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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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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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防止政治活動入侵

校園。 

 

教師問卷 / 觀察 
2022 / 2023 

全學年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家安全教育小組、 

校務組、 

課程組、 

學生支援組 

教育局提供培

訓、指引與支

援 

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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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校舍對外租借，學校會修訂「租借學

校場地指引」加入條款，向有關機構/

組織清楚說明學校範圍內不得進行政治

觀察  / 活動檢討 

存檔紀錄 

2022 / 2023 

全學年 

校務組、 

總務組、 

教具設備組、 

校園粉飾組、 

圖書組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宣傳或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提醒

機構須為不恰當行為負上責任。 

⚫ 因應教育局發出的指引，修訂有關巡視

校園範圍的機制，提醒當值教職員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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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學校圖書館

主任已審視現有館藏，確保書籍沒有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而日後在選購

圖書時，亦會加強檢視及挑選。 

⚫ 外間贈閱的單張、圖書或雜誌等刊物，

會由校方指派行政人員審閱，確認沒有

違反法例後才贈予學生，並存檔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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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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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外購服務方面，於合約中加入防止有

關政治/違法活動入侵校園條款，並制

定「校外導師守則」，確保相關機構/人

員清楚知悉並符合學校要求。 

觀察  / 活動檢討 

服務合約 

2022 / 2023 

全學年 

校務組、 

活動組、 

校友會、 

家教會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 就邀請校外講者到校進行講座方面，除

按現行機制外，擬邀請講者及講座主題

須獲校長批准、學校亦會在可行的情況

下審視講座內容/大綱，確保有關活動

的安排符合學校教育的宗旨和課程目

標，及各學生帶出正面價值觀的訊息。 

 (4) 危機處理機制 

⚫ 危機處理機制，於學校危機處理手冊加

入學校範圍內進行政治宣傳或滋擾師

生等活動，並跟進有人/外間組織利用

學校名義或誤導他人以為該組織與學

校有關，或號召/組織師生參與任何形

式的活動來表達/支持某一政治立場。

若有上述情況，會盡快向警務處、法團

校董會及教育局報告。 

觀察/ 

活動檢討 

2022 / 2023 

全學年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家安全教育小組 

校務組 

學生支援組 

學校危機處理

手冊 

人事管理 

按工作指引及監察制度，在教學及非教學

人員的聘任、日常工作表現和操守上，適

時監察，並不時提醒必須符合國家安全標

準。 

⚫ 爲配合教育局對新入職教師、在職教

師及擬晉升教師的要求，校方會提醒

相關同事須修畢核心培訓包括《憲

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的内

員工合約 / 教師手冊 / 

招標文件 / 

考績文件 

2022 / 2023 

全學年 

校務組 

活動組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容。 

⚫ 學校透過教職員會議，向學校各級人

員清楚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

求和期望，包括遵守法律及社會接受

的行為準則，並適時及適當地跟進教

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 

⚫ 將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列入考績

機制內。 

⚫ 在聘請新老師時，學校會向應聘者清

楚闡述學校辦學團體的辦學宗旨，同

時，學校會在面試中了解應聘者的教

學理念及個人操守，以確保受聘者符

合團體的辦學方針。 

⚫ 於招標文件及服務合約，列明以購買

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員的工作表

現和操守需符合要求，包括：防範及

制止違反《基本法》、《香港國安法》

和其他違法的教學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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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教職員培訓 

按時安排核心成員及教師培訓教職員參與

和國家安全有關之培訓活動，如專業發展

研討會/講座/工作坊，並不時向他們發放

有關進修資訊，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國家安

全教育培訓。 

專業進修記錄表 全學年 校務組 
 

學與教 

學校將涉及國家安全不同範疇的內容連繫

各科課程的內容 ，並按學生的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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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透過中文科，於各級推行國家安全教   

育範疇一和七的課程。 

 

⚫  透過英文科，於中小推行國家安全教    

育範疇七的課程。 

 

⚫  透過數學科及普通話科，於初小和高 

小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範疇七的課程。 

 

⚫  透過常識科，推行國家安全教育課   

程。初小和高小包括全部範疇的課程。 

 

⚫  透過音樂和體育科，於各級推行國家   

安全教育範疇一的課程。 

進度表 全學年 
課程組、各科科主

任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  透過視藝科，於高小推行國家安全教  

育範疇七中的課程。 

 

⚫  透過圖書科，增購與國家安全教育和 

中國歷史文化有關的圖書，部分書籍 

內容涉及國家安全教育範疇一和七的 

課程；並舉辦全校性的主題閱讀活 

動。 

 

⚫  透過成長課，於各級推行國家安全教 

育範疇七的課程。 

 

⚫  組織升旗隊，每星期進行升旗禮，培 

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 

 

⚫  善用香港教育城資源，教授學生認識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 

學校設立監察機制，確保學與教資源沒有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以締造平和有

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讓學生有效學習，

健康成長。 

 

⚫  圖書館主任檢視圖書館館藏，確保圖 

書館內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圖 

書。 

存檔紀錄 / 觀察 全學年 
課程組、各科科主

任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  各科科主任定期檢視學與教資源內 

容，確保科內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的教學材料  。 

學生訓輔及支援 

⚫ 於各級成長課中加入國家安全相關課

題。 

 

⚫ 善用國慶日、國家憲法日、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等重要日子，教導學生相關知

識及態度。 

 

⚫ 建立自律、守規的風紀隊，協助教師維

持學生秩序。 

 

⚫ 根據學校訓輔手冊、危機處理手冊，處

理學生的違規問題。 

成長課進度表 / 

活動記錄 

 

全學年 學生支援組 
 

家校合作 

舉辦家長教育講座或工作坊，向家長分享如

何培養子女建立正面價值觀的經驗。 

 

透過學校家長日/家教會活動 /陽光電話，

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及早找出學生的提供

支援，與家長攜手以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健

康成。 

活動記錄 

 

陽光電話記錄 

全學年 
學生支援組、 

家長教師會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