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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 ( 北區 )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2021-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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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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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措施，並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

並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於 2022年 10月成立「國家安全教育」

工作小組，成員包括：三位副校長、

公民教育主任、常識科組長、中文科

組長、課外活動組長。  

本 年 度 工 作 小 組 就 不 同 範 疇 組

織工作計劃，來年度會編寫一套

《校本程序手冊》，詳列各種策

略、指引和應變措施，有效防止

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善用各特定節慶日子 /重要日子，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讓

學生實踐尊重國旗、國徽及國

歌，並認識其歷史和精神。  

於元旦後、 7月 1日國慶日前的上課

日、 7月 1日、 10月 1日當天、國家憲法

日、國家安全教育日、每月第一個上

課日進行升國旗儀式。  

已按既定機制於指定日期升掛

國旗及奏唱國歌，加強了學生

對國情和國家安全的認識、提

升他們國民身份認同及培育他

們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所有學校員工及學生已熟悉及

習慣有關安排，並能夠表現出

恰當的禮儀。

設明確的校舍管理指引，確保校

園範圍內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沒

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不會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已於校務會議明確提醒教職員如發現

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課室、壁

報板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的內容的處理方法。

已達標

透過定期教職員會議、講座、研討

會或/及學校通告，讓教職員認識和

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

內容和意義等，以及政府發放的相

關資訊，教職員對國家安全的概念

逐漸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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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人事管理  在員工聘任方面，根據《僱傭條例》、

《教育條例》、《教育規例》、其他相關

法例及僱傭合約，以及《資助則例》

（資助學校適用）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

指引辦理，包括教育局通告第 3/2020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

非教學人員的聘任》。 

非教學人員聘用：在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

非教學人員方面，已根據《僱傭條例》、《教

育條例》、《教育規例》、其他相關法例及僱

傭合約，以及《資助則例》（資助學校適

用）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包括教

育局通告第 3/2020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

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以防

範及制止違反《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

其他法律的活動。 

已完成有關聘請程序。  

維持具質素及專業操守的學校教職員專

業團隊，設清晰的人事管理政策，向學

校各範疇工作人員（包括學校教學及非

教學人員，例如教育心理學家、言

語治療師、教練、興趣班導師

等）清楚說明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

和期望，包括遵守法律。 

於校務會議不定期地提醒各人的職責及操守

的要求和期望。 

全校教職員清楚要奉公守法，合力締

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 

教職員  

培訓  

鼓勵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參加與國

家安全相關的專業發展活動，促

進學校各級人員了解《香港國安

法》的內容。  

• 校長及三名副校長於 2022 年 5 月

30 日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基本

法》和《香港國安法》研討會。  

• 校長在 2022年 6月與全體教職員分

享有關《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

研討會的主要內容，並以互動模

式，交流及分享如何在校內開展國

家安全教育。  

大部分參與內部分享會的員工

均積極參與，部分更就在校內開

展國家安全教育的策略提出不

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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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與教 通過全校參與，跨科協作，於校內開展

整體規劃相關科目的學與教。透過學科

的課程內容自然連繫並結合國家安全教

育的元素，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歸屬

感，加強守法意識，維護國家安全。 

不同科目，如：常識科、公民教育科、周會

等，有將涉及國家安全不同範疇的內容自然

連繫其學科課程的內容，按學生的認知能

力，加強學生國家安全的觀念，培養學生成

為具國家觀念、尊重法治、守法的良好國

民，共同維護國家的安全。 

大部分學生對國家觀念，尊重

法治的意識提高了。  

透過學校課程及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

動，如安排學生參觀本地設施（例如香

港歷史博物館），按學生的認知發展及

能力，加強他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

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於 2022 年 7 月，三至六年級進行全方位學

習活動及參觀本地設施，如：大館、中山紀

念館等。 

大部份學生能透過事次參觀，

提升了對香港歷史的認識，下

年度仍會計劃舉辦。  

學生訓輔

及支援

加強學生品德培養和相關的訓育輔導

工作，共同幫助學生正確地認識國家

歷史及發展、國家安全、國旗、國徽

和國歌的重要性，以及《憲法》和

《基本法》為香港確立的憲制秩序、

國民身份、法治精神及其他相關議

題，引導他們以正面、守法、維護公

益和負責任的態度履行國民及香港居

民的責任。 

於周會及成長課，教導學生奉公守法

的重要性，栽培學生敦品勵學，自律守

規，亦教導學生應有的正向價值觀及言行態

度。 

已完成有關周會及成長課，大

部份學生都表示會以正面、守

法、維護公益和負責任的態度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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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家校合作 學校將繼續推展家長教育工作，鼓勵家

長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與子女一同以

多角度分析事情，加強培養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及健康的生活方式，與學校攜手

以愛心引導和培育下一代，促進有效學

習及正向成長，以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

公民。 

舉辦家長會與家長有保持緊密溝通，發揮

家校合作的精神。經常鼓勵家長積極配合學

校及加強雙方協作，按學生的認知發展及能

力，幫助孩子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處事待

人。 

家長反應良好，樂意與學校合

作，一同教導學生持有正確的

價值觀。  

校監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由 2022 年 11 月起，學校須按照本指引的規定，於每年 11 月底前向本局提交經學校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

員會／學校營辦者通過的年度報告及工作計劃（例如： 2021/22 學年的年度報告和 2022/23 學年的工作計劃須於 2022 年

11 月底前提交）。

校印 



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 ( 北區  )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2022-23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校行政  繼續發展「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小

組，公務職責：  

➢ 策劃及統籌有關政策。

➢ 加強全體教職員對國家安全概念的認識。

➢ 協調各科組依計劃落實有關國家安全教育及價值

觀教育措施，除常規課程外，亦在重要日子安排課

堂以外的學習活動。

➢ 全面及有系統地規劃適切的校本國民教育學習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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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  

教師問卷 /  

各科組工作

報告

2022-23 

全學年

「維護國家

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

工作小組  

建立升旗隊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

➢ 建立升旗隊負責於每個上課日或指定日子升掛國旗，以顯

示對國家的尊重和提升師生的國家觀念。

➢ 設計 22-23 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讓師生清楚知道所

有舉辦的活動日期，以鼓勵一同參與。

➢ 逢周五舉行升國旗儀式和奏唱國歌，以促進國民

教育及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加強學

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讓學生實踐尊重國

旗、國徽及國歌，並認識其歷史和精神。

升掛國旗和

區旗活動

紀錄

升旗隊訓練

紀錄

2022-23 

全學年

培育組

公民教育組

負責人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校行政  繼續優化校舍管理機制  

➢  設明確的校舍管理指引，確保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

物、課室、壁報板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沒有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  落實有關修訂及租借校舍機制，確保租借人 /機構恰

當使用校舍，不會在本校範圍內有涉及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 /進行涉及危害國家安全之活動。  

➢  檢視圖書館館藏，不會存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內容

的讀物。  

觀察 /  

活動檢討 /  

圖書館  

館藏紀錄  

 

2022-23 

全學年  

 

學校環境管

理組主任  

圖書館主任  

 

 繼續優化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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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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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強防範和制止任何人士在學校裏進行任何違反《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和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律的教學和活

動。 

 

觀察 /  

活動檢討  

2022-23 

全學年  

 

活動組主任  

各科組  

負責人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人事管理及  

教職員培訓  
➢  在員工聘任方面，根據《僱傭條例》、《教育條例》、《教育規

例》、其他相關法例及僱傭合約，以及《資助則例》（資助學

校適用）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包括教育局通告第 

3/2020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

聘任》。 

聘任文件紀錄  2022-23 

全學年  

 

校長  

「維護國家

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  

工作小組  

 

 

➢  維持具質素及專業操守的學校教職員專業團隊，設清晰的

人事管理政策，向學校各範疇工作人員（包括學校教學及

非教學人員，例如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教練、

興趣班導師等）清楚說明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

包括遵守法律。 

觀察    

 
➢  提醒教師時刻秉持專業操守，清楚明白教師的言教身教對學

生影響深遠。 
觀察    

 

➢ 適時安排教職員參加由教育局舉辦有關《基本法》或《香港

國安法》的培訓課程/研討會，以讓他們正確了解《香港國

安法》，提升他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參加培訓課程/

研討會紀錄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與教  ➢  教師按照《教育條例》、《教育規例》、教育局的指引、辦

學團體聖公會所訂定的抱負及辦學使命，以恰當的方式教育

學生。 

 2022-23 

全學年  

 

課程主任 

學務主任  

活動主任  

各科組  

負責人  

公民教育組

負責人  

 

 

➢  留意教育局最新課程指引，有系統地全面策劃和推行國家安

全教育，統籌及協調各科組的課程規劃、教學安排、教學資

源運用，以及學生全方位學習活動等，制定具體的目標、策

略和評估方法，就不同範疇（包括不同科目和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的課題的教學，學生學習及交流活動等）採取適當

的措施，協助學生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法》。 

各科組的課程

規劃文件 

成長課的課題

紀錄  

公民教育的課

題紀錄  

 

 

 

➢ 通過全校參與，跨科協作，於校內開展整體規劃相關科目的

學與教。透過學科的課程內容自然連繫並結合國家安全教育

的元素，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加強守法意識，維

護國家安全。 

    

 

➢ 透過學校課程及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安排學生參觀

本地設施（例如香港歷史博物館），按學生的認知發展及能

力，加強他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

同。 

全方位學習 

活動紀錄  
   

 

➢ 定期檢視學與教的教學資源、校本教材和課業工作紙、為學

生代訂的課本、讀物、補充練習、視像教學片段等，確保選

取或編訂的學與教資源，內容和質素符合課程發展議會於各

學習階段課程所訂定的課程宗旨、目標和內容，並切合學生

的程度和學習需要。 

校務觀察/ 

會議檢討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訓輔及  

支援  
➢ 加強學生品德培養和相關的訓育輔導工作，共同幫助學生正

確地認識國家歷史及發展、國家安全、國旗、國徽和國歌的

重要性，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為香港確立的憲制秩

序、國民身份、法治精神及其他相關議題，引導他們以正

面、守法、維護公益和負責任的態度履行國民及香港居民的

責任。 

 

訓輔  

活動紀錄  

2022-23 

全學年  

 

培育組負責人  

輔導組負責人  

 

 

 

➢ 培養學生良好品德，懂得關心社會、國家和世界，認同國民

身份並珍視中華文化，對社會和國家具責任感和承擔精神。

向學生清楚說明師長對他們日常行為的期望，幫助學生建立

責任感、承擔和守法精神。 

 

    

家校合作  ➢  學校將繼續推展家長教育工作(家長講座及親子活動)，亦定

時更新本校家長校師會網頁，鼓勵家長建立良好的親子溝

通，與子女一同以多角度分析事情，加強培養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及健康的生活方式，與學校攜手以愛心引導和培育

下一代，促進有效學習及正向成長，以成為守法守規的良

好公民。 

家校  

活動紀錄  

2022-23 

全學年  

 

家長教師會 

負責人  

 

 

 

 
校監簽署  ：   

校監姓名  ：  嚴志成  

日期  ：  二零二二年 _____月 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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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 
 

年份 日期 校內推行

日期 

2022/23學年重要日子 校本學習活動建議舉隅 負責人/科組 

2022 

年 

9月1日 9月1日 開學禮 
⚫ 安排升掛國旗及奏唱

國歌 

視聽組直播 

升旗隊 

10月1日 9月30日 國慶日 
⚫ 於國慶日或前後的

上課日安排升國旗
儀式及奏唱國歌 

視聽組直播 

升旗隊 

國旗下講話 

負責人：何校

長 

12月4日 12月2日 國家憲法日 

⚫ 於學校展板簡介《憲

法》和《基本法》的

資料及憲制秩序 

⚫ 安排《憲法》和《基

本法》班際常識問答

比賽 

公民教育組 

電腦科 

國旗下講話 

負責人： 

12月13日 12月13日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
公祭日 

⚫ 於學校早會闡述南
京大屠殺的史實 

⚫ 安排全校師生默哀悼

念死難者 

  公民教育組 

2023 

年 

1月1日 1月3日 元旦日 
⚫ 於元旦日或前後的

上課日安排升國旗
儀式及奏唱國歌 

視聽組直播 

    升旗隊 

4月4日 3月29日 《基本法》頒布紀念日 ⚫ 舉辦標語比賽 中文科 

4月15日 4月14日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 進行講座、專題研
習活動、學校壁報設
計比賽等 

公民教育組 

電腦科 

國旗下講話 

負責人： 

 6月30日 

6月30日 

  《香港國安法》 

頒布三周年 

⚫ 介紹《香港國安
法》、進行講座、
專題研習活動等 

視聽組直播 

公民教育組 

電腦科 

國旗下講話 

負責人： 
7月1日 

中國共產黨建黨  

102 周年 
⚫ 早會向全校講解中國

歷史及共產黨的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紀念日 

⚫ 於特區成立紀念日
或前後的上課日升
國旗儀式及奏唱國歌 

⚫ 地下大堂擺放相關展

板 

 7 月14日 7 月14日 結業禮 
⚫ 安排升掛國旗及奏唱

國歌 

視聽組直播 

升旗隊 

 

附件 18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