澳洲查理斯特大學公共政策和管理有關的碩士學位，「這正

正證明香港有機會給予所有人，只需要自己努力、只需要自強不息，自己的理

想就可以達到，所以剛才問我們如何可以令到年輕人更有希望、更對香港熱

愛，其實自己不斷努力進取、進修，始終就可以達到自己希望達到的成功。」 

重申護國安是政府官員責任 

李家超表示，自己過往在保安局統籌的團隊有約 7萬人，希望未來能夠團結約

18萬名公務員，並希望團隊成員可有各自經驗、長處，互補不足，並秉持從特

區的總體利益出發的共同理念。 



被問到日後工作會否偏重於維護國家安全時，李家超回應，維護國家安全是特

區的責任，也是頭等大事，無論哪個崗位、哪位公務員、哪位官員都有履行維

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同時肩負推廣國家安全教育的責任。 

「國家安全、香港安全，是一個繁榮穩定的基礎。」他強調，身為政務司司長

和國安委成員，會繼續堅定不移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同時會確保每個局

長制訂的政策全面及有效，以配合特區政府的整體施政。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他和李家超共事多年，「我

覺得他絕對是一個有能力、有擔當的官員，所以他作為政務司司長，我覺得是

一個非常合適的人選。……這屆政府還有十二個月多一點，我們一定會緊密合

作，作為一個團隊，為香港的所有政策或香港的事一起努力去做。」 

 

 

 

 

 

23. 信報網 

楊潤雄 :9 月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視乎疫情  

26-6-2021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836341/楊潤雄%3A9 月能否全

面恢復面授課堂視乎疫情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9月開學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要視乎疫情及學

校準備情況等，現時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間，稍後會再評估。 

 

楊潤雄相信，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會一直增加，期望社會上可以打

針的人士都盡量打針，讓社會、包括學校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被問到由曾指要清除教育界中「壞蘋果」的李家超出任政務司司長，教育局會

否有推動國安教育的壓力，楊潤雄指，教育局已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架，並為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836341/楊潤雄%3A9月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視乎疫情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836341/楊潤雄%3A9月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視乎疫情


教師提供培訓，亦會做更多學與教資源，但在實際課室上如何教授，會由教師

按學生認知能力、興趣及水平決定。 

 

楊潤雄又指，與李家超共事多年，相信對方是適合的政務司司長人選，絕對有

能力及擔當，會在本屆政府餘下一年多時間緊密合作。 

 

 

24. 港人港地 

【從小教育】「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比賽完滿結

束 小學繪畫比賽冠軍：《基本法》是保障香港人 

2021-06-27 15:30 

https://www.speakout.hk/焦點新聞/73089/-從小教育-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

行-系列比賽完滿結束-小學繪畫比賽冠軍-基本法-是保障香港人#selected 

由善德基金會主辦，新界校長會統籌，教育局支持，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

島校長聯會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的「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

同行」系列比賽，於今年 4月至 6月舉行，共吸引近 8000名學生及家長參與。

主辦單位昨日舉行頒獎典禮，其中「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2021」中小組冠軍何柏

澄同學接受《港人講地》記者採訪時稱《基本法》是保障香港人。 

 

善德基金會主席兼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董吳玲玲致詞時表示，一直以來，善德基

金會非常重視基本法的推廣工作，希望透過不同比賽，可讓學生輕鬆愉快地加

深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善德基金會將繼續舉辦更多多元化活

動，培養學生的國民素養及愛國愛港精神，為教育界發揮正能量，同時亦會繼

續加強教育政策調查和研究，為教育局提供建議，以及為教師提供憲法、《基

本法》和國安教育的專業支援。 

 

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前主席湯修齊稱， 「認識

憲法、基本法系列比賽」已累積超過 13萬人次參加，成為全港最大規模的基本

法比賽。今年參加系列比賽的學校超過 250 間，參賽人數近 8000，成績相當美

滿，證明學生們對憲法、基本法的學習有極大興趣及需求，只要活動方式新穎

有趣，便能將枯燥乏味、相對艱深的法律問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對學生進行

法律教育是可以強化學生的守法意識。 

 

是次比賽目的為推動本港學界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從小培養學生法治觀

念、學懂知法守法，分為 4個不同項目，包括：「全港中學校際網上問答及專

https://www.speakout.hk/焦點新聞/73089/-從小教育-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比賽完滿結束-小學繪畫比賽冠軍-基本法-是保障香港人#selected
https://www.speakout.hk/焦點新聞/73089/-從小教育-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比賽完滿結束-小學繪畫比賽冠軍-基本法-是保障香港人#selected


題報告比賽」、「幼稚園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家長平面設計比賽」及「全

港小學繪畫比賽」。 

 

「全港小學繪畫比賽 2021」中小組冠軍何柏澄同學說：「一開始不太認識《基

本法》，現在認識了不少。」她又指，《基本法》是保障香港人。其母親表

示：「如果要小朋友認識《基本法》，只給她一本書可能不易理解，到底《基

本法》跟香港和中國有什麼聯繫、一國兩制是什麼，我覺得通過畫畫會更易理

解內容。」她非常贊同子女多認識《基本法》：「作為中國人都要好應該認識

《基本法》，特別是香港人因為始終跟香港有聯繫，我自己覺得《基本法》要

從小開始慢慢教導他們認識。」她又指，會向女兒慢慢介紹《基本法》、如何

與內地聯繫及大灣區等知識。 

 

 

 

25. 堅料網 

【特區新班子】楊潤雄稱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施教 

2021-06-26 17:00 

https://n.kinliu.hk/kinliuhknews/【特區新班子】楊潤雄稱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

生/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與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他是一個有能

力和擔當的官員，非常適合擔任司長，未來會與他緊密合作。對於李家超去年

曾表示，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楊潤雄就否認現時在推動國安教育方面

會有壓力。 

 

楊潤雄說，《香港國安法》在教育方面有特定要求，局方在教育界已一步一步

展開相關工作，包括已就國安教育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向學校發出詳細指引及課

程框架，局方亦有為老師提供培訓，幫助老師認識《憲法》、《基本法》、國

情，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國安教育。 

 

被問到由曾指要清除教育界中「壞蘋果」的李家超出任政務司長，教育局會否

有推動國安教育的壓力，楊潤雄指教育局除了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架，亦會做

更多學與教資源，但在實際課室上如何教授，會由教師按學生認知能力、興趣

及水平決定。 

 

教育局長楊潤雄表示，9月開學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要視乎疫情及學校

準備情況等，現時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間，稍後會再評估。他相信，中、小學

https://n.kinliu.hk/kinliuhknews/【特區新班子】楊潤雄稱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
https://n.kinliu.hk/kinliuhknews/【特區新班子】楊潤雄稱國安教育將由教師按學生/


生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會一直增加，期望社會上可以打針的人士都盡量打針，

讓社會、包括學校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26. 巴士的報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擔任政務司司長 

2021年 06月 26日 16:40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90249-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

擔當%E3%80%80非常適合擔任政務?current_cat=15267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與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他是一個有能

力和擔當的官員，非常適合擔任司長，未來會與他緊密合作。 

 

李家超去年受訪時曾表示，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楊潤雄被問到李家超

上任司長後，在推動國安教育方面會否有壓力。楊潤雄說，《香港國安法》在

教育方面有特定要求，局方在教育界已一步一步展開相關工作，包括已就國安

教育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向學校發出詳細指引及課程框架，局方亦有為老師提供

培訓，幫助老師認識《憲法》、《基本法》、國情，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國安教

育。 

 

被問到局方會否製作國安教育影片或錄音，讓學校於課堂上播放，楊潤雄說，

課堂上如何教授學生，需要老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水平，決定用甚麼方法

教學。 

 

另外，楊潤雄說，暫時未有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具體數字，但鼓勵年齡適合的

學生盡量接種疫苗。至於是否有望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潤雄說，現時距離 9

月開學仍有一段時間，需要視乎整體疫情發展和學校準備情況再作決定。 

 

 

 

27. 巴士的報 

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 決定如何教授國安教育 

2021年 06月 26日 17:02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90249-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E3%80%80非常適合擔任政務?current_cat=15267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90249-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E3%80%80非常適合擔任政務?current_cat=15267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90234-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

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current_cat=1 

被問到李家超曾指要清除教育界中的「壞蘋果」，教育局會否有壓力，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指，局已推出國安教育課程框架並為教師提供培訓，亦會做更多學

與教資源。不過他表示，會由教師按學生認知能力、興趣及水平，決定在實際

課室上如何教授。 

楊潤雄又指，與李家超共事多年，相信對方是適合的政務司司長人選，絕對有

能力及擔當，會在本屆政府餘下一年多時間緊密合作。 

 

另外，楊潤雄表示，9月開學時能否全面恢復面授課堂，要視乎新冠肺炎疫情

及學校準備情況等，又指現時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間，稍後會再評估。 

 

他相信，中小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將一直增加，期望社會上可以接種疫苗

的人士盡快打針，讓社會、包括學校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28. 香港 Yahoo新聞 

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 推行國安教育 

2021-06-27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

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

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

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

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

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

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本報訊】新上任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去年 7月擔任保安局局長期間，曾指

在國家安全方面，首要着眼教育界，主動清除「壞蘋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出席一個活動後，無明確回應日後推動國安教育時會否感到壓力，僅重申自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教育局已展開一連串國安教育相關工作，未來會繼續

推動。 

 

對於有不少教育人士擔心教授國安教育時被指有問題，楊被問及教育局會否預

製錄音或錄影以供學校播放。他回應指，當局已為教師提供培訓，幫助教師認

識《憲法》及《基本法》，每名中小學教師亦獲贈有關國安法的讀本，重申當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90234-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current_cat=1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8690234-楊潤雄：將由教師按學生能力等-決定如何教授國安?current_cat=1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老師按學生能力-推行國安教育-214500363.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CVR8xfKyZ73AY1Ldnm1VaW6Wsd02lzLA7SwiVKHFlDVjlbQinWvVLdkEx9fDhu4JGrqAiiBnUo-9sTp879WBDPqEZsNv5CEEGr-o0Adb-p82vb893u9UeA8AwdbCewjXQlukPIN5C6-L6QAeSkTZn0edv1JQdFxtgwFfAk3ZfKU


局會繼續推動相關培訓，以及製作例如有聲繪本等教材。不過，楊表示，學校

實際上如何教授國安教育，要由老師根據學生能力等情況自行決定。 

 

楊又指，過去與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李有能力亦肯擔當，故認為是政務司司

長的適合人選，形容在現屆政府未來 12個月會緊密合作，為香港所有政策一起

努力，但無透露李上任後有否曾在教育議題上給予指示。 

 

指恢復全日面授視乎接種率 

 

此外，楊表示目前未有學生最新接種疫苗的數字，但指兩日前的數據顯示已有

至少 8,000 名 12歲以上中小學生，相信人數會不斷增加。至於會否考慮在 9月

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重申要考慮整體情況，包括本港疫情、學校準備及疫苗

接種率等。 

 

 

 

29. 香港 Yahoo新聞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擔任政務司司長 

2021-06-26 16:40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非常適合擔任政務司司

長-

084008319.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DovL2xlZ2NvZXMud2lzZW5

ld3MubmV0L3dlMy9xdWljay1zZWFyY2gtY29udGVudC5kbz9fJnF1aWNrLXNlY

XJjaD10cnVlJnNycF9zdWJrZXk9JndwX2Rpc3BhdGNoPWFkaG9jJTNBc2VhcmNo

LXJlc3Vsd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與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他是一個有能

力和擔當的官員，非常適合擔任司長，未來會與他緊密合作。 李家超去年受訪

時曾表示，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楊潤雄被問到李家超上任司長後，在

推動國安教育方面會否有壓力。楊潤雄說，《香港國安法》在教育方面有特定

要求，局方在教育界已一步一步展開相關工作，包括已就國安教育的行政和管

理工作向學校發出詳細指引及課程框架，局方亦有為老師提供培訓，幫助老師

認識《憲法》、《基本法》、國情，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國安教育。 被問到局方

會否製作國安教育影片或錄音，讓學校於課堂上播放，楊潤雄說，課堂上如何

教授學生，需要老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水平，決定用甚麼方法教學。 另

外，楊潤雄說，暫時未有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具體數字，但鼓勵年齡適合的學

https://hk.news.yahoo.com/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非常適合擔任政務司司長-084008319.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DovL2xlZ2NvZXMud2lzZW5ld3MubmV0L3dlMy9xdWljay1zZWFyY2gtY29udGVudC5kbz9fJnF1aWNrLXNlYXJjaD10cnVlJnNycF9zdWJrZXk9JndwX2Rpc3BhdGNoPWFkaG9jJTNBc2VhcmNoLXJlc3VsdCZjbGlwLW1hbmFnZXItaWQ9YXV4JnNlYXJjaC1zdHlsZT1hbGwtZm9sZGVycyZuYXJyb3ctcHVibGljYXRpb24tc2NvcGU9dHlwZSUzQXdlYiZjbGVhclNlbGVjdGVkRG9jSWRzPXRydWU&guce_referrer_sig=AQAAAM-XmapoFsyHaZtwYaTyVNu50d-ZhM9hOlWd2Eu7xMY71x0cHnzi2n3aCyZseUwO4jRRohn8JmsRrSwbAq_KtQ8O26nWgp9__IoogyYpMKy_4bTwlb7t_jrTOlMMEvpiHTI4NmqWEVPiBr_Q0fP6rB-qqUxZWfoGln55BOhaYb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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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盡量接種疫苗。至於是否有望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潤雄說，現時距離 9月

開學仍有一段時間，需要視乎整體疫情發展和學校準備情況再作決定。 

 

 

 

 

30. LINE TODAY 新聞 

楊潤雄指李家超有能力和擔當 非常適合擔任政務司司長 

2021-06-27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XQDex0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與新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事多年，認為他是一個有能

力和擔當的官員，非常適合擔任司長，未來會與他緊密合作。 

李家超去年受訪時曾表示，要清除教育界的「壞蘋果」，楊潤雄被問到李家超

上任司長後，在推動國安教育方面會否有壓力。楊潤雄說，《香港國安法》在

教育方面有特定要求，局方在教育界已一步一步展開相關工作，包括已就國安

教育的行政和管理工作向學校發出詳細指引及課程框架，局方亦有為老師提供

培訓，幫助老師認識《憲法》、《基本法》、國情，以及如何正確理解國安教

育。 

被問到局方會否製作國安教育影片或錄音，讓學校於課堂上播放，楊潤雄說，

課堂上如何教授學生，需要老師因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水平，決定用甚麼方法

教學。 

另外，楊潤雄說，暫時未有學生接種新冠疫苗的具體數字，但鼓勵年齡適合的

學生盡量接種疫苗。至於是否有望恢復全日面授課堂，楊潤雄說，現時距離 9

月開學仍有一段時間，需要視乎整體疫情發展和學校準備情況再作決定。 

 

 

 

31. 中國評論新聞網 

教局助新入職教師認識憲法基本法 

2021-06-27 

http://bj.crntt.com/doc/2_0_106123410_1_0627114742.html 

中评社北京 6月 27 日电／据大公报报道，善德基金会主办，教育局、政制及内

地事务局支持的“认识宪法、《基本法》─与法治同行”系列活动昨日（26日）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XQDex0
http://bj.crntt.com/doc/2_0_106123410_1_0627114742.html


在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学校礼堂举行颁奖典礼。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中联办新界工作部副部长叶虎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 

 

  杨润雄表示，教育局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提供不同科目的

例子，协助学校将国家安全学习元素融入课程当中。早前教育局已制作有声绘

本，例如“国家安全你我要知”、“国事小专家”互动问答游戏，令学校能按照学

生的认知与能力，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杨润雄鼓励学校在课

堂“内和外”全方位让学生认识国情，从而更好培养他们国民身份认同。 

 

  在教师培训方面，杨润雄指教育局要求新入职的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完成

核心培训，帮助他们全面认识宪法、《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 

 

 

 

3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 

教育局局長談國安教育及接種疫苗（只有中文）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6/26/P2021062600826.htm 

以下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出席善德基金會「認識

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活動頒獎典禮後與傳媒談話的全

文：  

 

記者：局長，有關新政務司司長上任，有聲音指是「武進文退」，對於

他統籌一些教育的議題方面，你認為如何？目前李家超有沒有向你提出

指示，在國安教育方面要如何處理呢？  

教育局局長：我和李司長曾一起共事很多年，我覺得他絕對是一個有能

力、有擔當的官員，所以他作為政務司司長，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合適的

人選。所以在未來，這屆政府還有十二個月多一點，我們一定會緊密合

作，作為一個團隊，為香港的所有政策或香港的事一起努力去做。  

記者：李家超去年七月曾經形容國安教育一個很重要、首要要處理的，

就是學校的「爛蘋果」、「壞蘋果」，其實在他上任後，在港區國安教

育方面有沒有壓力呢？  

教育局局長：如果大家看《香港國安法》（國安法）第九、第十條，對

香港教育界或者其他一些社會組織都有一個要求，一直以來大家都看到

我們在教育界已經不斷一步一步展開我們的工作，包括我們去年在國安

法實施後，在七月發出一個通告給學校，要求他們注意國安法內容，亦

要學校內的學生、老師或其他人士遵守；我們亦於今年二月發出一個更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6/26/P2021062600826.htm


詳細的指引，就着學校內應該做的工作，行政上的工作、管理上的工

作，發出了指引；而同一時間，亦出了一個有關國安教育的課程框架，

（列出）在不同科目中有甚麼內容。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亦在十五個科

目，當然在不同的學習階段、不同的科目中、不同的課題中應該如何將

國安教育中的內容有機地結合，亦做了詳細的工作。我們接下來亦會繼

續製作一些學與教的資源，方便學校推展國安教育。這些工作我們都會

繼續做。  

 

記者：局長，有些學校反映國安教育方面，恐怕教得不夠精準，教育局

有沒有想過可能預備一些預先錄製的錄音或錄像，給學校在課堂上播放

呢？第二是關於疫苗接種方面，現在有沒有統計數字是有幾多成學生接

種了疫苗？初步有沒有想過稍後不接種疫苗就不能上實體課？  

教育局局長：在國安教育裏面，我們在這段時間做了一些老師的培訓，

我相信大家在不同的傳媒報道都會看到，我們希望幫助老師認識《憲

法》、《基本法》、一些國情的事，以及正確理解國安教育的內容，這

些工作都是幫助到老師去理解究竟國安教育是一件怎樣的事。  

我們國家教育部部長亦向每一位中小學的老師送了一本有關《香港國安

法》的讀本，當中亦有詳細解釋裏面一些譬如背景、內容等等的事，我

們接着將會繼續舉辦多些課程給我們的老師去深入認識，我們亦會製作

一些教材，如大家知道的有聲繪本等等，我們都會去做。當然，至於實

際上在課室裏如何去教呢？仍然需要老師就着學生的認知能力、興趣和

水平去決定，究竟用甚麼方法能夠令到我們的學生在這些議題上面學得

更加好。  

 

記者：疫苗方面？  

教育局局長：我暫時沒有數字究竟有多少學生已經接種疫苗。兩、三天

前，我知道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說大約有八千名屬十二至十五

歲年齡層的學生，但這個數目是一直會加上去的。  

我今天看報紙報道，昨天有破紀錄的人數接種疫苗，我想這是社會開始

更好地回應政府這段時間推出希望大家去接種疫苗的宣傳工作和鼓勵的

工作，我們亦希望市民可以一同響應。我們目前希望整個社會都多些人

接種疫苗，可以接種疫苗注射的都盡量去，這樣可以令到我們社會能夠

早日回到以前比較正常一點的生活，這個當然包括學校。至於學校裏面

的詳細情形，我們現在距離九月開學還有一段時間，我們都要視乎整個

疫情的發展和整體大家接種疫苗的情況是如何，我們才會再作決定。  

 

記者：學校全日面授課堂方面，現在疫情有緩和，會否有曙光在新學年

可以恢復全日面授？  



教育局局長：我想正如我剛才說，我們都要整體考慮。我們常常說，我

們要視乎整體疫情情況、學校的準備工夫等要素，所以我們要遲一點再

看看。因為大家知道前幾天可能又有一、兩個個案，我們都要觀察情

況，然後再視乎這段時間裏面，我們全港的市民，希望大家都可以藉這

段時間去接種疫苗，讓我們更加能夠保障整個社會各行各業的生活和大

家日常的生活。因為接種疫苗始終是保護自己之餘，亦能保護你們的家

人，在學校的環境更加能保護學生和大家之間的同工。我們都希望學校

的教師及教職員，和年齡層適合接種疫苗的同學都盡量去接種。   

  

完  

2021 年 6 月 26 日（星期六）  

香港時間 19 時 27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