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學年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年度報告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1) 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 : 

策劃及統籌有關政策； 

協調各科組盡快落實有關措施； 

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加強學生品德培養和

相關的訓育輔導工作； 

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9 月初全體校務會議及常識科第一次會議時，學校強調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乃全體老師的職責。

本年度學校讓教師多接觸及了解基本法、憲法及國家

安全的概念。 

2021 年 9 月已制定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

育」的教師手冊，部分範疇已詳列各種策略、指引和

應變措施，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學校多次在會議中強調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乃全體老師的

職責，讓老師明白有關政

策的重要性。 

由於採取全校參與模式，

部分項目由校長委派老

師完成，已具備國安教育

工作的雛形。 

部分範疇未有於本年度制

定策略、指引和應變措

施，因此來年度須完成有

關項目，以便防止政治活

動入侵校園。 

 (2) 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 (包括租借校園設施及定

期檢視圖書館藏書)，確保學校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學校圖書館主任已檢查部分書籍，確保學校活動不會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學校在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方面，如租借校園設

施及定期檢視圖書館藏書方面，仍未有足夠時間制定

策略、指引和應變措施。有關檢視及修訂租借校舍和

圖書館藏書的機制仍有待落實。 

來年須就校舍管理機制及

程序，制定策略、指引和

應變措施。 

 

 (3) 完善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確保以學校名義

舉辦的活動 (包括學生活動、課外活動、邀請校外

嘉賓演講、校友或家長教師會為學生舉辦的活動、

以學校名義舉辦的課外活動，合約內已修訂，並加上

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條款，讓導師

了解要求。 

來年舉辦課外活動時，繼

續運用已修訂的合約。 

由於邀請校外嘉賓演講、

校友或家長教師會為學



校外導師任教的活動等)，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 

惟邀請校外嘉賓演講、校友或家長教師會為學生舉辦

的活動、校外導師任教的活動等，則以溫馨提示方式

提醒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方面，仍未有足夠時間制

定策略、指引和應變措施。 

生舉辦的活動、校外導師

任教的活動等未有制定

策略、指引和應變措施。

來年須完成有關項目。 

進入學校舉辦活動的人

士，除溫馨提示外，可擬

定有關本校「維護國家安

全」的要求文件，提醒活

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 

 (4) 定期巡查校舍，以確保張貼學校的展品，宣傳單張

等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9 月校務會議已提醒教職員如發現校園範圍內(包括建

築物、課室、板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涉及危害國家安

全內容的處理方法。 

 

因應教育局發出的指引，

修訂有關巡視校園機制，

並制定策略、指引和應變

措施。。 

人事管理 (1) 完善學校教師手冊，就有關因應《香港國安法》實

施處理教職員的行為及操守資料加進手冊內，須在

手冊中新增及列明 「涉及失德行為的申請人」，教

育局將會拒絕教師註冊申請。確保教職員秉持專業

操守。 

 

在「教師手冊」中加入了有關《香港國安法》的章節，

已完成部分策略、指引和應變措施。 

「教師手冊」說明校方對教師的操守要求和期望，必 

須奉公守法，合力締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 

就有關《香港國安法》實施處理教職員的行為及操守 

事項，本校已修訂有關機制，並列明 「涉及失德行為

的申請人」，教育局將會拒絕教師註冊申請。確保教

職員秉持專業操守。 

部分策略、指引和應變措

施已完成。 

由於部分項目未有擬定具

體的策略、程序及方法，

須繼續修訂「教師手冊」

中有關《香港國安法》的

章節，以完善策略、指引

和應變措施。 

 (2) 確保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員工作表現和

操守要求。 

在「教師手冊」中列明非教學人員工作表現和操守要

求，提醒就維護國家安全的操守要求。 

學校經常提示非教學人員 

工作表現和操守要求。員

工可隨時參與有關操守

的要求。 



 (3) 在員工聘任方面 :  

應根據《僱傭條例》、《教育條例》、《教育規例》、

《資助則例》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包括教

育通告第 3/2021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

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 

學校須保存為收集或評核新聘任員工的教師註冊資

料，紀錄查詢其曾否涉及刑事罪行的相關調查，以便

教育局查閱。 

學校須遵從多項新增聘用程序，學校透過不同途徑，

如 : 要求教師簽署文件或發出指引，清楚列出學校

對教師專業操守方面的要求和期望，提醒受聘者承諾

秉持教師專業操守，謹言慎行，注意社交媒體的言論。 

學校在聘任員工時，會根據教育局有關指引，並會收

集或評核新聘任員工的教師註冊資料，紀錄查詢其曾

否涉及刑事罪行的相關調查，以便教育局查閱。 

 

 

繼續提示員工教師手冊內

有關專業操守和要求。 

教職員培訓 (1) 教職員接受適當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安排教師參加教育局舉辦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的培訓課程或研討會 

會議時提醒教職員有關「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 

育」的要項。 

安排教師參與多項有關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附件一)。 

 

將繼續安排老師參與有關 

培訓。 

邀請已參與有關培訓的老 

師與其他老師分享。 

 

學與教 (1) 強化校本監察機制。 

檢視校內各學習領域內容，強化校本監察機制； 

安排定期檢視各學習領域的內容和質素，確保內容 

切合學生的程度和學習需要。 

學校老師透過備課安排，定期檢視校內各學習領域的 

內容。 

 

 

繼續透過定期檢視各學習

領域的內容和質素，確保

內容切合學生的程度和

學習需要。 

為了更有條理地監察學習

領域內容，課程主任須制

定如何強化校本監察機

制，策略、指引和應變措

施。 

 (2) 存檔有關《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及國家安全教

育的學與教資源。 

常識科已開啟文件檔存放有關《憲法》和《基本法》 

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教資源。 

繼續將有關《憲法》和《基

本法》教育及國家安全教



於學校內聯網開啟檔案，儲存有關《憲法》和《基本

法》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教資 源。 

 育的學與教資源存於內

聯網檔案內。 

 

 (3) 學校課程及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安排認識中國歷史和發展活動； 

安排學生參與到內地考察、探訪及交流活動。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未有為學生安排往內地探訪及

交流。 

2021 年 11 月 24 日安排校長及老師與姊妹學校作網上

交流，加深兩地認識，建立友誼。 

已規劃在每星期二德育課進行升旗禮，下學期亦訓練

幾位學生升掛國旗。 

學校在重要節慶日子，如 : 運動會、畢業禮、中華文

化日等會奏唱國歌，讓學生實踐尊重國歌，並認識共

歷史和精神。 

本年度舉辦了中華文化日、國慶日、回歸日、憲法日等

活動，讓學生認識國家歷史及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繼續安排有關認識中國歷

史和發展活動。 

學校繼續並恆常在德育

課、重要節慶日子，如 : 

運動會、畢業禮、中華文

化日等舉辦升旗禮及奏

唱國歌，讓學生實踐尊重

國歌，並認識共歷史和精

神。 

 (4) 各科課程內容結合國家安全教育元素 

檢視各科課程內容結合國家安全教育元素，建立框

架，包括常識科、中文科、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本年度已檢視各科目及增潤相關科目，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以及有關《憲法》和《基本法》等課程內

容，讓學生清楚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常識科於本年度建立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讓教師

能結合課程與國家安全教育，並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

的歸屬感。 

中文科課程亦增添了有關國家安全教育，例如:認識文

化遺產活動。 

來年繼續整理各課程內

容，結合國家安全教育元

素。 

 

 (5) 校內國家安全活動 

規劃早會時段進行有關認識中國歷史和發展活動、有

關《憲法》和《基本法》等學習活動； 

參與有關《憲法》和《基本法》等校外比賽。 

透過早會或德育課，讓學生學習國家安全教育、憲法、

基本法等。 

參與教育局舉辦國家安全、國慶日的網上問答比賽。 

 

有條理地安排各項校內國 

家安全活動。 

 

 



學生訓輔及支援 (1) 完善學校訓輔措施及獎懲原則的機制和程序，訓輔

工作指引內涵蓋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的處理方法。 

學校已有一套完善的訓輔措施及獎懲原則。 

已於教師手冊內列明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的處理方法。 

繼續有關訓輔措施及獎懲

原則。 

 (2) 清楚說明對學生的日常行為要求，建立責任感、承

擔和守法精神。 

學校時刻向學生清楚說明對學生的日常行為要求，建 

立責任感、承擔和守法精神。 

繼續提醒學生的日常行為

要求，建立責任感、承擔

和守法精神。 

家校合作 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加強家校合作。 舉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如:中華文化日，加強

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透過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加強家校合作，促進學生

有效學習及健康成長，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國民和公

民。 

繼續與家長保持緊密溝 

通。 

其他 (1) 完善學校危機處理機制，制定具體策略和應變措

施，以應付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於教師手冊內列明具體策略和應變措施，以應付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於會議中溫故知新，重溫

有關策略和應變措施。 

 

 

 

  



附件一 :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2021-2022 學年 

教師參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培訓紀錄 

 

日期 課程名稱 舉辦機構 / 講者 時數 進修教師 備註 

2021 年 9 月 20 日 通過升國旗儀式提升學生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

（網上研討會） 

教育局 3 小時 吳秀玲老師  

21 年 10 月 15 日  《國情(國安)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講座》 許為天博士 3 小時 全校老師  

2021 年 11 月 5 日 學校升掛國旗及舉行國旗儀式和相關課程資源及支援措施 教育局 2 小時 吳秀玲老師  

2021 年 11 月 8 日 通過全方位學習培養學生守法精神 教育局 3 小時 吳秀玲老師  

2021 年 11 月 19 日 《小學語文 : 文言經經典篇章與古詩文教學》 現代出版社 1 小時 中文科老師  

2021 年 12 月 15 日 通過網上閱讀及虛擬實境學習，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教育局 2 小時 吳秀玲老師  

2022 年 1 月 19 日 《憲法》、《基本法》小學教師知識增益網上課程(第一期) 教育局 6 小時 吳秀玲老師、林銘龍老師  

2022 年 6 月 14 日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教育局 3 小時 全校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