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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輕鬆學習 國安教育多姿彩

坊間對國安教育的印象是嚴肅乏味，但是路德會
西門英才中學把國安教育與音樂堂無縫結合，生動活
潑，大受學生歡迎。

音樂堂由熱身環節開始，音樂科老師林敏熙先以
圖片提示，引導同學思考並回答有關國歌的基本問題。
例如 「四隻耳朵」 猜一國歌作曲者，答案呼之欲出。

之後，他用影片向同學介紹國歌的第一版主題
曲，以及國家歷史文化的演化過程。他又提出國歌有沒
有翻唱版本、國歌可不可以二次創作等有趣問題，並以
一位美國非裔人士翻唱國歌為例，說明尊重國歌的原則
及違反法律的定義。

分析修例風波 宣揚守法觀念
林敏熙全程以PPT形式授課，配以生動㜺鬼的口

脗，引得學生頻頻與他互動，最後更把《國歌法》等法
律知識化難為易，讓學生明白守法的重要性。

據了解，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正有序並全面地推行
國安教育。副校長黃美琪表示，學校每一科目均融入國
安教育元素，尤其是初中的生命教育科，以及高中的公
民科。她說，生命教育科不僅介紹香港國安法，亦不避諱
使用修例風波的案例作分析，希望向學生宣揚守法觀念。

德育與國民教育統籌老師張文昌表示，公民科將圍繞
討論國家的各項發展，學校亦將根據教育局的課程大綱，
修正相關內容，並針對學生情況提供教材。黃美琪說，學
校除了提供正規課程外，亦經常舉辦中華文化的相關活動，
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另外，學校將不會特別設置有關國
安教育的考試，更傾向於觀察同學的表現，詢問其意見，從
而了解國安教育課程、中華文化活動能否有效地培養學生的
守法及國家觀念。

記者亦對培僑小學與荃灣商會學校進行電話訪問，查詢有關
國安教育在校內的推行情況。

培僑小學預計下學期正式把國安議題融入課程。副校長蔡曼粧
坦言，課程框架涵蓋範圍較廣，老師對國安法等相關法律條文亦只
有初步認識。因此老師需對國安議題有足夠了解，繼而把知識簡化，
務求讓小學生易於吸收，才能完善課程設計並推出課程。

與其他科「自然連繫 有機結合」
培僑小學副校長黃清洪補充，下學期主要以常識科為主軸，以中文

科配合，並分別從認知價值思想及文化價值方面入手，推出結合國安議
題的課程。他期望達到 「自然連繫，有機結合」 ，並在常識及中文原有
的課題再作延伸。例如在常識科基本法課題中的外遊事件事例之上，再
延伸至中國公民在海外享有合法權益保護等國民安全知識。他續說，學
校也會在課堂以外的中央廣播及 「國旗下的講話」 時段，分享時下中國
的新聞事件，讓學生了解國家的發展成就，藉此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荃灣商會學校高家歡副校長表示，未有課程框架前，學校已大
力推動《歷史教育──中國奇觀與傳奇》的概念，並在成長課時段
設置校本歷史課程。一至六年級的課題分別為：中國體育運動
的發展、中國新交通發展、中國四大發明、中國航天科技的發
展、英佔前後的香港及中國八年抗戰，務求加強學生對國情的
理解，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以及明白守法的重要性。

高家歡表示，國家安全日及憲法日等重點日子，會較深入
討論法律議題。今年學校在國家憲法日舉行了不同的專題活
動，包括進行憲法講座、播放相關影片、設置專題展板，以
及舉行問答比賽，讓學生更深入認識基本法及憲法。

教育局今年初向全港學校頒
布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及
指引，並表示國安教育不會獨立
成科，而是融入到現有的不同學
科中。框架的頒布不僅希望加強
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
識，同時希望培養學生的國家觀
念、民族感情，以及國民身份認
同。

框架至今推行近一年，不少
中小學已分階段開展國安教育。
大公報記者走訪路德會西門英才
中學，與同學們坐在同一間教室
聽課，發覺國安教育課並不枯
燥，且大受學生歡迎。

中學音樂課 四隻耳朵猜國歌作曲者

大公報記者 周 舒

關於教育局支
援能否切實幫助學
校推行國安教育，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副校長黃美琪
說，現時教育局提供的資源以文字類
為主，實際資源尚未到位，相反其他
機構的資源已經有效到位。例如教聯
會能夠迅速安排到校活動，邀請前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大律師陳曼琪進行
國安法講座，為正處於摸索階段、對
國安議題尚未有充分認識的師生提供
一定的幫助。

培僑小學副校長蔡曼粧表示，學

校最需要的是國安教育的實際事例。
而教育局未能提供實際事例給老師參
考，讓老師需要花時間尋找及鑽研相
關的國安教育事例，然後自行製作教
材。

教教材貼近生活為佳
她又表示，如果教育局能夠邀請

專家事先分析事例，並提供貼近生活
的國安教育教材就更好了，不但能節
省老師的功夫，亦能確保課程的內容
準確無誤，更能加快國安教育的推行
速度。

大公報記者向部
分傳統名校查詢國安
教育在校內的推行情

況。拔萃男書院表示，為了配合國安教
育的課程框架指引，學校透過不同的課
外活動，如舉辦講座、分享會，提高同
學的身份認同和公民意識。 「天問一
號」 航空團隊於今年六月訪港時，學
校亦邀請到 「天問一號」 的總設計師
孫澤州先生到校演講，與同學深入交
流。

聖保祿學校表示，在校本道德課中
安排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課節，讓學生從

世界層面了解國家安全，繼而將相關概
念與香港社會發展結連，並引入國安法
的立法背景和內容。

學生通過討論及活動，從自身角度
出發，思考自己應該如何面對和回應國
家安全問題。

國安元素融入相關課程
學校表示，從收回的問卷當中可見

同學們的反應正面，大部分同學認同相
關學習能讓他們更認識了解國安法成立
的背景、意義和影響。

聖保羅男女中學表示，學校已逐步

把各項學習元素，如國民身份認同、守
法觀念等融入相關科目的課程內容。並
且結合校本價值觀教育，在班主任課向
各級學生灌輸正確價值觀。同時透過製
作展板及參加教育局相關比賽，增強學
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守法觀念，推展國
家安全教育。

《大公報》於本月7日亦向培正中
學、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拔萃女
書院、喇沙書院查詢有關國安教育在校
內的推行情況。培正中學表示沒有回
應，而其他三校至本月10日截稿前仍未
回覆查詢。

大公報記者到路德
會西門英才中學觀課之
前，本來以為國安教育
會嚴肅沉悶，沒想到課

堂竟然可以如此生動有趣。老師化身
「氣氛製造者」 ，搞活上課氣氛，同學
們也十分受落，搶着回答問題。

課堂尾聲，一位同學突然舉
手發問： 「國慶日的時候，古天
樂是不是不能唱國歌？」 隨即引
發哄堂大笑。面對這條奇怪提

問，老師淡定地答： 「雖然國
歌以普通話演唱，但其實方

言版本也可以接受，因此就當古天樂是
演唱方言版本的國歌。」 提問搞笑，回
答有趣，相信同學們一定會深刻記住。

課堂結束後，副校長黃美琪帶記者
參觀學校。走進室內大堂，書桌上的紙
筆墨硯，旁邊擺放着圍棋與象棋的桌
面，散發着濃厚中華文化氣息。操場一
隅藏有一個魚池，壁上印有陶知行及杜
甫兩位名家的詩句，加上綠葉的點綴，
讓人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文化風韻。 「讓
學生在這樣的環境學習，潤物無聲，這
就是我們的校園！」 黃副校長說，教書
育人，的確責任重大！

學生妙問：古天樂可演唱國歌？
採訪手記

化 身 為
「歷史導遊」
的音樂科老師

林敏熙，在課堂上帶領同學一
同走過國歌歷史的足跡，並帶
出身為中國人應有的守法觀
念。現場所見，學生從頭至
尾，全神貫注，積極互動。

林敏熙表示，學校根據教
育局的指引要求，將國安元素帶
入課堂。除了教學生怎樣演唱國
歌，更會提供國歌的背景資料，
增加同學對中國歷史，以至於對
法律的認識。

「音樂堂的設計主要由自己主
導，同時與校內的德育、國民及公
民教育組互相配合。上課的PPT由
我自己設計，務求營造出生動的效

果。」 林敏熙說，他亦會與同行交流

商討，並適時修正PPT的內容。
林敏熙直言，對學生而言國歌是

一個比較嚴肅沉悶的話題，學生雖對
此有基本認識，但不會主動去了解更
多。他希望讓學生意識到，其實國歌
不僅是一首歌。因此PPT從文化研究
的角度出發，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認識
國歌。 「如果直接跟學生談法律，學
生必然感到沉悶。因此PPT採用一層
一層深入的方式，最後才論及法律問
題及說明守法的重要性。」

教教導國歌背後故事
上完精彩的一課，中六學生姜毅

及李杏瑩皆表示音樂堂加深了他們對
國歌及國家的了解。李杏瑩表示，過
往在集會及國慶日才可以接觸及演唱
國歌。她續說，平時雖然都知道演唱
國歌時應有的禮儀，但未深入了解國
歌背後的故事。音樂堂詳細講述有關
國歌的禮儀、由來、發展歷程，讓她
不僅學到音樂知識，更了解到原來國
歌的發展歷程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李杏瑩說，現在的音樂堂與過往
音樂堂的形式不一樣，以前較偏重唱
歌、樂器等音樂知識，比較少透過音
樂了解國家的發展，也較少用PPT的
上課形式。姜毅補充，之前亦偏重西
洋樂器及西方的音樂文化，較少機會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因此比較喜歡現
在音樂堂的上課模式。

校方盼教局提供教材 傳統名校積極推動國安教育
有待改進

生動有趣

行動起來

透過音樂了解國家 同學受落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把國安教
育與音樂課無縫結合，老師生動
活潑的教學方式大受學生歡迎。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培僑小學鼓勵同學
把自己所懂的國安和
中國歷史知識，與其
他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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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小學定期在校
內大禮堂為學生舉辦
國安教育活動。

▼路德會西門英才
中學的圖書館裏有
大量國安教育的書
籍供學生借閱。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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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培僑小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中六學生姜毅
（左）及李杏瑩（右）都表示，音樂課加
深了他們對國歌及國家的了解。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