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家安全遊戲卡簡介

資料冊

	 	 適合對象：高小至初中
	適用科目：德育及公民教育

遊戲目的

學習目標

國家安全遊戲卡簡介

本套國家安全遊戲卡為「行穩致遠
一一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資源套，
課題「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的實施」
的輔助教學工具；旨在讓學生通過
遊戲，認識不同國家或地區面對的
「國家安全」問題，從而增加對世
界事件的認識，並提出各種方法來
解決問題。

知識
•	認識世界各地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事件
•	了解不同「國家安全」事件的解決方法

技能 
•	能運用不同的資料，從多角度了解國際社會發生的事情
•	能清楚表達個人意見

態度
•	關注國際社會
•	培養責任感、守法精神及世界公民意識

基本資料

	遊戲人數：不限
	 	建議遊戲時間：約20至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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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卡配件

國家安全遊戲卡包含以下配件：

1. 事件卡牌 共20張（包括4張空白卡供教師自行填寫事件）
•	需配合事件列表、遊戲卡板使用
•	可因應講授的課題內容、難度和時間，調整卡牌的數量及選擇使用相關
的事件卡

國家安全遊戲卡	16張

與事件相關的
插圖/ 新聞圖片 事件簡介

對應事件列表
上該事件的排
序號碼，以便
學生參考事件

建議問題(教
師可自擬 其他
問題)

事件主題

空白卡 4張(供教師自行填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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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2. 資料冊	1本
•	遊戲說明及玩法
•	事件卡資料，包括分類領域、建議
問題答案、建議應對方法

3. 事件列表 1張
•	展示國家安全事件標題及編號

4. 方法徽章 10個
•	包括五類：	
立法、教育、國際合作、討論協商
及空白（供教師自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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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卡板	1張
•	用作分類事件卡及放置方法徽章
•	分類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國土/軍事、生態/資源安全

6. Bingo（賓果）紙 40張
•	設有3×3	格及4×4	格版本，教師
可因應教學時間選用

觀看及下載相關配件
ht tps://chiculture.org.hk /tc/node/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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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建議遊戲時間：約20至30分鐘
	 	遊戲難度：按需要選擇Bingo（賓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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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利用投影機展示事件
列表。	 		

2. 教師派發Bingo（賓果）紙，並
讓學生在紙上隨意填寫數字。
（ 數字不可重複）

事件簡介

3. 教師抽出一張事件卡，讀出卡
上的事件簡介。	 	

4. 學生對應事件列表，猜測教師
正在描述哪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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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問題

5. 教師翻轉事件卡，確認答案；學
生在Bingo（賓果）紙上劃去該
事件的相應號碼。

6. 教師就事件卡上的內容提問，
引導學生回答。
（可參考「建議問題 」）

遊戲卡牌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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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成一 條線
(橫 /直/斜 線)

7. 教師引導學生將事件卡分類，
並貼在分類卡板上展示。

8. 重複步驟3至7，直至有學生能
把Bingo（賓果）紙上的數字連
成一條線(橫/直/斜線皆可)，便
可結束Bingo（賓果）遊戲。

9. 教師邀請學生選取方法徽章，
並張貼於合適的事件卡上。

10. 學生分享選取該方法徽章解決
	 問題的原因。

注意事項
•	事件卡上的數字對應事件列表上該事件的排序號碼，以便學生參考事件
列表。

•	教師可因應不同教學目標，選擇使用不同事件領域及數量的卡牌。
•	教師亦可按需要為每組學生安排平板電腦，供學生觀看事件列表內容。

觀看遊戲玩法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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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1. 污染導致死亡

國家：印度
國家安全領域：生態/資源安全

2019年全球健康和污染聯盟報告指出，印
度是全球最多民眾因污染而死亡的國家，
共造成約230萬人死亡。

	哪種污染會對呼吸系統造成損害？
	空氣污染

	國際合作
報告指出污染是全球危機，建議加強國際合作，簽訂協議，共同解決
危機。如落實《巴黎協定》的條款。

事件卡資料

 相關報道	
中央通訊社〈研究：環境污染致死	印度高居全球第一〉
ht tps://bit .ly/3c f 6k 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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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山噴發

國家：菲律賓
國家安全領域：生態/資源安全

國家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帶，2020年1月，接
近馬尼拉的火山出現噴發跡象，造成當地
航空交通混亂，須近上萬人撤離。

	你認識哪些國家會受到火山噴發的威脅？
	日本、菲律賓、印尼、美國、冰島、中國等（任何合理答案）

	國際合作
屬於自然災害，不能阻止其發生。建議在事發後，透過國際合作，支
援受影響地區。

 相關報道	
相關報道：BBC	NEWS〈菲律賓旅遊勝地火山噴發	機場航班
大亂上萬人撤離〉
ht tps://bbc.in/3v4hC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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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3. 土地沙漠化

國家：澳洲
國家安全領域：生態/資源安全

因為毀草經農、過度放牧、開礦破壞等原
因，於2013年，澳洲乾旱或半乾旱土地
佔國土面積的75%，沙漠面積達269萬
平方公里。

	環境污染會導致甚麼問題？
	對生態系統造成直接的破壞和影響，以至威脅人類的健康。

	立法
為了保護土壤資源和水資源，減輕土壤侵蝕，澳洲政府制定了《土壤
保持法》、《1999年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案》、《2002年地
區森林協議法》等法律法規，共同保護生態環境。

 相關報道	
塔里木盆地西南緣生態綜合整治技術服務平台〈澳大利亞沙
化防治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
ht tp://3w.xjlas .ac.cn/Item/ 755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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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衞生設施問題

國家：印度
國家安全領域：社會安全

2016年印度有近3億人缺乏基礎衞生設
施；高比例的戶外排便行為造成傳染病的
散播，導致4,800萬名5歲以下孩童發育不
良，佔全球總和約30%。

	你認識哪些傳播病毒的途徑？
	接觸傳播、飛沫、空氣、食物、水源、病媒、血液或體液等	

	 （任何合理答案）

	教育
政府應首先透過教育，提高人民的衞生意識，並加快興建廁所的速
度。

 相關報道	
中央通訊社〈水及廁所不淨	印度發育遲緩兒全球居冠〉
ht tps://bit .ly/3bqiHZO



11 事件卡資料

資料冊

5. 貧民窟問題

國家：印度
國家安全領域：社會安全

面積約為1.7平方公里的達拉維貧民窟，生
活了至少100萬人，平均約1,500人才有一
間廁所。

	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在哪一個國家？
A.	印度			B.菲律賓			C.印尼

	A .	印度	

	教育
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有助增加國民的收入，解決貧窮問題。

 相關報道	
中時新聞網〈恐怖未爆彈	印度百萬人貧民窟染疫現死亡	
病例〉
ht tps://bit .ly/3sV8T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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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來移民犯罪率

國家：法國
國家安全領域：社會安全

2019年巴黎大部分地區的犯罪率皆呈上升
趨勢，參議員在報告中指出新發的犯罪案
例中，逾45%涉案者是外來移民。

	有何方法可以減低外來移民的犯罪率？
	協助就業、提升教育水平等(任何合理答案)

	立法
首先可透過立法，加強罰則，打擊罪案；然後，再透過社區支援，協助
就業，讓外來移民融入社區。

 相關報道	
環球網〈巴黎滑向“犯罪之都”？各種犯罪率持續飆升〉
ht tps://bit .ly/38j V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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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7. 實施制裁

國家：俄羅斯
國家安全領域：經濟安全

2014年烏克蘭危機和吞併克里米亞後，俄
羅斯被美國和歐盟制裁，針對範圍涉及能
源、金融、國防等眾多領域。

	烏克蘭與哪一個國家領土相連？
A.	中國			B.	俄羅斯			C.德國

	B.	俄羅斯

	討論協商
面對歐盟經濟制裁，俄羅斯採取限制進口歐盟農產品等反制措施；互
相反制下，效果適得其反，可見實行制裁只會使雙方不和加劇。

 相關報道	
香港經濟日報〈歐盟延長對俄羅斯經濟制裁	至明年1月〉
ht tps://bit .ly/3bqbm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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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貧富差距

國家：泰國
國家安全領域：經濟安全

2019年，泰國有近1,200萬人年收入低於
10萬泰銖（約港幣二萬四千元），貧富差距
達22倍。

	同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於何年完成「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
	 會」的目標？

	2020年

	立法
近年，不少國家政府開徵「富人稅」，以增加財政收入。	
通過向富有的人徵收額外的稅款，來增加低收入人士的福利，以紓緩
貧富差距問題。

 相關報道	
中央通訊社〈特派專欄	泰國貧富懸殊	多數人卻樂天知命〉
ht tps://bit .ly/38kk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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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9. 清真寺恐襲

國家：新西蘭
國家安全領域：文化安全

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兩座清真寺被槍手
攻擊，造成51死慘劇，為該國史上傷亡最
慘重的恐怖襲擊。

	清真寺是哪一個宗教的宗教場所？
	伊斯蘭教

	教育
槍手以清真寺為目標，可見針對的對象為伊斯蘭教及其教徒，建議可
加強教育，建立平等共融社會。

 相關報道	
相關報道：香港經濟日報〈新西蘭基督城恐襲51人死	槍手被
判終身監禁〉
ht tps://bit .ly/3rB55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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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種族問題

國家：美國
國家安全領域：社會安全

2020年，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員制服期間死
亡，事件挑起民眾長期以來對非裔人士死
於警方手下的憤怒，引發大規模抗議示威
和騷亂。

	美國哪個種族的人佔多數？
	白人

	教育
事件源於種族問題，建議透過加強教育，建立平等共融社會。

 相關報道	
BBC	NEWS〈「佛洛伊德之死」引發的騷亂：宵禁令下	美國多
地暴力不斷〉
ht tps://bbc.in/3c 9p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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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11. 支援敍利亞

國家：俄羅斯
國家安全領域：國土/軍事安全

2015年俄羅斯以防止伊斯蘭恐怖分子奪
得敍利亞後向外擴展，並以可能會入侵其
領土為由，派兵支援敍利亞政府。

	在這件事件上，哪一個國家認為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俄羅斯

	討論協商
是次事件牽涉的國家眾多，除俄羅斯和敍利亞外，還包括土耳其、沙
特阿拉伯和卡塔爾等國。由於各國的着眼點不同，故建議用協商的方
法解決爭端。

 相關報道	
BBC	NEWS〈普京：俄羅斯空襲敍利亞旨在穩定合法政權〉
ht tps://bbc.in/3cdf 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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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朝鮮半島軍事衝突

國家：韓國
國家安全領域：國土/軍事安全

2018年朝鮮關閉並炸毀朝鮮與韓國兩國
的聯絡辦公室，又宣布將軍隊重新部署在
兩國之間的非軍事地區。

	以下哪一項協定宣布朝鮮半島無核化，並爭取在年內停止戰爭
	 狀態？

A.《海牙公約》	B.《巴黎協定》	C.《板門店宣言》
	C.《板門店宣言》

	討論協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於事發後回應此事：作為近鄰，中國一貫希
望朝鮮半島保持和平與穩定。可見透過和平的方法，如運用協商的方
式，是得到鄰國的支持。

 相關報道	
BBC	NEWS〈朝鮮炸毀開城的朝韓聯絡辦公室	金與正曾威脅
抹平該樓〉
ht tps://bbc.in/ 2Of1O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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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13. 印巴邊境衝突

國家：印度
國家安全領域：國土/軍事安全

2019年2月，印度12架戰鬥機飛越克什米
爾的「印巴停火線」，空襲巴基斯坦，兩國
展開空戰。

	克什米爾地區分別由印度、巴基斯坦和哪一個國家控制？
A.中國			B.泰國			C.土耳其

	A .	中國	

	國際合作
由於雙方互有傷亡，關係惡劣，故此需要透過第三方介入，避免正面
衝突，以紓緩雙方關係。

 相關報道	
大公報〈印12戰機襲巴控克區殺300人〉
ht tps://bit .ly/3qqf 0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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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軍方接管權力

國家：泰國
國家安全領域：政治安全

2014年泰國陸軍總司令巴育透過電視向全
國宣布暫時中止憲法，並從看守政府手中
接管權力。

	這件事件反映泰國的甚麼勢力龐大？
A.	政府			B.	軍隊			C.人民

	B.	軍隊	

	國際合作
事後，美國宣布暫停向泰國提供價值35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並要求
泰國軍方恢復文人政府統治。可見國際社會對這件事件相當重視，故
此希望可以透過國際間的勸導，解決問題。

 相關報道	
BBC	NEWS〈泰國軍事政變後	曼谷街頭出現抗議〉
ht tps://bbc.in/3evG8 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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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冊

15. 地鐵連環爆炸

國家：俄羅斯
國家安全領域：政治安全

2010年莫斯科曾發生多次地鐵爆炸事件，
逾40人死亡及過百人受傷，車臣武裝組織
承認責任。

	試列舉一個恐怖襲擊事件例子。
	美國911恐襲、法國尼斯恐襲、查理周刊恐襲事件等

	 （任何合理答案）

	立法
事發後，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下令，針對全國公共交通加強安
全防護措施；並指出俄羅斯堅持反恐政策，決心將反恐進行到底。故
此建議需要加強執法和加重懲罰，以遏止恐怖分子。

 相關報道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莫斯科地鐵連環爆炸死亡人數升至
36人〉
ht tps://bit .ly/3c 3GI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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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報道	
BBC	NEWS〈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釀成四人死亡和「對民
主的侵害」〉
ht tps://bbc.in/3t 2 A z zB

16. 美國國會騷亂事件

國家：美國
國家安全領域：政治安全

2021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持械
闖入國會大廈，試圖阻止國會議員認證美
國大選結果。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是特朗普與何人之爭？
	拜登

	立法
事後警方拘捕多人，華盛頓特區實施宵禁，並在稍後宣布公共緊急狀
態保持15天，可見政府透過執法，阻止事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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