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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總學校發展主任(葵青 4)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2021-2022 年度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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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檢視及制訂相關守則； 

ii. 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加強學生品德培養

和國民身份認同； 

iii. 制訂策略和應變措施，防止校園內出現政治活動。 

⚫ 工作小組成員共 7 人，包括： 

林美霞副校長(管理與組織)、 

譚婉嫻副校長(學與教)、 

陳淑慈主任(課程發展)、 

伍麗心主任(訓育)、 

劉淑儀主任(學生輔導)、 

劉寶珊主任(生活教育)、 

鄭淑慧主任(常識科課程發展)。 

 

⚫ 工作小組成員能在不同範

疇中向全校不同持分者推

行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

全教育。 

 

學校行政 檢視及制訂相關守則： 

⚫ 圖書館主任將於新學年前聯同其他教職員檢視圖書館內

所有藏書，並註銷一切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圖書。 
 
 
 

⚫ 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包括外間機構，如教會、社

福機構、政府機構租借校園設施時應遵守的規則，確保

學校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 2021 年 8 月暑假期間，圖書館主

任及助理教師將學校圖書館全館

圖書重新檢視，已將涉嫌危害國

家安全的圖書註銷。 

 

⚫ 其他科組主任同時帶領同科科任

將科組學生圖書、教師用書已重

新檢視及註銷，免學生、老師能

閱讀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圖書。 

 

⚫ 檢視和註銷的工序順利，

共註銷書籍共 15 本，相

信學校現存書籍都是沒有

砥觸法例的。 

 

⚫ 政府不時出版一些教導學

生維護國家安全的小冊子

和小書，鼓勵學生閱讀，

惟學校未及有空間廣作宣

傳，計畫來年度於圖書

課，由圖書館主任編入進

度內向學生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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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2021-2022 年度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 完善校內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

的所有活動，以及邀請校外嘉賓演講、教會活動、校友

會或家長教師會為學生舉辦的活動、校外導師主理的活

動等，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學校已制訂了《因應香港國安法

實施校外人士進入校園的行為及

操守事宜》，要求進入學校舉辦活

動的所有人士簽署確認承諾不會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一旦校方發現所舉辦的活動或講

者的言論含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的成分，校方定必暫停有關活

動，並有權終止雙方合作關係，

若情況仍未改善，可能報警辦

理。 

 

⚫ 校外導師、演講嘉賓均獲

安排簽署承諾書，相關人

士亦樂意配合。 

 

 

⚫ 已簽署之承諾書將存檔 3

年。 

⚫ 過去一年，校內沒有任何

活動是涉嫌違反國安法

的，亦因此沒有機構 / 

人士須作出勸喻。 

學校行政 ⚫ 本校將修訂 2021/2022《學校政策及程序手冊》 

將在「管理與組織」下新增一欄目，並以「維護國家

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為名，加入相關的資料記錄，

供全體教職員參考。 

 

⚫ 《學校政策及程序手冊》 

「管理與組織」中增添第 19 項：

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校內人

士的行為及操守事宜。 

 

⚫ 年初已提示老師查閱《學

校政策及程序手冊》內相

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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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2021-2022 年度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人事管理 ⚫ 學校將於新學年在教師守則中加入同工必須遵守維護國

家安全的守則。校長將在第一次校務會議中報告相關訊

息，以確保同工知悉及切實執行相關守則。 

⚫ 校長已在新學年全體教師會議中

提醒全校員工要確守維護國家安

全的守則。 

⚫ 校長亦在每年修訂的教師守則中

加入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校

內人士的行為及操守事宜。 

 

⚫ 學年內學校並沒有出現學校

員工涉嫌破壞維護國家安全

的守則的事故，惟恆常提醒

是必須的，以加強管理層對

相關指引的重視。 

教職員培訓 ⚫ 為讓全體教職員明瞭國家安全教育的概念，將在新學期

前舉辦一次講座供全體教職員參加。 

 

⚫ 30/8/2021 全體教職員參加由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由胡少偉

博士主講，題為《認識國家安

全》，2 小時的到校講座。 

 

 

 

 

 
 

⚫ 11/2/2022，全體教職員參加由教

育局舉辦的《認識國家安全》到

校工作坊，工作坊為時 3 小時，

另工作坊前 3 小時的個人研習。 

 

⚫ 本組認為邀約適合的講員不

容易，在安排校本師講座

時，曾發生主辦單位臨時失

場，又未能如期安排預約好

的講員，令學校尷尬。 
 

⚫ 就 30/8/2021 講座內容而

言，全體教職員對「國家安

全」有了初步認識。 
 

⚫ 11/2/2023，全體教師參加

由教育局舉辦的《認識國家

安全》6 小時的個人研習和

工作坊，加深了對主題的認

識，亦方便推行學生方面的

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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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2021-2022 年度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教職員培訓 ⚫ 安排三至四位教職員參加教育局舉辦之課程，以便帶領

校內全體教職員在校園內落實執行國安教育。 

⚫ 24/2/2022，林美霞副校長、陳淑

慈主任、鄭淑慧主任及劉寶珊主

任透過 Zoom 平台參加教育局主

辦題為《香港國安法》校園法律

面面觀研討會。 

⚫ 30/5/2022，林美霞副校長、陳淑

慈主任、鄭淑慧主任透過 Zoom

平台參加由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

司教師講座《基本法》與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小學篇）網上教學

研討會暨教材發布會」 

⚫ 2/6/2022 林美霞副校長參加由教

育局透過 Zoom 平台主辦的教師

講座，題為《學校落實維護國家

安全工作》經驗分享會。 

⚫ 工作小組成員參與的教師講

座，能夠促進小組內訊息交

流的機會，亦能鞏固成員的

對國家安全不同領域的概

念，有助在校向不同持分者

推動國家安全的重要及課程

的推動。 

⚫ 除工作小組外，宜鼓勵其他

老師參加專題式教師講座，

增加教師對「國家安全」的

認識。 

學與教 ⚫ 老師透過教授中文科，多向學生介紹中國歷史和文

化，深化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透過情意教學，

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 中文科致力豐富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例如欣賞國家的風俗習

慣、傳統美德、河山風貌、科技成

就，為古今文明而感到自豪；再而

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反思。高

年級學生的閱讀篇章，包括：岳飛、

高錕等。 

⚫ 學生透過認識中國名人的成

就及貢獻，如：岳飛、高錕

等的事蹟，能學習到他們堅

毅不屈的精神及發奮上進的

人生態度；培養對家國情懷，

並因此能提高國民身分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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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2021-2022 年度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與教 ⚫ 老師透過教授常識科，為學生帶出《常識科國家安全教

育課程框架》中與課程連繫的學習元素，透過不同階段

的學習經歷、增潤活動，培養學生在「國家概念」、「國

民與身份認同」、「守法觀念」、「權利與義務」和責任感

方面的價值觀。 

 

⚫ 各級常識科老師依據常識科的課

程框架，由科主任統籌，各年級

科任共同規劃各級在八大範疇所

涵蓋的學習內容。 

 
⚫ 常識科課程內容在不同的學習階

段均有教授學生相關的內容。 

 

⚫  除常規課程外，為讓學生的

知識領域更闊廣，教學進度

內宜註明生各級課程扣連之

附加資料。教師可以運用教

育局及書商提供的影片、簡

報等，以加強學生對國家安

全教育的概念。 

 

 

 ⚫ 配合成長課、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為學生教授《香港國

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中列出的範疇五：中央維護國家

安全的根本責任(高小)，以及範疇六：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行為(初小及高小)。 

 

⚫ 透過成長課，學生在各個年級有系

統地學習不同主題： 

P.1 《認識基本法》 

P.2 《出席學校升國旗典禮》 

P.3 《一國兩制的歷史背景》 

P.4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一) 

P.5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二) 

P.6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三) 

 

⚫ 本年度，生活教育組主任已

規劃了 6 個年級的在成長課

進行的課程，令學生在整個

小學階段能獲取較全面認識

一國兩制下的知識。 

⚫ 課程將存檔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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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2021-2022 年度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國民身分認同及

學生成長 

⚫ 透過成長課和活動加深學生對中國國情及文化的認識，

以及讓學生藉參與不同的活動或比賽，深化對基本法及 

國安法的理解，養成奉公守法的精神。 

⚫ 12/5/2022，訓輔組聯同常識科在

星期四下午的多元學習課中合辦

學生講座，由伍麗心主任講解何

謂「國家安全」及基本法小知識，

全校學生參加。 

 

⚫ 老師鼓勵學生參加 2021「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及

第七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

賽。 

 

⚫ 觀察所得，學生專心參與

講座，也積極回應老師提

問。 

 

 

 

⚫ 在兩項問答比賽中，學生

均獲教育局頒發嘉許狀。 

⚫ 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的安排 

學校會於重要的節慶日子，例如每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日（7 月 1 日）、國慶日（10 月 1 日）、國家憲法

日（12 月 4 日）、國家安全教育日（4 月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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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識背後的歷史和高尚的精神。 

⚫ 學校每天早上由學生負責升掛國

旗。 

⚫ 本年度舉行的升旗禮共 10 次，

全校師生參與。 

⚫ 簡介中國重要紀念日共 8 次，全

校學生參與。 

⚫ 於 13/12/2021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公察日，安排全體師生為死難者

默哀。 

⚫ 恆常安排升掛國旗，觀察

所得，學生對應有禮儀已

熟習，並能踐尊重國旗、

國徽及國歌。 

⚫ 因疫情，不能群聚，當學

校進行實體升旗禮時，都

盡量安排一 / 兩級學生在

禮堂觀禮，讓學生更踏實

感受升旗禮的莊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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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2021-2022 年度年度報告 

學校名稱：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家校合作 ⚫ 學校將於新學年為本校學生家長舉辦一次有關認識維 

護國家安全的講座，讓家長對相關內容有更深的認識，

希望加強家校合作，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健康成長。 

⚫ 學生輔導組舉辦家長講座。家長

透過 Zoom 平台參與由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舉辦的，題為《認識

國安法》。 

 

⚫ 參與家庭共 37 個家庭參

與，來年度可以考慮較

軟性的課題吸引更多家

庭參與講座。 

 

 

 

 

 

校監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蘇啟明 

15-10-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