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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頻道啟動 助教師授公民科
「The China Current」供大量影片文稿教材 幫師生放眼國家及世界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旨在

讓學生透過學習關於香港、

國家及當代世界的課題，建

立廣闊的知識基礎，培養學

生國民身份認同、具備世界

視野，以及多角度思考的能

力。為協助師生更好地掌握

課程，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旗下「思考香港基金會」

開 設 的 「The China Cur-

rent」教育頻道正式啟動，

當中提供大量影片、文稿和

教材供師生參考使用，讓他

們隨時隨地都能放眼國家及

世界。課程發展議會、考評

局公民科委員會主席劉智鵬

昨日分享了頻道中飲食、扶

貧、環保的三條影片，逐一

介紹它們如何幫助學生理解

公民科的相應課題，並鼓勵

師生善用視頻，了解改革開

放後的祖國和世界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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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
昨日舉行網上啟動禮暨分

享會，董建華和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均發來了賀信（見另稿）。主講嘉賓
之一劉智鵬表示，頻道中有不少影片均
適用於公民科的不同主題，尤其是「改
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這一主題。
他以頻道中講及美食、扶貧、環保的
三條影片作例，第一條從食入手，透過
川菜向觀眾介紹中國社會文化；第二條
從「世界最高橋樑排行榜」作切入點，介
紹其榜首是中國貴州的杭瑞高速北盤江
大橋，講解高速公路及大橋等基建如何
協助貴州打通對外聯繫的交通，令當地
人民生活及經濟環境得到極大改善；第
三條片是寧夏利用麥草方格降服沙害，
創造了世界鐵路治沙史上的綠色奇跡。
劉智鵬強調，上述平台的教學資源不

僅適用於公民科，也適用於中史以至小
學常識等不同科目。
他介紹，川菜今天以辣聞名，但其實

辣椒是從墨西哥到歐洲，再從大航海傳
至中國，落至四川，是十分有趣的中外
文化交流歷程；貴州的情況說明國家有
足夠能力和決心解決貧窮問題。
在寧夏的治沙方案方面，劉智鵬直

言，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一度被質疑是
通過消費自然資源以換取財富，但如今
經過幾十年發展，國民早已求變，更成
功做到「搶救沙漠，還原綠色地帶」的
壯舉，絕不簡單。

劉智鵬勉師生善用 認識國家
劉智鵬表示，頻道還有各式各樣的故

事值得細味，「不論以往的通識科還是
公民科，都着重明辨慎思，而其基礎在

於觀察、經驗，通過頻道的視頻可以看
到很多旅行團都看不到的東西」，尤其
目前尚未通關的情況下，他特別鼓勵師
生善用此頻道，認識國家與世界。
「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專門為
中小學度身訂做，設有15個學習主題，
每周持續更新，至今已有超過300條影
片連文稿，超過50套教材，方便教師用
於課堂教學或學生在課餘時間自學。網
址 是 https://chinacurrent.com/educa-
tion/，可自行搜尋合適的學習資料。
頻道影片可授權下載，只須在網站填

寫姓名、電郵、學校名稱、任教科目，
就可下載完整影片，目前有超過50條
影片配備輔助教材，供教師下載使用，
教材包括影片的背景資料，亦設選擇
題、填充、配對等題型，供學生觀看影
片後作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多名政
界、法律界及教育界代表，昨日均對
「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啟動致
以祝賀。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賀信
中表示，讓香港的年輕人認同國家，了
解燦爛的中華文明，教育至關重要，衷
心期待頻道可充實本港的國民教育，加
深香港學生和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香
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在賀信中亦表
示，頻道有助增強同學的國家觀念，讓
他們成為堅定捍衛「一國兩制」人才。
董建華在賀信表示，今次教育頻道邁

出新的步伐，根據教育局公民科課程指
引，為香港的教師及學生度身製作大量
短片以及輔助教材，相信一定會為深化
國情教育提供更豐富選擇。
他強調，如何使香港的年輕一代做到

「立足香港、胸懷祖國、面向世界」，
培養他們的家國情懷，是「一國兩制」
能夠「行穩致遠」的重要保證，這事關
乎香港前途與港人福祉。

譚鐵牛：助增學生對國家觀念
譚鐵牛在賀信表示，公民科旨在幫助

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
度，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國家概念、香港
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新課程的開
設只是第一步，要真正實現科目宗旨，
還需要政府、學校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
他讚揚「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

道為公民科製作了多份高質量的視頻資
料和教學材料，從雄美壯麗的自然風景
到巧奪天工的超級工程，從豐富多彩的
傳統文化到日新月異的高新科技，提供
了豐富而鮮活的國情與國民教育教輔材
料，希望師生好好利用，成為堅定捍衛

「一國兩制」人才。

梁愛詩：公民教育改革更迫切
出席啟動禮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表示，香港
教育亂象存在已久，極需撥亂反正。一
年多來，中央依法履行對港全面管治
權，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一舉扭轉香港亂局，形形
色色「反中亂港」的政治團體紛紛解
體，教育、法律、媒體等界別得到治
理，但大破之後必須有大立，對教育領
域尤其是公民教育的改革，顯得更加迫
切。

劉遵義勉港青傳承「獅山精神」
出席典禮的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

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認為，大灣區規
劃是香港自開埠以來首次直接參與國家
的發展戰略，也是香港回歸之後「一國
兩制」的最新實踐。他寄語香港年輕一
代，應該傳承父輩的「獅子山精神」，
充分把握新時代的發展機會，而第一步
就是先要認識自己的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本身
是資深通識科老師及中學校長的教聯會
副主席鄧飛昨日出席了「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的啟動禮，他從
「用家」角度分析，表示「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具備網頁簡潔、無
廣告、粵英雙語等優點，相當適合用於
高中公民科，更能「眼見為實」地為學
生帶來感性、實在的國情知識。他鼓勵
教師可用影片作為相應公民科課題的
「熱身」，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老師們都很清楚，上課期間上網最
忌複雜，開短片一旦彈出廣告，不但會
滋擾課堂，亦是不恰當。」鄧飛介紹

說，此教育頻道的一大優點在於網頁簡
潔，容易檢索，「而且頻道無廣告，一
上一開，右上角打關鍵字搜尋短片就
得，毫無障礙。」

片長僅數分鐘適合教學
鄧飛又讚揚頻道的短片拍攝專業，有

紀錄片級數之餘，長度普遍只數分鐘，
正好適合課堂教學之用，又特別提到公
民科尚未有英文教材出現，頻道英文版
短片設英文旁白、字幕，正可填補空
白。
鄧飛建議教師可於課前播放相應主題

的影片，「先給學生有感性認識，作為

warm up（熱身）」，看畢後可提供工
作紙等供學生作答，亦可按影片進行相
關專題研習活動，作為學習延伸，提升
學習效能。
因應公民科設內地交流考察，鄧飛認

為，頻道內不少短片亦可為教師帶來啟
發，可以刺激教師構思內地交流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工聯
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在內地成立17
年，為內地港人排憂解困。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吳秋北、陳曼琪、蔡毅、蔡
素玉、顏寶鈴昨日與工聯會內地諮詢
服務中心代表及內地港人進行視像會
議，了解他們在內地遇到的困難和問
題。大部分內地港人在醫療上均希望
可以擴展醫療券使用範圍至其他省
份、重啟寄藥服務及繼續提供2,000
元覆診資助等。吳秋北表示，港區代
表作為香港與中央的橋樑，會致力了
解內地港人的需要，解決他們面對的
困難。
身處福建省的蘇先生表示，疫情下
無法到香港覆診和看病，希望特區政
府可以把醫療券的使用範圍擴展至福
建省的醫院，並重啟寄藥服務。

盼港配合內地使用健康碼
東莞港人譚先生已經兩年沒有回港
覆診，不過，醫療券及政府早前資助
的2,000元港大深圳醫院覆診資助已
經用光，且香港公立醫院覆診有效期
為一年，若過期需重新輪候，屆時將
需要再等一兩年，希望特區政府可以
配合內地使用健康碼，讓內地港人可
以通過健康碼、接種兩劑疫苗及檢測
免隔離往返兩地。
深圳港人毛先生表示，其就讀中五

的女兒已經兩年沒有上實體課，但即
將要考中學文憑試，因此希望特區政
府可以放寬跨境學童限制，讓他們可
以點對點上學。
惠州港人林女士表示，在內地主要

通過居民證申請各種保險，但微信支
付則使用回鄉證，兩者系統並不相
通，因此無法自行續費，需要靠朋友
賬號完成。雖然服務中心有為有需要
港人提供相關協助，但需時甚長，因
此希望可以打通回鄉證及居民證系
統，便捷各種續費手續。
工聯會內地中心並表示，接到不少

港人在內地置業但交易「爛尾」的求
助，例如購入不合規格劏舖導致血本
無歸等，希望代表們反映情況，推動
完善法規。

人大代表：助力推醫療「一條龍」服務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均就內地港

人的關注作出回應。陳曼琪表示，就
跨境學童問題，早前有學校與內地有
關部門合作，讓高小學童在內地考
試、上課，相信中學生亦能使用相同
做法。
至於在置業「爛尾」問題上，陳曼

琪指出，香港已有首批律師參與大灣
區相關法律考試，相信未來能夠為內
地港人提供幫助。
顏寶鈴表示，安老、教育問題的關

鍵之一是資源、資金能否順利過境。
她舉例說，香港一些大型團體在教
育、醫療方面有較強的資源，將與特
區政府加強溝通，推動相關團體助力
「一條龍」解決相關問題。
蔡毅及蔡素玉均表示，聽到內地港

人各方面意見及建議，將與代表們「一
件一件認真跟進」，向中央和有關部門
反映具體可行、有利港人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八條惠港青年
措施於日前公布，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
年公益基金主席黃
永光昨日表示，八
項新舉措惠港青內
容涵蓋學業、實
習、就業及創業等
與香港青年發展息息相關的範疇，充分體現了
中央政府對香港青年成長的關懷和重視。透過
多項政策的落地實施，積極推動並鼓勵香港青
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發展機遇。
黃永光表示，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

成立兩年多，以「助青年，創明天」為使命，
致力於培養香港青年的多元發展，幫助青年裝
備技能，提升競爭力以抓緊大灣區的發展機
遇。「我們將配合這次中央惠港青年八條的出
台，加大力度在學業、交流、實習、就業及創
業方面推出相應的服務及計劃。」
同時，為使香港青年對大灣區有更清晰及深

入了解，基金日後將與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大灣
區其他城市的相關部門加強合作，盡快聯繫香
港的中學及大學，更廣泛、更普及地傳達有關
大灣區的資訊及惠民政策。
最近，基金推出了「YO PLACE青年服務

平台」及「大灣區青年卡」兩大重點項目，為
香港青年提供大灣區綜合資訊、生活支援及便
利服務。「我們將創設更多豐富多彩務實可行
的項目，投入更多資金，為香港青年實踐創新
搭建更廣闊的舞台，為香港青年未來發展提供
更豐富的機會，為香港青年建功立業創造更有
利的條件，讓港青得以在大灣區發揮所長，實
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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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飛：讓學生「眼見為實」識國情

◀「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舉行啟動禮暨分享會，多位嘉賓主持
頻道啟動儀式。 直播截圖

▲「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設有15個學習主題，至今已有超過
300條影片連文稿，超過50套教材，方便教師用於課堂教學或學生在課
餘時間自學。 頻道截圖

●董建華於
賀信表示，
今次教育頻
道邁出新的
步伐，相信
一定會為深
化國情教育
提供更豐富
選擇。
主辦方圖片

●鄧飛分享從「用家」角度分析「The
China Current」教育頻道。 直播截圖

●黃永光
●多名港區
全國人大代
表昨日與工
聯會內地諮
詢服務中心
代表及內地
港人進行視
像會議，了
解他們在內
地遇到的困
難和問題。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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