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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國安國歌教育 師資教材至為關鍵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右一）主持
▼
教育高峰論壇
李日誠（左一）介紹路德會屬
▼
校全體中一學生必須通過制服團
隊活動接受國情教育

「香港教育高峰論壇」 7月11日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行。論壇由文匯報與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共同舉辦，主禮嘉賓包括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香港文匯報社長
姜在忠，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香港公開大學
校長黃玉山，香港大學副校長（拓展）田之
楠，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及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錦良。
論壇以 「香港國安法與《國歌條例》在
學校教育中的落實」 為主題，探討了香港國
安法、《國歌條例》教育的意義、方式、課
程設置、政府指引和協助等問題，為未來落
實相關教學做好準備。多名教育界代表認為
，培訓教師及提供完備教材是重中之重，希
望透過深入淺出解釋國安法，培
養下一代的愛國心。

教育高峰論壇
大公報記者 唐曉明 解雪薇
▲ 「香港教育高峰論壇」 主辦機構負責人與講者合影。（左起）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長
李日誠牧師、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副主席招祥麒校長、教聯會主席黃錦良、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副董事長姜亞兵、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文匯報總編輯吳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香港教育大學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講座教授李子建、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教聯會副主席鄧飛

李子建說，現時的國安法教育，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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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西門
英才中學校長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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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善用制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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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奏唱國歌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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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強制性名額方
式要求教師接受
培訓。

李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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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學九月辦新課程
推國歌國旗國安教育
【大公報訊】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
林出席教育高峰論壇後表示，透過這次活
動感受到學界重視國安、國歌等相關教育
。他透露，該校明年開始，逢周三下午全
校推展綜合課程，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
，基本法教育，國歌、國旗、國安教育及
價值教育等，讓學生全方位認識國情，培
養家國情懷。
對於教育界如何配合開展國安教育，
朱偉林認為，雖然有急切性，但需要循序
漸進、多元化實踐。他建議教育局在行
政層面上，可以先和辦學團體溝通，

例如在老師的聘用合約上增設國安法元素
；另外設專責職位統整科組，以有效推展
國安教育。

辦學團體應協力國安教育
此外，在高峰論壇的台下發問時段，
教育界爭相提出建議。教聯會副主席胡少
偉指出，香港國安法是成文法，而非普通
法，建議教育找些對這方面熟悉的專家協
助有關培訓工作。有校長表示，推動國安
法及《國歌條例》的教育，最重要的是 「
人和」 ，期望辦學團體齊心努力推動國安
教育。亦有小學校長建議重整小學行政架

構，協助推動相關教育。
教育論壇分別由文匯報助理總編輯葉
傲冬和教聯會副主席鄧飛主持。鄧飛在總
結討論時說，國家是根本，左右是政治，
國家這個根本為我們提供安全發展的基本
平台，如果這個平台保不了，左右藍黃都
保不了。

【大公報訊】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
譽主席張勇邦表示，在國家認同及國安教
育的落實方面，小學是 「一片良好土壤」
，但小學編制內的中層管理職位不足
，無法分配人手專職負責國安教育工
作，擔心影響教育進度。他提出，國
歌法和香港國安法的落實，對小學而
言是契機，可藉此改善小學教師隊伍
的人事結構問題。
張勇邦指出，小學教師編
制內的中層管理職位人數比中學
少10%，人手明顯不夠。推行國
安教育時，恐難以安排專職主任
保證教育質素。此外，即使校方委

任教師主管有關工作，一方面教職工職級
上未變，工作量增加亦無足夠權限，加上
要與同職級或年資較高的同事配合工作，
或很大程度影響教師工作的積極性。

倡設專責委員會統籌國安教育
至於香港國安法在學校的推廣，招祥
麒表示，教育局應組織包括法律界代表、
校長及前線老師的核心委員會，篩選相關
內容，確定教學重點，提供小學版和中學
版教材予學校幫助老師們更好的理解法律
條文。此外，應增聘人手，製作優質的教
材，例如，把條文製作成動畫短片、桌遊
、電子遊戲等，吸引學生投入學習。
招祥麒強調，無論《國歌條例》還是
香港國安法，在相關教材施教時，都向學
生強調守法意識，只有社會重歸理性，尊
重法治，香港長遠發展才有希望。

張勇邦表示，早在去年7月5日，理順
公營小學校長及副校長的薪級架構和改善
公營小學中層管理人手的議程已提交與立
法會財委會，但受黑暴事件影響，議案一
直押後，教育局應盡快再次提出相關議案。

節慶升旗禮教育意義大
張勇邦續稱， 「有關國家安全、國歌
、國旗的條例，沒理由不認同。」 他舉例
說，小學在 「七一」 及 「十一」 放假前都
會提前舉行升旗禮，安排學生到旗杆下感
受氣氛，這個舉動對學生來說不單是升旗
的動作，而是教育，在儀式里為學生講解
升旗的意義及升旗背景。

李日誠：全校升旗禮增國民身份認同
【大公報訊】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
長李日誠牧師分享屬校經驗表示，如果
要落實香港國安法，並順利推行國安教
育工作，需要全面覆蓋，做長期和深入的
工作，教師價值觀須符合愛國愛港精神。

中一生須接受制服團隊訓練
談到全覆蓋、持續的活動，李日誠分
享路德會屬下學校做法，指出學校以升旗
禮的儀式感為切入點，讓學生確立國民身
份的認同。他說，屬校在重要節日、畢業
禮、開學禮和結業禮定必舉行升旗禮，也
會定期舉行全校升旗禮，全校師生均會參
與， 「在國旗下的講話」 也是國民教育的
重要部分。他表示，每年全校的大型考察
地點以內地為主，同時段分班、分級進行
，由老師分科負責指導，保證全體教師對

李
▼日誠表明路德會的辦學目標包
括愛國愛港放眼世界

國安課程宜學生為本符校情

學生。」他認為，應加大大學及師訓方面的
力度，教育局可自行主辦，或邀請大學、
專家開辦課程，讓學校校長推薦擬推動國
歌和國安法教育的教師進修和參加培訓。
關於國歌教育的推行，招祥麒認為，
教育局應提供有關國歌的專業知識短片或
繪本，讓音樂老師學習，教授學生唱國歌

張勇邦促增設資源讓小學有
▼
骨幹教師推行國安教育

李子建表示，課程必須以學生為本，
符合校情，例如：有些宗教團體背景的學
校，會在相關教育涉及宗教元素，亦有一
些慈善團體辦學時強調中華傳統文化元素
；此外，學生不同學習階段有不同需要，

例如無論是幼稚園、小學、中學，雖然都
是要推行國安教育，但學生的認知等都有
不同，學校需考慮學生的學習特徵，所以
推行的時候需循序漸進，多元校本。

委聘專家培訓國安法師資

時加入國歌的歷史精神和意義，以及奏唱
國歌的禮儀等元素，以增強學生國民身份
認同感。

張勇邦：推進國安教育 小學須增骨幹

朱偉林希望藉綜合課程培養學生家國
▼
情懷

李
▼子建希望辦學團體與校方
同心協力推展國安教育

教局宜多與家校溝通協作

強調法治教育。他指出，法治教育是一種
「外部教育」 ，需要將有關條例 「內化」
，當中應包含德育的元素在內。他認為，
如要正面推展國安教育，必須包括生命教
育以至價值觀和道德教育，相輔相成，不
單重視法治精神，亦培養學生的 「知、情、
意、行」，即認知觀念、情緒情感、意志和
行為；另外亦需讓學生了解和周邊的環境
、社會和國家的關係，以及如何尊重人。
談及如何在學校推廣國安教育，李子
建認為，最重要是靠辦學團體、校長和老
師 「同心同德」 ，有一組齊心、專業和穩
定的教師團隊，所以各持份者需要建立互
信。他認為，最好有受過專門訓練的專責
老師，有比較清晰的責任處理有關工作，
建議政府可考慮在學校增設相關職位，有
助落實開展國安教育。

【大公報訊】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副主席招祥麒校長坦言，教育局現行有關
基本法教育的人文學科承擔政策，只
能點水式滲透。通識科又因部分老師
行為衝擊其核心價值，「欠承擔也欠專
業，未能發揮應有角色。」他認為，要
有效落實《國歌條例》和香港國安法的
教育，學校應由副校長或校長釐清人事
及科目的責任和分工，協調跨科和跨組的
工作，並推動策劃、推行、評估一條龍。

招祥麒表示，現時國情的師資培訓僅
限於不定時出現的數小時講座，未能形成
有效的系統培訓，加之很多教師欠缺對現
代中國的正確認知， 「沒有有心和有力的
老師，根本就難以正確的觀念和方法教育

李子建：兼顧多元特色 重視情感薰陶
【大公報訊】香港教育大學宗教教育
與心靈教育中心講座教授李子建認為，若
要在教學中有效深化落實國安法和國歌條
例有關課程，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幫助
學生了解國家安全的角色和認識香港與國
家的關係。同時，香港學校多元化，個案
教育的起步點都各有差異，教育局可多和
學校、家教會和相關持份者溝通，獲取更
多有關資訊，讓學校以多元校本方式開展
相關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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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
小
歌法和國安法在小學課
程的推廣，可進行跨學科合作，
如中文科可以國家情懷為題讓學生
寫作文，英文科亦可以透過給局長的一
封信談學生自己的感受。此外，可將超過
一千個學校參與、擁有逾十幾萬的學生
會員的公益少年團與德育公民教育有
機結合，就有十幾萬核心學生團隊，
同時學習公益少年團的口號：認
識祖國、關懷國家、服務
社會。

以我們
的學校為例，所有中
一學生須強制參與制服團
隊，為期兩年，所有學生須在兩
年間接受統一的升旗禮訓練，在
兩年的制服團隊活動中透過長年
累月、不斷循環的訓練方式，把
升國旗的歷史、禮儀及技能
匯集起來，進行國民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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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祥麒指出，無論教國歌
▼
法和國安法，都要教曉學生
守法意識

學

校長

邦：

教育局
應多投放資源，短期可
組織支援團隊，向學校巡迴講
解。可採取進入課室請專業人士逐班
解說的形式，方便指導和答問，以增強
傳播效果。設計教材和施教時，要避免陷
入正反角度的陷阱。其次，部分學生受傳
媒及社交媒體影響甚深，教師應熟悉基
本法、國家體制，上課前要做好備課工
作，以專業態度促進學生接收信
息，以免引起學生的排斥情
緒。

更多內容歡迎
掃描二維碼

招祥麒：教育局須裝備教師國情認知
勇

現時的
國 安 法 教 育，似 是 強
調法治教育，法治教育是一
種「外部教育」，需要將有關條例「
內化」，當中應包含德育的元素在內
。如要正面推展國家安全教育，必須
包括生命教育以至價值觀和道德
教育，相輔相成，不單重視法治
精神，亦培養學生的「知、情
、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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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良建議，按年級分階段制定不同
的國安法教學策略，藉以提升教學成效，

副主席

誠

按年級教「國家」和「安全」

會

副會長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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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教授

學

校

議會

日

條文及來龍去脈，正確解讀法例。同時，
當局應提供更多教學方面的支援，建議由
前線教師及學者共同編寫教材及教學示例
，供學校參考使用，讓學生易於理解法律
條文。

育

大學

建：

﹁

講者建議撮要

子

﹂

良：

（香 港
國安法）法例條文繁多
複雜，一般非法律專業出身
的老師不易理解，教育局應做好
統籌國安法教育的工作，讓教師掌
握國安法精神、條文及來龍去脈，正
確解讀法例。教育局應提供更多教學
方面的支援，由前線教師及學者共
同編寫教材及教學示例，供學
校參考使用，讓學生易於
理解法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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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黃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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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小學階段以引導為主，以較有趣味性
的互動教材，讓他們掌握維護國家安全的
基本概念及重要性；初中階段融合到相關
課程或教學內容，例如在常識科、中史科
、歷史科，乃至地理科加入相關元素，讓
學生對國家安全涉及的各範疇有客觀的正
確認識，亦明白香港在保護國家安全上的
應有之義；高中則在通識科加入國安教育
內容，深入傳授相關概念，教師亦可以外
國的 「顏色革命」 為例子，讓學生了解確
保國家領土完整的重要性，並清晰教導學
生不能作出哪些犯罪行為。
此外，因應《國歌條例》生效，為了
使國歌教育更能落實到位，黃錦良建議教
育局加強對校支援，包括制訂中、小學階
段需要教授與國歌有關內容、提供更完備
教材，以及具質素的教師培訓。他又建議
教育局為學校制訂最基本的教與學要求，
並明確要求學校在所有重要日子及特別場
合都必須升掛國旗和區旗，並奏唱國歌，
令師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和參與其中，加強
國民身份認同。

聯

會主

麒

﹂

國

鑒於法例條文繁多複雜，一般非法律
專業出身的老師不易理解，黃錦良認為教
育局應做好統籌國安法教育的工作，加強
教師相關支援，讓他們掌握國安法精神、

黃錦良認為 國家安全 分為
▼
和 安全 ，兩者相輔相成

倡前線與學者合編教材

家

【大公報訊】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
，修例風波使香港社會受到嚴重傷害， 「
一國兩制」 遭遇挑戰，寧靜的校園首當其
衝，青少年是參與者，也是受害者，究其
原因是法治觀念和國民教育的缺失，教育
界急切需要亡羊補牢。
黃錦良認為，香港國安法實施，並設
立相關執行機構，堵塞了長期存在的法律
漏洞，有助香港社會重回正軌，確保 「一
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意義重大。他指
出， 「國家安全」 分為 「國家」 及 「安全
」 兩部分，兩者相輔相成，前者是後者的
基礎，後者則是前者的保障。學校需要先
教導學生認識國家，對國家有認同感，從
而建立他們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和使命
感。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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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良：學者與教師應共同編寫國安法教材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中）與學界討論推行國旗法和國安法教育的可行措施

內容設計和學生帶領均有參與，防止活動
與教育脫節，變成一般旅遊。
李日誠亦指出，學校所有中一學生須
強制參與制服團隊，為期兩年，所有學生
須在兩年間接受統一的升旗訓練，在兩年
的制服團隊活動中透過長年累月、不斷循

環的訓練方式，把升國旗的歷史、禮儀及
技能匯集起來，進行國民教育。

確保教師符合愛國愛港精神
李日誠續稱，會確保老師的價值觀符
合愛國愛港的精神。他說，香港路德會的
辦學目標，在德育方面是希望幫助學生建
立良好的品格，學習互相尊重、溝通、體
諒和合作；同時愛國、愛港、放眼世界，
尊重多元文化。路德會要求老師入職前須
上六堂課，講清這些目標和宗旨。
李日誠說，屬校會為學生打好基礎，
建立系統的國民教育課程，重在教授國情
知識，讓他們在了解國情的基礎上評議國
事，不要人云亦云。學校在學生會管理下
設 「關愛牆」 ，讓學生有規矩、反仇恨，
有助推動正面的國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