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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學校盼加強國安教育成效
機構建議教局為校方設專責中層職位 助升教學效能

教導年輕人維護國家安全，學校責無旁貸。特區政府教育局近

日已公布多個科目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當中包括教學重點

及建議活動，讓學界有所依循。有民間機構近日就教育界推動國

安教育進行問卷調查，有近九成學校認同要加強國安教育的成

效；在實際推動方面，有多達97%受訪學校認為落實課程框架沒

有難度或遇上困難也可以解決。該機構建議，教育局應提供更多

課程及教材支援，為學校設立專責國安教育的中層職位等，以提

升整體的教學效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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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近日公布中國歷史、歷史、
生活與社會、經濟等科目的國安

教育課程框架，令有提供國安元素指
引的科目增至15個。香港善德基金會
於4月底至5月中進行了「在學校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問卷調查」，以了解學
校的取態及需求，共收回218間中小
幼學校的管理層及教師回覆，涵蓋77
間中學、80間小學及61間幼稚園。
調查顯示，54%受訪學校認為已準備
好推行國安教育；其餘學校則提到，校
方需要做更多準備工夫，例如將編排好
的國安教育元素滲透在正規與非正規課
程、規劃不同科組人員的職能及配合工
作等。至於目前推行國安教育的成效，
88%學校認為有需要加強。
至於學校是否理解推動國安教育的
要求，近八成中小幼指辦學團體、校
董會及學校管理層清楚理解要求，同
時亦有受訪學校認為教育局應闡述各
科目的落實重點、提供更多教學內容
及教案，甚或可成立專責小組與先導
學校合作規劃及推行課程，評估結果
讓其他學校參考。
對於教育局推出的國安教育課程框
架，18%受訪中小學認為執行沒有困
難；79%學校坦言會有困難或很大困
難，但問題可以解決。在幼稚園方
面，38%學校均認為框架具有參考價
值，有62%學校則認為可參考部分內
容。
在學校設計國安課程及教材時，有
57%學校認為資料足夠，認為不足的

則有43%；其中有44%幼稚園認為材
料不足，比中學（35%）及小學
（41%）為高。至於教材取材的來
源，最多學校選擇是教育局學與教資
源網站、全民國家安全日網站等。

朱景玄籲課程按學習階段分類
有份統籌是次調查的新界校長會會

長朱景玄建議，教育局可為國安課程
按學習階段、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課
程等分類，以照顧不同程度學生需
要。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則認
為，國安教育元素可融入國民教育之
中，並建議局方成立「圖書館」，結
集有關資源、教學示例；因小學生及
幼稚園學生需要以生活化、活潑的模
式學習，相信「圖書館」可促進教界
多作交流，集合有趣素材。
新界校長會主席、仁濟醫院王華湘
中學校長邱少雄表示，上述調查進行
時，教育局尚未推出所有國安教育課
程框架，部分學校管理層、校董會等
持份者或對此框架有所疑惑，以致受
訪者對推行國安教育的要求表示「不
清楚」，如今相信情況會有所改善。
他指在問卷調查中發現，中小幼在

國安教育訂立的短期目標側重點有所
不同，例如中學持份者重視「守法及
法治精神」（78%）、小學持份者認
為要「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76%），有九成幼稚園持份者認為
要「尊重他人」，故教育局應定期更
新資源，方便學校按目標設計教材。

為確保教師能教導學生正確的國家安全概念，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
迫在眉睫。不過，現時在職教師在國安教育培訓名額有限，師訓課程
亦甚少甚至未有涉獵有關範疇，故香港善德基金會建議政府從師訓課
程、學校架構方面入手，例如為教師提供法律知識培訓，並在學校設
置專責中層職位，負責統籌全校的國安教育事宜。
今次「在學校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問卷調查」顯示，66%學校表示教
育局提供的國安教育專業支援不足，其中55%學校要求加強有關培
訓；另有30%學校認為足夠，但仍期望局方能持續優化支援工作。不
少受訪者提出建議，希望局方提供專題形式的研討會、工作坊，以及
到內地考察機會，並協助締結姊妹學校。
教聯會副主席、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表示，甚少教師具有法律

背景，在他們教授國安法相關內容時會產生心理壓力，擔心自己對於
法律的了解有偏差，以致傳遞錯誤的訊息予學生，「我曾經在觀課的
時候，看見有教師將『普通法』理解為『普通的法律』」，因此有必
要為所有教師提供法律知識培訓，達至「普法教育」的目的。
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家校會前主席湯修齊建議，由於國安教育

需要全校推動，當中涉及跨學科協作，故建議教育局仿照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SENCo）制度，在中小學增設中層主任專責統籌校內國
安教育事宜，並為學校提供國安教育津貼，供學校製作專門教材、布
置等。此外，由於香港有不少非華語學生，湯修齊建議要為相關學生
提供英文版教材，讓他們一同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鄧飛補充指，若學校欠缺有關中層職位，情況有如「全民參與，但
無人負責」，期望教育局增撥資源支援，令課程設計、跨學科協作等
方面更加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善德基金倡設法律知識師訓課程

就善德基金會昨日發布的「在學校推廣國家安全教育問卷
調查」，教育局昨晚回應指，歡迎該會舉辦有關憲法、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的活動，相信隨着課程框架、學與教資源、
教師培訓等逐步發展，教界可以在2022/23學年全面落實國
安教育。發言人表示，國安教育開展未足一年，據調查結果
顯示，絕大部辦學團體、校董會及學校管理層表示對推行國
安教育要求的理解相當清楚；亦有超過一半學校已做好準備，
局方會參考有關報告，以了解受訪學校的意見。
教育局強調，國家安全教育與國民教育不可分割：國安

教育的基礎是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感情、國民身份
認同，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同時，國
安教育亦非只限於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內容，亦包括讓
學生認識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
教育局建議，推行國安教育的模式是建基於現有國民教

育、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的模式，在課堂內外加強不同科目
的統籌，同時輔以全方位學習活動，以「多重進路、互相
配合」的方式彈性籌劃工作。
教育局對學校想做好國安教育表示理解，現已開展為全

港學校安排全面、有系統的國安教育培訓課程、公布了國
安教育課程框架、舉辦一系列問答比賽等措施，以加強學
生在國家安全的意識及觀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全面落實國安教育
教局料2022/23學年達成

●善德基金會早前發出問卷調查，有近九成學校認同要加強國安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美國3名參議員昨乘軍用運輸機竄訪
台灣3小時，宣布贈台75萬劑疫苗。美
贈台疫苗杯水車薪且不知何時抵台，
昨天一幕擺明是以小動作搞美台「官
方交流」的玩火把戲。民進黨當局捨
近求遠，一再拒絕大陸已獲世衞認證
的安全高效、數量充足的疫苗，又百
般阻撓台灣民間採購疫苗捐贈行動，
完全罔顧台灣民眾衞生健康安全。必
須奉勸蔡英文當局，如此將疫苗問題
作 「 政 治 化 」 操 弄 ， 企 圖 以 疫 謀
「獨」，小心玩火自焚。

台灣確診病例持續二十多天超百，
累計確診病例破萬，死亡病例破二
百，台灣民眾急盼接種疫苗救命，盡
快遏阻疫情。但民進黨當局在疫情如
此嚴峻之際，仍把政治私利凌駕於抗
疫之上，進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操
作，把疫苗問題「政治化」。

一是一再拒絕大陸獲世衞認證的安
全高效、數量充足的疫苗。大陸的國
藥和科興疫苗，皆正式通過世衞組織
緊急使用認證，被納入世衞組織「緊
急使用清單」，國台辦發言人近期多
次表示，願意盡速作出安排，讓廣大
台灣同胞有大陸疫苗可用，國台辦並
支持上海復星代理的德國BioTech「復
必泰」疫苗提供台灣；福州、廈門紅
十字會亦願向金門、馬祖捐贈新冠病
毒疫苗。台灣島內有民意調查結果顯
示，超過九成受訪民眾表示，只要有
合格疫苗可打，他們都願意打，包括
大陸疫苗，但台當局均以各類藉口堅

拒大陸疫苗輸台。
二是製造政治障礙，百般阻撓台灣

民間採購疫苗捐贈行動。眼見民進黨
當局在疫苗採購上進退失據、疫苗嚴
重短缺，台灣民間紛紛自發行動採購
捐贈，如台灣南投表示擬採購 30 萬劑
上海復星代理的「復必泰」疫苗，國
際佛光山會申請捐贈不少於 50 萬劑莫
德納疫苗；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擬
採購500萬劑復必泰；孫文學校校長張
亞中申請輸入台商及大陸友人捐贈的
各500萬劑復必泰和大陸國藥疫苗等，
民進黨當局卻以疫苗輸入須遵守由當
局與原廠簽約採購、由當局統籌分配
的所謂「兩大原則」，設置障礙，阻
礙台灣民間採購疫苗救急，極度冷血
無情，違逆民意。

民進黨當局拒絕大陸疫苗輸台、阻
礙民間採購疫苗自救，卻對日本轉贈
124 萬劑本國棄用的牛津疫苗感激涕
零、對美國不知何時才到的疫苗大唱
讚歌，並為逼台灣民眾接種其無三期
數據的自產疫苗鋪路，處處只考慮政
治私利，正如國台辦發言人質問：
「難道民進黨當局的政治生命，比台
灣民眾的生命還重要？」

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此次美國
政客坐軍用運輸機、以贈台疫苗為藉
口竄訪台灣，實質上是以小動作挑戰
「一中」底線。中方多次嚴正指出，
堅決反對美台之間進行任何形式的官
方往來。民進黨當局如果想借疫謀
「獨」，注定以失敗告終。

民進黨當局以疫謀「獨」玩火自焚
日前確診的17歲女學生，驗出帶有於英國發現

的Alpha變種病毒，昨日女學生的母親亦確診、
姊姊則初步確診，其中兩姊妹早前曾到訪荃灣、
尖沙咀、深水埗多個地點，但都無使用「安心出
行」程式。疫情反覆，多個具更強傳播力的變種
病毒已流入本港，而「安心出行」程式至今仍未
提升和強制下載，再度令人關注傳播鏈追蹤這個
本港防疫短板，會否成為新一波疫情爆發的死
穴。政府有必要認真考慮落實強制使用「安心出
行」程式，堵塞防疫漏洞；因應傳播力更強的變
種病毒襲港，全社會都不能掉以輕心，市民更應
積極接種疫苗，護己護人，共同為構建免疫屏障
出力。

較早前確診感染變種病毒的印度裔男子及其女
友人，曾被揭發無使用「安心出行」並且初期有
所隱瞞，政府只能根據其敘述來追蹤病毒傳播，
其後更要求全港近34萬外傭接受強制檢測，儘管
無造成大規模疫情爆發，被形容為「好彩」，但
耗費的抗疫資源和造成的社會擔憂，足應引以為
戒。但政府並無採取更嚴格的追蹤病毒措施，食
衞局 4 月底推行「疫苗氣泡」，餐廳食肆採取
ABCD分等級的防疫措施，但仍然允許餐廳顧客
不使用「安心出行」。有專家指出，此次女生感
染的變種病毒較印度裔男子感染的變種病毒，傳
染力高 1,000 倍，專家擔心會有更多密切接觸者
確診，甚至引發新一波疫情。

眾所周知，利用追蹤手段準確找出感染源頭
和密切接觸者，再配以強檢，才能迅速截斷傳
播鏈，這是控疫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本港不
全面落實強制追蹤，「安心出行」的追蹤溯源
功能不能大幅提升，追蹤就不能做到滴水不
漏，衞生當局就不能全面掌握確診者的行蹤及
其密切接觸者，不能監督密切接觸者接受強

檢，結果是容易走漏潛在感染者，增加疫情爆
發的風險。

防疫不能靠「好彩」，不採取更全面嚴密的追
蹤措施，始終留下病毒傳播、擴散的隱患，政府
一直靠實施更大範圍、更長時間的強檢來防疫，
難免要耗費巨大的公共資源。不論從更有效追蹤
溯源還是善用資源考慮，政府都應提升使用「安
心出行」的他律要求，盡快補強本港防疫的短
板。

本港正面臨多種變種病毒威脅，除已確診感
染變種病毒的母女外，昨日本港新增6宗輸入個
案，分別驗出帶有不同的變種變毒。接種疫苗
是防止感染病毒、抑制病毒傳播的根本途徑。
加拿大艾伯塔省現時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是Al-
pha，當地展開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後，疫情逐
步好轉，現時僅有 0.2%確診者；英國衞生部近
期研究亦發現，輝瑞和阿斯利康兩款疫苗在接
種兩劑後，對 Alpha 變種分別有 93%和 66%防護
力；巴西一個小鎮全面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將
該鎮新冠死亡率降低了 95%，印尼對近 13 萬名
醫護所做的研究顯示，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對
預防感染的效力達 94%，免於重症住院效力達
96%，防止染疫病故近100%。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林文健表示，本港提供的兩款新冠疫苗，都有
效應對變種病毒，呼籲公眾盡快接種新冠疫
苗。

目前，歐美因大規模接種，疫情漸趨平穩；接
種率偏低的東南亞則因變種病毒入侵，導致疫情
再度告急。正反兩方面的情況說明，若本港疫苗
接種率不能迅速提升，一旦病毒大舉入侵就容易
被攻陷。市民應珍惜健康安全，積極主動接種，
全社會共同努力盡快達到群體免疫，保障全港市
民安康並早日恢恢正常經濟社會活動。

加強追蹤加快接種抗擊變種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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