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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總學校發展主任(黃大仙) ／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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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天 主 教 伍 華 小 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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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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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工

作小組： 

1.1 策劃及統籌有關政策； 

1.2 協調各科組盡快落實有關措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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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防止政治活動入

侵校園； 

2021年8月19日正式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已完善教職員守則

及導師守則以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並  

透過校本機制確保校園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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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的 

活動及獲邀人士符合校方要求，而傳遞的訊息 

也能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宗旨及課程目標。   

也定時審視各相關行政組、科組的工作及

會議紀錄以了解相關國家安全教育工作   

進度。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

等相關措施及課程均有按規劃

進行，惟課堂的具體落實往後

仍須透過審視教學計劃及觀課

了解落實情況，而與國家安全

教育有關的工作紙及教學內容

亦須由相關科主任及課程主任

協助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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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善借用學校場地守則，並會向借用機構

了解活動內容及目的，而圖書館主任亦已完

成檢視目前館藏。 

校園內的活動和書刊雜誌不曾涉及任

何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惟預期同學

將會接觸更多網上學習資源及電子

書，老師推介前須先行了解內容。 

 3. 於指定日期或典禮升掛國旗及奏唱國

歌，學生須熟習有關安排及表現出恰當的

禮儀。 

自2022年1月1日開始，每個上課天均有升掛國

旗，而奏唱國歌的升旗禮則每週進行一次(通常

在星期五)，並會安排一個年級在操場參與，其

餘五個年級在課室參與，升旗禮後會由同學進行

國旗下講話。 

本年度各年級均有機會到操場參與實

體升旗禮，觀察所見，無論在操場或

課室參與的同學均表現出恰當的禮

儀，尊重國旗，而升旗隊隊員亦積極

參與步操，並為能擔任升旗手感到自

豪。可加深老師及隊員對中式升旗禮

的認識，例如安排培訓或參觀紀律部

隊的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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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機密資料處理權限機制，讓全校教職員

都能按明確的指引來執行。 

已完成編擬相關指引，並經常提示教職員必須遵

守相關指引。 

每年須提示新到職的同事。 

2. 在員工聘任方面，根據《僱傭條例》、《教

育則例》、《教育條例》、其他相關法例及

僱傭合約，以及《資助則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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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嚴格遵守相關指引。。 每年須提示首次參與員工聘任的

同事。 

3.制定校本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以跟進教職 

  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 

 

 

己向所有教職員清楚說明校方對其工作表現和  

操守的要求和期望，校長及副校長亦經常在校務

或職工會議中提醒教職員必須奉公守法，亦提醒

教師時刻秉持專業操守，讓教師清楚明白言教   

身教對學生影響的深遠。 

 

本年度並沒有出現不守法的個

案，惟下年度宜安排教學人員及

非教學人員均簽知相關守則。 

4. 制定校本校本機制，確保以購買服務形式 

   聘用的人員（包括專責人員、校外導師）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校方要求，及沒有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已強化監察機制，仔細檢視服務的內容、導師的

表現和課堂的質素。 

購買的服務不曾涉及任何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教

職

員

培

訓 

 1. 安排教師參加普校培訓 

 2. 委派個性老師參加有系統的培訓 

 

全體教師與黃大仙天主教小學及博智天主教小學

的教師於11-05-2022 (三)下午一起出席「國家

安全教育教師工作坊」，亦有委派教師參加中式

升旗訓練及教育局為教師舉辦的國民/國安教育

課程。 

教師參與培訓的機會較多，宜增

加非教學人員的培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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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實課程框架內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教 

   工作，加強學生對國家安全、歷史和發展 

   的認識和理解，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1. 中、常及德公科已在相關年級落實課程框架

內 

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教工作，中文科更加

強 

培養學生成為尊重法治和守法的好公民，在 

小三至小六推行「認識弟子規」活動，幫助 

學生認識應循的生活規範。 

2. 音樂科持續發展粵劇校本課程，加強學生對 

   中華文化的欣賞及文化安全的認識。 

同學課堂表現投入，下年度宜在

課程統整方面進行更多有機的結

合和自然的連繫。也須強化監察

機制，定期檢視學教的內容和質

素（包括課堂教學和教學資源） 

2. 豐富全方位學習活動，加強學生對國家 

  安全、歷史和發展的認識和理解，提升國民 

  身份認同 

1. 於早會時段介紹中國傑出人物事蹟，引導 

   學生以他們為傲，並以他們為學習榜樣。 

2. 中文科舉辦「木蘭週，介紹花木蘭代父從軍 

   的故事，並學習木蘭的孝順及勇敢。 

3. 於試後舉行中華文化日——趁墟3.0活動， 

   以中國少數民族為主題。視藝科及音樂科亦 

   先後讓同學認識皮影戲、戲偶及粵劇，並 

   參與相關的製作/表演，幫助學生認識中國  

傳統文化。 

4. 已申請姊妹學校計劃，正等待締結學校結果 

1. 可引導學生以中國傑出人物為 

   自主閱讀的目標，並相互 

   分享，好讓同學認識中國更多 

   傑出人物。 

2. 同學普遍熱衷參與相關活動， 

   活動前後可更加緊扣國家安 

   全，與相關安全範疇進行更多 

 有機的結合和自然的連繫。 

     

3. 豐富國家安全教育的學教資源，並有系統 

   地建立資源庫。 

1. 已把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贈閱的資源存檔， 

   惟欠分類及推廣使用。 

1. 宜把相關資源按主題及適用 

   年級分類及推廣使用。 

2. 宜把有關《憲法》、《基本 

   法》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 

   資料按年存檔。  

3. 如為某一學習階段設計了校本 

   課程，宜將整個學習階段的  

   校本課程一併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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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國家憲法日」及「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安排普校參與的特定活動 

1. 「國家憲法日」前安排了短講，當天則舉行升

旗禮及國旗下講話，並鼓勵各級同學參加「國家憲

法日常識問答比賽」。 

2.   本年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於特別假期

內，假期內進行了海報設計比賽及國民常識問答比

賽。 

點滴成河，細沙成塔，相信能幫助同

學明白基本法與憲法的關係，以及國

家安全與生活的關係。 

2. 安排有關如何成為良好公民的短講，向學生 

   重申須時刻以自身安全為重，為自己和關心 

   他們的家人著想，切勿參加危險或違法的活 

   動，在校內不應發起或參與一些違規活動， 

   妨礙自己及其他學生學習，甚或影響學校日常 

   運作。 

除進行訓輔提示外，升旗禮後的國旗下講話亦包含

了自律守規、公民責任等元素。 

1. 同學專心聆聽，惟較為單向，下年

度宜藉此引領同學反思與自省，並結

合校訓「慎思明辯」的實踐。 

2. 透過訓輔工作，如獎勵計劃和領袖

訓練等，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承擔

和守法精神，以預防學生的行為問題 

3. 若個別學生出違規行為，應採取合適的訓育與 

   輔導方法，幫助他們改善，如情況嚴重或屢勸 

  不改，則應予適當的懲處。學校亦應因應需要轉 

   介予專業人員跟進。 

學生的違規行為均按學校的訓輔政策處理，惟疫情

下生生互動受到限制，較多學生在人際交往、情緒

管控及學習等方面出現問題，級主任會作出初步跟

進，嚴重的交學生輔導主任及社工跟進。  

宜幫助同學明白守規與愛家/愛校、守

法與愛港/愛國`學的關係，培養學生

願意自律守規以建立一個愛的團體。 

家

校

合

作 

1. 安排家長義工協助推動相關國家安全活動 疫情下家長協助學校活動的機會較少。 1. 來年除多邀請家長義工協助相關活

動外，亦宜透過學校通訊軟件發佈國

家安全教育活動的資訊。 

2. 宜與家長保持溝通，讓他們明白和

支持學校推行國安教育。 

2. 宜舉辦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動，

以加強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成為

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 

 

 

 

 



 

校監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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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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