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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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官立小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校 

行 

政 

1. 透過教職員會議，讓教職員認識和了解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及意

義等，並鼓勵教職員閱讀政府發放的相

關資訊 

已透過 21/22第一次校務會議及職工會議，

讓全體教職員教職員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及意義等，並鼓勵教

職員閱讀政府發放的相關資訊 

1. 學校持續將有關資訊發放教職員，教職員

能適時獲得相關訊息。 

2.22/23將持續執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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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已於 20/21年度第七次校務會議上向全體教

師宣告成立「統籌國家安全工作小組」，清楚

提示教師仔細閱覽教育通告 3/2021 號，並

按當中的指引行事。 

2. 「統籌國家安全工作小組」工作範疇包括協

助學校策劃及統籌以全校模式推動與維護

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策略和措

施。 

3. 已於 20/21年度四月開始，在所有向學生提

供服務的招標文件中加入有關機構或人士

必須符合教育局通告 3/2021號的要求。 

1.21/22年度設立國家安全行政組，負責執 

  行全年推展國家安全教育。 

2.22/23將持續執行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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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校 

行 

政 

3. 

 

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包括借用校

園設施和定期檢查圖書館藏書)，確保

學校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而校內展示的物件不會違反

《香港國安法》或其他有關國家安全的

法律。 

 

1. 本校有關校舍管理方面的指引已經涵蓋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處理。因應

教育局發出的指引，本校提醒全體員工定期

巡視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課室、壁報板

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確保有關範圍並不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2. 學校圖書館已建立購買書籍的機制，並適時

檢視藏書，確保內容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1. 於本年度已修訂校舍管理方面的指引，涵

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處理。本校

亦提醒有關員工定期巡視校園範圍(包括

建築物、課室、壁報)，留意有否展示一

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標語或口號，如發現，

立即通知管理層跟進。 

2.學校圖書館已建立購買書籍的機制，並適

時檢視藏書，確保內容不涉及危害國家安

全已製定「處理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策略和

應變措施」，持續監察校舍設施及圖書館

藏書，必要時施行應變措施。 

3.22/23將持續監察及執行相關工作 

4.   學校設危機處理小組，制定應變方案及

執行程序，確保學校範圍內不得進行政

治宣傳或滋擾師生等活動及制定妥善

的應對方案 

 

已透過 21/22 第一次危機處理小組會議講解議

應變方案及執行程序，確保學校範圍內不得進

行政治宣傳或滋擾師生等活動及制定妥善的應

對方案。 

 

 

1. 已制定應變方案及執行程序，確保學校

範圍內不得進行政治宣傳或滋擾師生等

活動及制定妥善的應對方案。 

2. 22/23將持續監察及執行相關工作 

5. 就學校舉辦的活動，制定機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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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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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上學年第七次校務會議上向全體教師宣告

制定「校外人士或團體參與舉辦學校活動注意

事項」文件，已切實執行，確保校外人士在校舉

辧任何活動符合校方要求、學校教育的學習宗

旨及課程目標，以及符合教育局 

通告 3/2021號。 

1. 所有校外人士到校進行活動前必須簽署

「校外人士或團體參與舉辦學校活動注意

事項」文件，這些校外人士包括活動導

師、周會主講者等，確保校外人士在校舉

辦的活動均符合校方及教育局要求。於活

動進行期間，負責老師亦適當地監察，留

意所有校外人士均符合校方這方面的規

定。 

2. 22/23將持續監察及執行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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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人 

事 

管 

理 

1.  學校透過全體教職員/非教學人員會議（包

括學校管理層、所有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向

學校各級員工清楚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

守的要求和期望，包括恪守《公員守則》、

《員工品行守則》及遵守法律等，並適時及

適當地跟進員工的工作表現及操守及向所

有教職員說明須遵守《香港國安法》及其涉

及國家安全的法律，並適時跟進職員的工作

表現 

已透過本學年第一次職工會議，向全體教職

員清楚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和期

望，包括恪守《公員守則》、《員工品行守則》

及遵守法律等，並適時及適當地跟進員工的

工作表現。 
 

已透過第一次校務會議、教學助理會議及職

工會議，清楚列明學校對員工職責及操守的

要求，除恪守《公務員守則》、《員工品行守

則》外，還要遵守法律。 

2.  學校會繼續向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

學人員（包括專責人員，例如學校社工、教

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教練、興趣班導

師等），檢視招標文件/服務合約，列明其工

作表現和操守須符合要求，及若有關人員涉

及不當行為，服務供應商應作出跟進安排，

例如撤換有關人員，加強防範和制止任何違

反國家安全的違法活動入侵校園。 

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開始，在所有向學生提

供服務的招標文件中加入有關機構或人士必

須符合教育局通告 3/2021號的要求。 

 

學校於相關標書/報價文件中加入相關條

文，確保有關公司清晰了解學校要求才決定

是否報價或投標，加強規範導師的行為及所

設計的教學材料，防範和制止任何違反國家

安全的違法活動入侵校園。 

 

教 

職 

員 

培 

訓 

1.  安排教職員參閱教育局發出的文件，及瀏覽

政府新聞處「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網頁，以

獲取最新的資訊。 

 

已於 21/22 第一次校務會議上向全體教師安

排教職員參閱教育局發出的文件，及瀏覽政

府新聞處「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網頁，以獲取

最新的資訊。 

 

 

1.須將有關安排恆常化，於每年第一次校務

會議上再向全體教師講述有關教育局發

出的文件重點。倘有新文件，亦須適時

更新教師對有關資訊的認識。 

2.22/23將持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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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教 

職 

員 

培    

訓 

2.  安排教職員接受適當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例如由教育局/校外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

講座、自學課程或研討會等，讓他們正確了

解《香港國安法》、《憲法》及《基本法》的

認識，提升他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 並於

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專家/學者到校進行講

座，講解國安法、基本法的內容。 

 

1.已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安排全校教職員

由教育局舉辦的 「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坊」 

2.已於 2021年 11月 10日教師發展日安排教

師參加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的「《基本

法》的基本與不基本」講座 

3.截至本學年 5月已提名 51名教師參加由教

育局舉辦有關《憲法》、《基本法》、國家事務

基礎課程、通過升國旗儀式提升學生的國家觀

念和國民身份認同或「國家安全教育」的研討

會。 

1.學校持續將有關資訊發放教職員，教職員

積極參與有關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2.22/23將持續鼓勵教職員參與有關課程。 

學 

與 

教 

1.  利用各科組的教材，設計各種學習活動以培

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鞏固學生對國情、中

華文化，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從而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

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中文科 

1. 已於課程中推展「中華文化課」，要求教

師於本學年內完成四節有關中華文化的課

題，包括中國文字、中華小知識、中華經

典名句及從中國文學及文言經典中培養責

任承擔、勤勉好學、孝義的心靈美，以及

中國傳統道德和中華文化有關的普世核心

價值。 

2.依據國家安全教育學習元素，進行課程規

劃，培養學生「國家概念」、「國民身份認

同」、「守法觀念」、「權行與義務」和「責任

感」的價值觀。 

 

英文科 

1.於課程中教授中國歴史文化，讓學生認識

中國傳統節日及習俗等知識，鞏固學生對國

民身份認同及增強自豪感。 

 

中文科 

1.通過全學年四次的中華文化課，學生能在學

習材料和活動中鞏固在平日中文科及日常生活

所學的中華文化知識，由培養學生的文化認同

為先，再而增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及

「國家概念」，並注重價值觀的培養，將注重中

華文化傳統的精神繼續傳揚下去。 

2.隨着古詩文教材融入校本課程（ 2024至 2025

年度），推廣中華文化的課程資源增多，中華文

化課的課堂內容可更豐富及多元化。 

3.22/23將持續推展相關活動及配合課程規   

  劃繼續施行。 

 

 

 

英文科 

1. 透過課文，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及文

化，加強學生對我國文化的理解。學生在課

堂時表現積極、投入，從而反映出孩子對國

民身份的認同。 

2.22/23將持續推展相關活動及配合課程規   

  劃繼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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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與 

教 

1. 利用各科組的教材，設計各種學習活動以培

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鞏固學生對國情、中

華文化，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從而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

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數學科 

1. 於教學中展示及介紹中國數學家的傑出貢

獻，鞏固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及自豪感。 

2.在「每周一問」活動中加強介紹中國數學

家的活動。 

1.透過課程內容，介紹中國數學家的傑出貢 

  獻，學生讚歎中國數學家的傑出成就，鞏 

  固國民身份認同及自豪感。 

2.22/23將持續推展相關活動及配合課程規   

  劃繼續施行。 

 常識科 

1.依據國家安全教育學習元素，進行課程規 

  劃，培養學生「國家概念」、「國民身份認  

  同」、「守法觀念」、「權行與義務」和「責 

任感」的價值觀。 

2.於本學年七月舉行「基本法」校內問答比賽，    

  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以及 

  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3.於各級推展以「中華文化」為題的專題研 

  習，提升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1.透過課程規劃指引，加強學生對中國歷史、中

華文化、近代社會及科技上的發展，有更深入的

認識，提升學生對國家的概念和國民身份認同。 

2.透過不同的科組活動，讓學生認識憲法》和

《基本法》，培養學生「守法觀念」「權行與義

務」和「責任感」的價值觀。 

2.22/23將持續推展相關活動及配合課程規   

劃繼續施行。 

 

 

 

普通話科 

1.定期舉行「普通話台」，於本學年十一月舉行

「古詩朗  誦比賽」及五月才藝比賽，讓學生 

 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及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以及共同  

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2. 於本學年十二月參加 2021 年粵港澳姊妹學

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深圳)，增加學生

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欣賞。 

3. 於本學年二月舉行深港學子春節互訪交流

活動，增進學生對祖國不同地方過春節的習

俗認識和了解。 

普通話科 

1.透過比賽，學生增加了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和欣賞，而且能建立學生自信。透過互相  

  觀摩交流的朗誦片段，增進兩地姐妹學校師 

  生情誼。 

2.是次互訪交流活動，既增進了學生對祖國不 

  同地方過春節的習俗認識和了解，也建立了 

  兩校的友誼。 

3.透過觀看網上直播活動，能增強師生深度交 

  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學生文化 

  自信。 

4.22/23將持續推展相關活動及配合課程規   

  劃繼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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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與

教 

1.  利用各科組的教材，設計各種學習活動以培

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鞏固學生對國情、中

華文化，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從而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

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視藝科 

1. 四年級教授「中國民族拼布畫」，讓學生認

識、欣賞及分析中國各民族的服飾，從而培

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及民族精神﹔五年級教

授「中國臉譜」讓學生認識及欣賞中國傳統

戲劇的面譜藝術﹔六年級教授「竹」，讓學

生畫竹，掌握國晝的細膩筆觸及欣賞中國

傳統文化。 

2. 讓學生參與以中國為主題的校外比賽，加

強學生對本國藝術的興趣，如徐悲鴻盃美

術比賽、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賽。 

 

 

 

1. 課堂中，學生投入學習。透過創作，學

生對中國藝術及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1. 利用各科組的教材，設計各種學習活動以培

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鞏固學生對國情、中

華文化，以及《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從而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意識，

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音樂科 

1.已根據《藝術教育學習領域國歌的學與 

  教：音樂科課程補充文件》(2020)於課堂中   

  聆聽國歌的旋律，並在教師帶領下唱國歌﹔   

  就國歌的創作背景和曲詞作者，學生搜尋和 

  閱讀資料，以了解國歌的起源和背景。讓學  

  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同時培養尊重  

  國歌的態度。 

2.於高小教授中國民歌、中國樂器及中國戲 

  曲，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音樂的認識，並 

  培養學生對中國音樂的欣賞能力。 

1.同學明白國歌的由來，作曲家、作詞家的背景。  

  學懂奏唱國歌時的態度和場合。 

2.認識中國民歌，學習創作五聲音譜，能自學 

搜尋更多有關中國藝術文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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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與 

教 

2.  善用週會及成長課，邀請不同的嘉賓主持

講座、分享會等，培養正確的價值態度。 

 

透過早會、周會、國家安全教育課及成長課等

推展或滲入國家安全教育的元素，培養學生守

法的價值觀，並增加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1.校園電視台︰ 

   範疇一︰文化安全 
中秋節 「曾乙侯編鍾」 利市封金魚 

 

飲茶文化  中國的飲食文化 諸葛亮 

孔子 紮作-燈籠 漢字 
 

   範疇二︰ 服務我們的一群 

升旗隊 交通安全隊 童軍 
 

   範疇三︰科技/網絡安全 

網絡安全 網絡素養 國家科技發展 
 

   範疇四︰生態安全 

低碳減廢   
 

1.於校園電視台滲入具國家安全教育的元素

的廣播及短片，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及發展

的了解，培養學生守法的價值觀，並增加學

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以「服務我們的一

群」節目為例，能夠讓學生學習守法的價值

觀。 

 

  2. 2021年 11月 29 日  

P.1-3 弟子規 

P.4基本法與我_香港今昔 

P.5香港是我家_外婆回港了 

P.6一國兩制_外遊記及保家衞國 

2.透過國家安全教育課、升旗隊和升旗儀

式，增加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感和自豪感。 

 

 

 

 

 

 

 

 



8 

 

 

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與 

教 

3. 推廣國情教育: 透過講座、展覽，安排學生參  

   加內地交流計劃或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等，加  

   強他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提升學生的  

   國民身份認同。 

 

透過講座、展覽、比賽以及姊妹交流活動推廣

國情教育，加強他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

識，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 

1.地下小一課室走廊展示中國啟蒙教學《三字   

  經》的掛飾及「漢字演變」的展板；四至六   

  樓高年級學生課室走廊展示中華經典名句   

  及書法介紹。 

2. 2021年 9 月 3日「時光精神耀香江之仰望

星空話天宮~中國空間站系統建設座談會」 

3. 2021年「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 

4. 2021年 10月 7日參加「基本法問答比賽」 

5. (季軍) 

6. 2021年 10月至 12月「科學世界︰探索太 

空造福人類」科普計劃 

7. 2021年 10月 29日「共創輝煌中國夢」 

8. 2021年 10 月 29日「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

比賽」 

9. 2021年 11月 30日香港升旗總會「中國超    

   級工程協選舉」(與電腦科協作) 

10.2021年 12月 7日及 12月 15日 

香港升旗總會「共和國之光」問答比賽初賽 

  及準決賽 

11.2021年 12月 9日 天宮課堂(中國空間站   

   首次太空授課) 

12.2022年 2月 第 8屆《基本法》暨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1.學生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及比賽，能夠加強

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從而提升國民身

分認同。 

 

2.第 8、9項，從問卷調查 64.1%學生及 90.3

老師認同透過這些活動和比賽，加強學生對

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及提升學生對國民

身份認同。老師反思此 2項活動在網上進

行，低年級學生或未能深入了解中國工程的

偉大及歷史，因此這 2項活動較適合三至六

年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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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與 

教 

3. 推廣國情教育: 透過講座、展覽，安排學生

參加內地交流計劃或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

等，加強他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提

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13.2022年 2月 18日「姊妹學校新春團拜視  

   像交流活動」 

14.2022年 3月 23日第十四屆香港盃下文知   

   識競賽 

15.2022年 5月 3日「國家安全網上問答比賽」 

16.2022年 5月 11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特備節目「國家安全 護我家園」  

17.2022年 5月 18日「國家安全 你我要知」  

   有聲繪本 

18.2022年 6月「2022國家安全標語創作及海 

   報設計比賽」 

3.學生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及比賽，能夠加強

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從而提升國民身

分認同。 

 

4.22/23將持續推展有關活動及比賽。 

 

4.  推行社會及校內服務：讓學生認識公民責

任、培養公民意識，讓學生實踐尊重和關愛

別人。 

 

1. 透過推展「一人一職」計劃，在班內設立不

同的職位及校內服務團隊，讓學生認識公

民責任、培養公民意識，讓學生實踐尊重和

關愛別人。 

2. 本校有 14位學生參加了 2021-2022年度基

本法大使，協助學校推展公民教育活動，讓學

生認識公民責任、培養公民意識。 

1.在各班推行一人一職，讓學生學習服務精

神、尊重及關愛別人，從而培養他們的公民

意識。 

2.22/23將持續推展有關活動及比賽。 

 

5.  舉辦全方位學習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並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2. 透過舉辦全方位學習活動，如「I can 至

叻星」奬勵計劃、正向班級口號設計比賽，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1.100%老師 85.3%學生認同這計劃能建立學生  

  正面價值觀及態度。 

2.22/23將持續推展有關活動。 

6.  善用重要慶節日子和習俗，例如中華文化

日、中秋節等，深化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

認識和了解，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認同自

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1.2022年 1月 28日舉行中華文化日，增強學  

  生對華夏文化及中國歷史的認識，傳承與 

  共享中華民族的文明和精神，提高學生對  

  社會和中華民族的歸屬感。 

2. 已安排劇團於 2022年 1月 19日到校演出 

3. 話劇《周處除三害》，讓學生從戲劇欣賞中

培養與中國傳統道德和中華文化有關的核

心價值。 

1.於中華文化日，學生從製作不同的民間手 

工藝品，如紙龍、撥浪鼓及絹扇等，讓學 

生體現製作中國民間手工藝品的 

  樂趣﹔另外透過皮影戲《周處除三 

  害》讓學生從戲劇欣賞中培養與中國傳統 

  道德和中華文化有關的核心價值。 

2.22/23將持續推展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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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與 

教 

7. 強化監察機制，定期檢視學與教（包括課堂

教學及教學資源）的內容和質素，包括校本

教材和課業（例如工作紙）、測考試卷、從

外間訂購/為學生代訂的課本、讀物、補充

練習、視像教學片段等，以及由外判服務商

為學校編纂的補充學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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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實執行「校本教材鑑察機制」，確保選取或編

訂的校本教材內容和質素，符合由課程發展議

會訂定的課程宗旨和目標，切合學生的程度和

學習需要，幫助學生建構知識，作多角度分析，

並以持平和理性的態度表達意見。 

1.切實執行「校本教材鑑察機制」，確保選取

或編訂的校本教材內容和質素，符合由課程

發展議會訂定的課程宗旨和目標，並確定符

合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2.22/23將持續執行有關監察機制 

8. 

 

定立校本教材存檔機制，將有關國家安全課

程的教材存檔，並儲存三年。方便學校管理

層、學校管理委員會及教育局人員查閱。 

 

於本學年設置「國家安全課程教材檔案」，將各

科相關教材妥善地存檔。方便學校管理層、學

校管理委員會及教育局人員查閱。 

 

學 

生 

訓 

輔 

及 

支 

援 

1.  以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價值觀教育，強化學生

的品德發展: 

(i) 培養學生守法(包容、尊重及妥協)和關

愛的價值觀 

(ii) 提升學生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iii) 教導學生正確地使用社交媒體，分辨

真假資訊，從而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認清及了解自己 

舉行多元化活動，引導學生正向成長，促進社

群和諧，建立彼此尊重的文化。 

1. 舉辦「國家安全教育週」：透過展覽、講座、

影片欣賞等活動推廣中華文化、加強對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增加對國家的歸

屬感及建立國民身份的認同 

2. 「和諧關愛月」：透過舉辦秩序比賽、好

人好事活動、每月關愛之星，學習守法守

規，推廣尊重關愛文化，促進社群和諧。 

3. 透過壁報展示及校園電視台，以「資訊素

養」為主題，教導學生正確使用社交媒體，

加強學生網絡安全意識。 

1.由於疫情影響，從一月至四月下旬均處於 

  視像課，難於推展和諧關愛活動。復課 

  後，即開展秩序比賽讓學生學習守法守規 

  每月之星及好人好事分享，培養學生關愛 

  文化。 

2.22/23將持續推展有關活動及比賽，並重 

  新檢視施行有關活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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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2. 透過升旗儀式及旗下講話，並在正規和非正  

   規的課程推展或滲入正向教育、國家安全教 

   育的元素，從而加強學生的品德教育、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及國民身份的認同。 

 

學校根據教育局通告 11/2021號有關升掛國旗

和區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學校根據既定機制

在每個上學日，指定日期或典禮升掛國旗及奏

唱國歌﹔並於每月進行旗下講話。學生已熟悉

及習慣有關安排，並能夠表現出恰當的禮儀。

此措施會持續進行，以加強學生對國情和國家

安全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以及培育他

們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1.透過國家安全教育課、升旗隊和升旗儀 

  式，增加學生對國民身分認同感和自豪  

  感。 

2.從觀察所見，每星期的升旗禮儀式及每 

  月的旗下講話，逗能夠陪。培養學生的 

  國民身份認同。例如學生肅立。注目禮 

  及奏唱國歌能夠表現出恰當的禮儀。 

 

學 

生 

訓 

輔 

及 

支 

援 

3.  檢視現行訓輔政策及學校校規，適切加入推

動國家安全的相關指引及應變措施(危機處

理程序)。 

 

校本訓輔機制行之有效，透過讚賞和獎勵，表揚

學生的正確行為和價值觀，從而引導學生建立自

律、守法守規的態度；因應學生情緒及行為上的

需要，有效透過跨專業協作，與家長一起關顧學

生，適時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和支援，幫助 

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及守法意識，培養同理 

心和尊重他人的態度。 

落實 21/22校本訓輔機制，22/23年度將持續

執行。 

1.根據校本訓輔機制，訓輔工作以全體老師以

團體方式持續進行，每級更設級訓輔協助各班

老師處理學生的違規行為。遇到有學生情緒及

行為上的需要，訓輔主任、訓輔老師和班主任

會透過勸導方式，並適時主動聯絡家長，發揮

家教合作精神，讓學生反省，從而改過，建立

正面價值觀，加強學生守法意識。 

2.除訓輔老師外，學生輔導主任亦會在課前，

小息等向有需要學生提供輔導和支援，讓學生

有效控制情緒及反思其行為，從而幫助他們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及加強守法意識，培養同理心

和尊重他人的態度。 

3.透過訓輔活動，培養學生的自律守規行為，

例如：秩序比賽讓學生養成自律守規的態度，

根據問卷調查，有 90％以上老師認為秩序比賽

能幫助學生培養自律守規的態度。最佳風紀選

舉不但讓風紀員樹立自律守規的良好榜樣，而

且更讓全校學生透過良好榜樣，學習守法守規

的態度。 

4.  檢視訓輔機制，以配合社會的發展及《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加強正向教育，培養守法

守規的良好公民 

配合社會的發展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以價

值觀教育培養學生加強正向教育，培養守法守

規的良好公民培養學生良好的公民意識及品格

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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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情況 成效與反思 

學 

生 

訓 

輔 

及 

支 

援 

5.  依校本訓輔政策，採用正面態度，跟進違

規學生行為，並與家長合作，讓學生反思

其行為對自己及他人的影響，幫助他們重

新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以及重新投入學校生

活，健康成長 

根據校本訓輔政策，向學生清楚說明校方對他

們日常行為的要求，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承擔

和守法精神。若個別學生出現違規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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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給予適當的懲處。學校亦會

因應需要轉介予學生輔導人員/主任跟進。 

已落實 2021-2022校本訓輔政策，2022-2023

年度將持續執行。 

1.除學生手冊外，校方亦透過早會、每雙周點  

  讚和旗下講話等，不時提醒學生自律守規的  

  重要，加強學生守法意識，讓學生成為守法 

  的良好公民。 

2.透過學校的獎懲制度，處理違規學生和表揚 

自律守規的學生，使學生明白自律守規的重

要，從而幫助他們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再者，透過不同的服務團隊如風紀員、車長  

  和大哥哥大姐姐等，讓學生建立責任感、承 

  擔和守法的精神。 

3.透過訓輔活動，推行以全校參與模式的訓輔 

活動，如交齊功課獎勵計劃，每月在學校網

頁表揚各班交齊功課的學生，頒發獎項予交

齊功課人數最多的班別，以及在交齊功課龍

虎榜表揚交齊功課人數最多的班別，從而幫

助學生建立責任感和承擔的精神。 

4. 根據學生的持份者問卷，約八成學生認為 

學校積極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可見學校 

的訓輔政策有效幫助學生建立自律守規的 

態度。 

家 

校 

合 

作 

1.  向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介紹《香港國安法》。

鼓勵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參加講座或研討

會，讓幹事先行認識和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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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21/22 年度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籌委會中

向全體幹事宣告成立「統籌國家安全工作小

組」，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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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透過會議，讓家長理解《香港國安法》

的立法背景、內容和意義等，以家長教

師會幹事為橋樑，讓家長明白《香港國

安法》的意義。 

2. 22/23家長教師會將會換屆，在首次會

議中將再次講解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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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學校通告/教育局信件，向家長清楚講解 

   學校維護國家安全及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策 

   略。向家長講解在日常的教學中，會指導學生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學習以理性和正面的態 

   度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 

 

 

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籌委會上向家長清楚講解

學校維護國家安全及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策

略。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尋求家長的支持、理

解和配合，加強家校合作，指導學生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學習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了解《香港國

安法》的立法精神長，成為守法守規的良好國民

和公民。 

1.學校已就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策略透過 

通告向家長傳遞學校在推行國家安全教

育的立場。家長反應正面。 

2.22/23年將再次發出通告。 

 

3.  透過舉辦親子活動或工作坊，幫助家長協

助子女從不同角度，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

了解國家面貌和各方面的發展，培養學生

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透過親子閱讀計劃「閱讀真多 FUN計劃」及親

子閱讀工作坊，提升家長伴讀技巧，幫助家長

協助子女從不同角度，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了

解國家面貌和各方面的發展，培養學生對國家

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1. 於 8月試後活動舉行兩場親子閱讀工作

坊，提升家長伴讀技巧，幫助家長協助

子女從不同角度，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

了解國家面貌和各方面的發展，培養學

生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2. 22/23將適時再次舉辦相關活動。 

4.  透過舉辦家長講座或座談會，與家長保持

緊密溝通，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協助家

長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促進他們與子女

一同以多角度分析及認識身邊事物，幫助

子女明辨是非，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鼓勵家長參加與講座，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

尋求家長的支持、理解和配合，加強家校合

作，與學校攜手以愛心引導和培育下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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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講座︰ 

1. 2021年 8月 13日  

「國家安全與我們的日常生活」 

2. 2021年 10月 23日  

   P.1-3「親子溝通有辦法」 

   P.4-6「品格建立有方法」 

3. 2021年 11月 27日 
  「培養同理心 活用心理學與子女同行抗逆減 

   壓」 

4. 2021年 12月 1日  

   P.1-3「五星級親子教育」 

5. 2022年 1月 14日  

   P.4-6「如何提升子女抗逆力」家長工作坊 

1.透過家長教師會、學校網頁，將有關訊息

蝕遞給家長，讓家長在子女教育及家長

個人認知上援得支援，透過舉辦家長講

座或座談會，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發

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協助家長建立良好

的親子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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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2 年 2月 6日   

  P.1-3「發掘孩子的性格強項」 

7.2022年 2月 21日至 26日  家長電話會談 

8.2022年 3月 16日    

  P.4-6「親子衝突如何處理」 

9. 2022年 6月 17日 

  P.1-6「疫情下的兒逛健康」 

10.2022年 8月 9日至 12日  家長電話會談 

 

5. 

 

透過舉辦親子閱讀、教育活動或工作坊，推

動德育及國民教育活動，以加強培養學生

「守禮守規」的生活習慣及養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 

透過親子閱讀計劃「閱讀真多 FUN 計劃」及親

子閱讀活動，加強培養學生「守禮守規」的生活

習慣及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學生能借閱相關圖書，並完成「閱讀真多 FUN

計劃」及親子閱讀活動，並於班上分享閱讀成

果。22/23將持續推行有關計劃。 

6.  邀請家長義工協助中華文化日活動及主持

攤位，透過一起穿著華服，推廣中華文

化，承傳中華文化 

邀請家長義工協助中華文化日活動的推展 1.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中華文化日以視像形式 

  進行，未能邀請家長參與。 

2.22/23舉行活動時再因應政府防疫措施恰當   

  處理。 

其他 

1. 

 

透過校友會活動，例如校友分享會及校友

同樂日，攜手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健康

成長 

 

透過校友會舉辦活動，如升中面試班、升中講

座、興趣班、分享升學和就業及一些有趣的中學

校園生活故事，鼓勵應屆畢業生積極裝備自己，

培養學生正面的態度及多角度思考的方法。 

原訂於一月進行的升中面試班，因疫情關

係被逼取消。復課後隨即舉行相關活動，

藉此灌輸正確價值觀及人生觀給應屆的畢

業生。來年將會繼續舉行相關活動。 

 

 

校監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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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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