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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中國語文校本課程規劃
加強文化文學學習及國家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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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我校的中國語文課程規劃是否全面而均衡？
重視學生的中華文化及文學學習？

在學與教過程中，我會怎樣幫助學生感受文學之
美？豐富他們對中華文化認識？培養對國家文化
的自信和保護意識？

我布置的學習重點，編選的學習內容、材料，活動
設計是否切合學習需要？題材多樣化？提升語文內
涵……

我可以怎樣在語文課程/教學中加強文化文學學
習，以及帶出有關國家安全教育（文化安全）
的元素？



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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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語文的重要構成部分，認識文化有利溝通，也有
利於文化傳承。語文學習材料蘊含豐富的文化元素，文
化學習和語文學習可以同時進行。

學習目標：

1. 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和語文能力；

2. 對中華文化進行反思，並了解其對現代世界的意義；

3. 認同優秀的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4. 在生活中體現優秀的中華文化。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4，頁 19-22



文學學習是語文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透過文學的學
習，可以感受語文的美感，從作品的情意中感應人與
人，以至人與物之間的真、善、美。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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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1. 享受文學閱讀的愉快經驗，欣賞文學之美；

2. 培養審美的情趣、態度和能力；

3.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的愉悅感受，提高學習語文的興
趣和語文能力；

4. 分享作品中獨特而共通的思想和感情，增強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同感和同情，引起對生活和生命深入
的探索和體悟。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4，頁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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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材俯拾即是，例如生活習慣、語言文字、思維方式、

價值觀念，以至日常生活見聞和體驗等，都可以是文化學

習的材料。例如飲食、器物、建築；民俗、禮儀；哲學、倫理

道德等。

•學習層面：認識 → 反思 → 認同

中華文化

•文學學習可以有不同的層面，而學習的重心在於整體感受

文學作品，領會文學之美；在感受之餘再玩味欣賞，進而

創作。

• 感受 → 欣賞 → 創作

文學

《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04，頁 16-22 



規劃課程時，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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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教師應選取古今優秀作品，一方面讓

學生大量閱讀，廣泛閱讀，吸收和積累語言材料；另一方面，

讓學生誦讀吟詠優秀的文學作品，以培養語感，並作適量背誦，

以深化學習和體會。

積累語料，培養語感

•同一學習材料可發揮多方面的學習效能，除了聽說讀寫的學習

外，教師也應有機地涵蓋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等學習重

點。
•因應學習材料的內容，根據語文學習的特質，設計多元化的語

文活動，讓學生在均衡的語文學習經歷中，同時獲得九個學習
範疇及共通能力的培養。

一材多用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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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的學習，除了培養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和思維能力外，

也包括文學、中華文化的學習和品德情意的培育。

•學生閱讀經典篇章，既可學習篇中情理、認識中華文化，亦有

助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加強價值觀教育

•聽說讀寫是能力表現的渠道，而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等

是語文學習的內涵。各範疇的學習互有關連，不能孤立割裂地

處理。
•以聽說讀寫的學習為主導，有機地結合其他範疇的學習，全面

提升語文素養。

提升語文素養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頁15，27、37

規劃課程時，須注意：



中國語文科
國家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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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日期 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通告／通函

03/07/2020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實施
(通告編號: EDBC011/2020 )

06/11/2020 2020「國家憲法日」
(通告編號 : EDBCM166/2020 )

04/02/2021 國家安全教育在學校課程的推行模式及學與教資源
(通告編號 : EDBC002/2021 )

04/02/2021 國家安全：維護安全學習環境培育良好公民
(通告編號: EDBC003/2021 )

05/03/2021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通告編號 : EDBCM026/2021 )

15/04/2021 國家安全教育的參考書
(通告編號: EDBCM054/2021 )

22/04/2021 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文件
(通告編號 : EDBC004/2021 )

26/05/2021 學校國家安全教育：新增課程文件及學與教資源
(通告編號: EDBC006/2021 )

10/08/2021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通告編號: EDBCM112/2021號)

12/12/2022 2022「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國家安全教育展板」及「『國事小專
家』互動問答遊戲資源套」 (通告編號: EDBCM67/2022 )

21/06/2022 國家安全教育的繪本《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安全》
(通告編號: EDBCM103/2022號)

隨著《香港國安法》生效，教育局於2020年7月3日向學校發出通函
，提示學校必須適時讓學校各級人員和學生認識及遵守《香港國安
法》，並持續提供有關學校行政和教育的指引，以維護安全有序
的校園學習環境，並培育學生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
推行時間表

2020/21

現況，落實可
行措施

•提醒員生遵守
《香港國安法》

•設立相關工作
小組或委任專
責人員等，並
規劃下一學年
的工作

•集中檢視學校 •按工作計劃逐
步落實

•加強全校層面
的課程統籌與
策劃，增潤教
學內容和學習
活動，推展國
家安全教育

2021/22 2022/23 起

•學校應已全面
落實與維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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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相關
的行政及教育
措施

•應持續檢視，
按需要優化各
項已落實的措
施。



 22/04/2021

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文件
(通告編號 : EDBC004/2021 )

摘要: 本通告旨在公布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文件。

 26/05/2021

學校國家安全教育：新增課程文件及學與教資源
(通告編號: EDBC006/2021 )

摘要: 本通告旨在公布國家安全教育新增科目課程文件及新製作的相關
學與教資源事宜。

國家安全教育的重要通告／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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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在學校課程推行國家安全教育？12

•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也是所有
香港居民的共同義務。

• 《香港國安法》第九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
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對學校、社會
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
管理。 」

• 《香港國安法》第十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
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
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 在學校課程推行國家安全教育是學校應有之責。國家安
全教育與國民教育不可分割。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範疇一 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意義

範疇二 《憲法》、《基本法》與國家安全

範疇三 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目的和原則

範疇四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及機構設置

範疇五 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

範疇六 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

範疇七 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

範疇八 國家安全與人權、自由、法治的關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教育局草擬了「香港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框架」，讓中小學在推行國家安全教育可有所依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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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課程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

• 請參考教育局製訂的《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
框架》，了解蘊含在不同學習領域／科目和德
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
內容，以及在中小學不同階段(初小、高小、
初中及高中)的學習進程。

• 依循「多重進路、自然連繫、有機結合」方式
，在課堂內外規劃各科課程內容、跨學科／學
習領域或全方位學習活動，加強學生國家安全
教育，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並培養愛國愛港
情懷，以及拓寬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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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課程推行
國家安全教育（續）

• 國家安全教育並非只限於認識相關條文內容
，更應涵蓋《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及訊
息，其重要性及意義，以及國家安全所涵蓋
的重要理念。

• 亦包括讓學生認識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例
如生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網絡安
全等國家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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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告第4/20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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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連繫、有機結合

如何在校本課程中帶出「文化安全」
的概念？



• 文化安全包括多方面的內容，
其中主要有︰

語言文字、學術文化

風俗習慣、生活方式

意識形態、價值觀念

文化安全的主要內容
18

文化安全就是國家
現存文化特質的保持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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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與國家安全教育學習元素
的連繫

文化安全



學習重點 / 內容
20

中華文化學習範疇
透過學習材料，從物質、制度和精神方面了解中華文化的內容。

透過學習豐富的中華文化項目，認
識、認同自己國家的文化，建立文
化自信。

 例如透過傳統節日、習俗、禮儀、人
物故事等題材，了解、體會中國傳統
風俗習慣和生活智慧，從小認識中華
文化。

 例如透過學習名人傳記，像孔子、岳
飛、詹天佑等，認識中國名人的成就
及貢獻，從他們的事蹟中學習堅毅不
屈的精神及發奮上進的人生態度；培
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加強國民身份認
同。

 例如讓學生閱讀與「孝」相關的作品，
結合生活經驗，感悟中華文化中重孝
的精神，學習孝敬父母、尊重長輩、
關愛及體諒家人。

人類創造的種種文明，例如飲食、
器物、服飾、建築、科學技術、
名勝古蹟等。

人類社會中的各種制度、規範，例
如民俗、禮儀、宗法、姓氏、名號、
交通、經濟、政治、軍事等。

物質和制度文化形成時產生的精
神活動和結果，例如哲學、宗教、
倫理道德、教育、文學、藝術等。

物質

制度

精神



學習重點 / 內容21

文學學習範疇
透過閲讀中國古今名家名作，感受、欣賞語言文字的美感和作品的情意，增進
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提升文化素養。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豐富學生的文化知識、積累文化素
養，傳承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培養維護文化安全的能
力。

 例如學校設置古詩文單元，透過閱讀唐詩（如《回鄉偶書》）
認識中國詩歌的特點；閱讀古文（如《論語四則》），欣賞文
言文的簡潔和精煉；透過朗讀及朗誦，體會古典詩文的情意。
學習詩文既可培養品德情意，亦可增進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認
同和珍視。

21



品德情意學習範疇
透過能表現傳統美德的學習材料，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操，加強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個人

• 包括自我尊重、自我節制、實事求是、認
真負責、勤奮堅毅、專心致志、積極進取、
虛心開放、曠達坦蕩、美化心靈等

親屬/ 師友 • 包括尊重別人、寬大包容、知恩感戴、關
懷顧念、謙厚辭讓、重視信諾等

團體/國家/
世界

• 包括守法循禮、勇於承擔、公正廉潔、
和平共處、仁民愛物；培養對社群的責
任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等

例如在學習與「尊重別人」有關的課題時，
可以透過學習成語或經典名句，像「推己及
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讓學生
在閱讀、討論、分享等活動中，明白傳統重
視的倫理觀念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發揮
民胞物與的精神。

-與學生一起討論、分享

-先讓學生觀看動畫︰《將心比心》

-讓學生多讀相關的名句

學習重點 /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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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整體課程規劃，布置不同級別的中華文化及文學學習重點及內容；

•配合校本單元主題，加入相關文化及文學學習材料（如「建議篇章」、
中華經典名句、故事），設計多元、有趣的學與教活動，以豐富學生
的文化、文學內涵，建立正確價值觀，培養對國家文化的保護意識和
能力。

• 推薦與文化、文學有關的書籍，如繪本、童話、詩歌、寓言和小説等，鼓勵學生自
讀，並透過校內電子學習平台交流及分享。

• 配合圖書課或不同科目，推動跨課程閲讀。

• 配合學校或科組年度主題，如安排早會主題演講、詩詞朗誦，故事分享；

又或舉辦相關活動，如兒童文學導賞、語文及文化日、書展等等

• 鼓勵學生參加校內校外（如教育局、專業團體、公共圖書館等）舉辦
的小作家工作坊、文化歷史考察、文學散步等不同類型的文化及文學
活動。

•其他：善用校園空間，布置文化、文學專題（如中華經典名句、篇章）壁報、

長廊或展覽，營造學習氣氛，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語文素養
•…… 

學與教策略（舉隅)



24 規劃校本課程時，宜進一步考慮：
 單元課題從生活開始，按學生能力選取合適學習材料，包

括靈活地把中國語文課程提供的「建議篇章」融入課程，

讓學生初小開始，逐步認識、接觸經典文學作品，豐富語

文積澱，提升文化修養，並培養品德情意，加強對國家、

民族的責任感；

 教師除讓學生多閱讀經典篇章，從朗朗上口的古詩學起，

再賞讀其他古文作品，學習篇中情理和中華文化外，也宜

組織文化考察、文學/文化專題等多元化的語文活動，加強

學生認識、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以維護國

家文化安全。



校本課程規劃的例子
25

學習內容 選材原則
文學

詩、詞、古文、小說

 課程由淺入深編排，按學生能力

選取貼近學生生活的材料，讓學

生逐步認識中華文化；

 選讀經典篇章，讓學生認識不同

名家作品，擴闊視野，提升文化

素養；

 編選名篇同時，結合作家生平及

創作背景，細讀文本，品味作品

中的情懷。

文化

物質方面：建築、名勝古蹟……

制度方面：民俗、禮儀……

精神方面：文學、倫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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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活動/設計（舉隅）

 「閲讀經典」建議篇章

 「古詩欣賞」詩情畫意古詩學與教資源

「我愛大自然」建議篇章單元設計示例

「言而有信」國家安全教育學與教示例

「推己及人」《郁文華章．教學設計》

 「坐在隔壁的阿達」童書教學示例

 請就以上課程內容，研讀附件-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ncs/download/pri_pdp/Classic_2022.pdf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ncs/download/pri_pdp/Bird_2022.pdf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ncs/download/pri_pdp/Nature_2022.pdf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ncs/download/pri_pdp/NSE_ex_2022.pdf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ncs/download/pri_pdp/Passage_2022.pdf
https://cd.edb.gov.hk/chi/resource/ncs/download/pri_pdp/Reader_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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