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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至第 4節 《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討論及匯報個案處理方法 

個案研究：掃描個案二維碼，閱讀以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個案，分組完成問題。 

 

個案一 

 

事件簡介： 

菲律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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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混亂，上萬人撤離。 

 

 

BBC NEWS〈菲律賓旅遊勝地火山噴發 機場航班大亂上萬人

撤離〉 

 

個案二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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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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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工作紙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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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事件簡介： 

對於歐盟經濟制裁，俄羅斯採取限制進口歐

盟農產品等反制措施；互相反制下，效果只

會適得其反。可見實行制裁只會使雙方不和

加劇。 

 

 

香港經濟日報〈歐盟延長對俄羅斯經濟制裁 至明年 1月〉 

 

個案四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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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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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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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五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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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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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六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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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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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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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個案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本組討論的個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件事件於哪個國家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個事件與哪個國家安全領域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會用甚麼方法處理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選擇使用這個處理方法的原因是： 

針對性  

 

 

廣泛性  

 

 

長遠性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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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至第 4節 《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討論及匯報個案處理方法 

個案研究：掃描個案二維碼，閱讀以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個案，分組完成問題。 

個案一 

 

事件簡介： 

菲律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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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當地航空混亂，上萬

人撤離。 

 

BBC NEWS〈菲律賓旅遊勝地火山噴發 機場航班大亂上萬人撤離〉 

 

根據個案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本組討論的個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件事件於哪個國家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個事件與哪個國家安全領域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會用甚麼方法處理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選擇使用這個處理方法的原因是： 

針對性  

廣泛性  

長遠性  

課堂工作紙 1b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2 

 

 

個案二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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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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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個案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本組討論的個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件事件於哪個國家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個事件與哪個國家安全領域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會用甚麼方法處理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選擇使用這個處理方法的原因是： 

針對性  

廣泛性  

長遠性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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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事件簡介： 

對於歐盟經濟制裁，俄羅斯採取限制進口歐盟農

產品等反制措施；互相反制下，效果只會適得其

反。可見實行制裁只會使雙方不和加劇。 

 
香港經濟日報〈歐盟延長對俄羅斯經濟制裁 至

明年 1月〉 

根據個案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本組討論的個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件事件於哪個國家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個事件與哪個國家安全領域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會用甚麼方法處理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選擇使用這個處理方法的原因是： 

針對性  

 

廣泛性  

 

長遠性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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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四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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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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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個案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本組討論的個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件事件於哪個國家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個事件與哪個國家安全領域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會用甚麼方法處理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選擇使用這個處理方法的原因是： 

針對性  

廣泛性  

長遠性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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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五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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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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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個案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本組討論的個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件事件於哪個國家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個事件與哪個國家安全領域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會用甚麼方法處理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選擇使用這個處理方法的原因是： 

針對性  

 

廣泛性  

 

長遠性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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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六 

 

事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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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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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個案內容，完成以下問題。 

1. 本組討論的個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件事件於哪個國家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個事件與哪個國家安全領域相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會用甚麼方法處理這個國家安全問題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選擇使用這個處理方法的原因是： 

針對性  

 

廣泛性  

 

長遠性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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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至第 4節 《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認識香港的處理方法(1) 

綜合短片《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及資料一、二，回答問題 

資料 A：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香港特區國安委）首次主辦的 2021年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於 4月 15日正式啓動，為一連串的精彩節目揭開序

幕。 

今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2021」的主題為「國家安全・護我家園 —— 完善

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旨在提高全港市民國家安全意識，營造維護國家安

全的濃厚氣氛，增强防範和抵禦安全風險能力，同時認識國家《憲法》，《基本法》

和國家安全，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節錄自：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年度活動概覽〉 

 

資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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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1. 政府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日」的目的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高全港市民國家安全意識，營造維護國家安全的濃厚氣氛，增强防範和抵禦安

全風險能力，認識國家《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課堂工作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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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短片及資料，政府在 2021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日」舉辦了哪些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參考資料及短片，建議一個於「全民國家安全日」舉辦的活動，向大眾宣傳

「維護國家安全」意識。 

活動建議： 自由作答，合理便可 

 

 

 

 

活動目的： 自由作答，合理便可 

 

 

 

 

預期成果： 自由作答，合理便可 

 

 

 

 

 

 

 

1. 全民同心大拼圖活動     2. 全城師生大拼圖活動 

3. 紀律部隊訓練學校開放日 4. 公眾教育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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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節至第 4節 《香港國安法》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 

認識香港的處理方法(2) 

根據課堂所學，回答以下問題。 

一、試簡述《香港國安法》的制定過程。 

 日期 相關機關 內容簡述 

第一步 2020年 5

月 28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 

第二步 2020年 6

月 30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將法案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第三步 2020年 6

月 30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 

刊憲實施《香港國安法》 

 

 

二、根據影片及課堂所學，回答問題。 

1. 只有列於哪裏的全國性法律會在香港實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截至 2020年並有多少部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國家安全法是香港獨有的嗎？何以見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各國為甚麼要訂立國家安全法？寫出你的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法附件三 

14部 

不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如：美國的《國土安全法》、英國的

《反恐及邊境安全法案》等等。 

自由作答。例如：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可能遇上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為了維

護國家安全，便會訂立國家安全法，保障國家、保障人民。 

課堂工作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