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年度報告 (2021-22)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學校行政 由副校長統籌「維護國家

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的

學與教及學生支援相關事

宜 

1. 確保所有學與教資源、

教材及設備，不會有任

何展示危害國家安全的

訊息 

2. 協調各科部及組別盡快

落實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家安全教育， 同時加

強價值教育及加入認識

祖國元素 

3. 協助各科部及組別完

善 其舉辦活動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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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透過升掛國旗及奏唱國

歌，加強學生國民身份

認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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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教務組已制定校本「學與教材料及課堂設計政策及程序」，要求各科
目傳簽科內的教材或學材，包括一切紙本、電子版、短片(自行製作或
剪輯現成)、教科書/出版社/服務供應商提供之教材及學材。傳簽表格
及教材學材由校務處存檔 

- 各科已遵從相關政策及程序製備學與教材
料。有個別同事反映程序繁複，加長了他們
準備教材的時間 

2.1 教務組已制定學務主力關注事項，要求各科、組配合，以達致強化學
生品德，培養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
野，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珍視中華文化和尊重社會上的多元性 

2.2 各科目已按教育局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完成檢視報告及課程更新 
2.3 各科目的進度表上已羅列課程所涵蓋的價值教育及認識祖國元素 
2.4 圖書館已優化及完善了圖書館館藏制度，並制定審視圖書的政策及程

序 

- 各科組已於建構課程時及舉辦活動滲入價值
觀培養的要求，整體效果不俗 

- 各科目能有效推行相關的價值教育及認識祖
國活動 

- 審視圖書的政策能有效落實，有關程序更邀
請各持份者共同參與， 加快了圖書審視的進
度。但始終館藏多，未能在本年度完成所有
審視工作 

3.1 本校教師手冊上已列明各科組舉辧或參與任何活動，如有協辧機構、
承辧商或外聘教練，必須簽署文件，確保所有活動內容及所使用的材
料，符合法例要求，以及不會違反國安法 

3.2 課外及創意活動組已檢視所有興趣班及校隊所聘用的外間服務活動導
師或教練之服務及培訓材料，均符合本校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
育相關措施要求 

3.3 所有組別於本學年所參加之校外活動及比賽前均有提交「課外活動申
請表」交代活動主辦方資料及內容細節 

3.4 活動後，課外及創意活動組有專責同事提交活動檢討報告並存檔 
3.5 課外及創意活動組已檢視各科部及組別與供應商簽訂之合約，均符合

本校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要求 
3.6 課外及創意活動組收集具滲入國家安全、國家教育及國民身份認同等

元素之活動及比賽，集成中期業績活動範例，供各活動負責人參考及
評估成效；外間機構到校進行活動前，負責人已審視其教材不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並於活動進行時安排教學人員觀課 

- 各科組已習慣在尋找承辧商或外聘導師時在
相關文件中加入維護國家安全的要求。同
時，各科組亦有對相關承辧商及外聘導師進
行妥善的監管，以確保他們符合法例要求。 

- 課外及創意活動組能有效管理各活動安排是
否符合法例要求 

4.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已制定機制於指定日期或典禮升掛國旗及奏
唱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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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訓育組已制定應變措施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5.2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於逢星期三德育、公民及國民課中加強學生

品德培養及國家安全教育，期間訓育組會在各班房外巡查 

- 德育、公民及國民課運作大致順利，學生在
相關課節表現理想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學校行政 由助理校長統籌「維護國

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

的校舍管理、網絡安全管

理及對外聯絡相關事宜 

1. 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

序 ( 包 括租借校 園 設

施)，確保不會有任何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

息、行為和活動 

2. 加強網絡保安及管理，

以防止任何涉及危害國

家 安 全 的 訊 息 入 侵 校

園。同時亦要確保任何

人士不能透 過 學 校網

絡，搜尋或追蹤到任何

有關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的訊息 

3. 完善機制和程序，確保

邀 請 任 何 校 外 合 作 機

構、校友或家長教師會

等 為 學 生 舉 辦 的 活 動

時，不會涉及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1.1 環境及資源組已完成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在租借校舍指引文件內

列明要求租借校園設施的機構，確保不會有任何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

息、行為和活動在本校範圍內進行，並列明所有學校使用者不能有任何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行為和活動在本校範圍內進行，亦嚴禁於校

園範圍內展示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本校已將相關措施通知場地使用

者，並嚴格執行相關規定 

1.2 因應教育局發出的指引，本校已於本學年修訂相關守則及有關巡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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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環境及資源組能有效對外來人士進行監

管，以確保符合法例要求，以及不會違反

國安法 

- 環境及資源組的定期巡查有助確保校園內

沒有任何違反國安法的字句 

2.1 資訊科技組已將學校所有電腦設備及學生BYOD的設備加裝了監管系

統。所有員工及學生均不能自行安裝任何軟件，同時學校亦會記錄所有

瀏覽紀錄 

2.2 資訊科技組已於學校防火牆制定措施，在學校網絡層面定期監察並檢視

學生及職員瀏覽之網站，從而過濾有關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及網站 

2.3 資訊科技組只容許員工及學生使用學校購買的裝置，或使用已向學校申

請的電子裝置，並透過學校網絡瀏覽網上資訊，以防止學生及學校職員

瀏覽有關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 

- 有關安排能有效監管所有學與教活動，以

確保不會有任何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

息、行為和活動在網路上進行 

- 由於所有活動必須透過本校網路進行，加

重了學校網路的流量，尤其是在進行實時

學習期間，令學習過程有時出現不流暢的

情況 

3.1 本校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協助各科部及組別完善其買賣機制及程序，以

確保各買賣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同時亦確保所有

購買的服務及資產，不會有任何展示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工作小組全

面地監察各科組及組別的各項買賣程序，確保均遵守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於全年的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會議上，同時就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檢視各科組及組別的買賣狀況；全年

抽檢各科組就購買服務及資產的報價，確保遵守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

全教育相關措施 

3.2 財務組基金管理組協助各科部及組別完善其申請非政府津貼的監察機制

和程序，確保以學校名申請及使用的津貼，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並會定期檢視各科部及組別申請外間基金及津貼情況；指定

各科部及組別每 6 個月需申報一次擬申請、正申請中或已成功申請之外

間津貼資料予本組檢視及存檔 

- 有關機制能有效確保所有活動會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 

- 員工亦開始習慣有關安排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人事管理 由校長統籌「維護國家安

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的人

事管理事宜 

1. 設立相關工作小組／委

任專責人員，負責統籌

和協調與維護國家安全

及國家安全 

2. 完善學校行政手冊，加

入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部份，並要求

員工簽妥有關承諾書 

3. 制定教職員專業守則，

並會嚴肅跟進違反守則

的員工 

4. 透過教職員會議／ 講座

或研討會／ 學校通告／

其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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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定期面見員工，分享專

業老師的責任及提醒員

工 有 關 國 家 安 全 的重

要。同時，檢視員工的

專業水平及教育成效 

 

1.1 校長已安排校務組(School Policy Committee)作統籌維護國家安全及推行國

家安全教育工作，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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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校長亦安排由諮詢組

(Council Committee)內各行政及功能組作執行及監管，以執行及監察有關

措施的落實成效 

- 校長已作有效及妥善的分工，交托予相關工

作小組或專責人員統籌和協調與維護國家安

全及國家安全的工作，整體成效良好 

3.1 學校已制備行政及程序手冊，當中已涵蓋所有教育政策及守則，包括教

育專業守則、採購政策程序、私隱規條、平等機會條例、版權法、安全

守則、環保政策等。手冊亦有清楚表示員工不可以局方、校方或教師名

義參與政治活動或發表政治立場。同時，員工須每年簽妥責任聲明，表

明已清楚了解行政及程序冊之內容，並當以真誠確實遵從手冊各項細則

及要求，承擔所有責任 

- 有關修訂手冊之內容，讓員工有更清晰的

指引跟隨。整體員工表示學校有清晰的政

策及程序 

3.1 辦學團體早於2016年已制備保良局教職員專業行為守則，要求學校所有

員工每年簽署，以確保教職員崇高的素質。有關守則是按現行法律及為

社會所接受的教職員行為的標準。辦學團體會適時更新守則內容，以配

合最新教育政策的需要。對上一次更新是在2020年按國家安全法落實後

作出的微調 

3.2 學校已要求所有員工簽妥教職員專業守則，並強調會肅跟進違反守則的

員工 

- 順利完成簽妥教職員專業守則。 在確認有

關簽署時，校長會再次解釋相關內容，令

員工加深對守則的要求  

4.1 校長已於第一次教職員會議均會詳細解說各教育政策及守則，好讓全體

員工清楚了解各項細節及要求。來年會加入解說國家安全法下的守則要

求 

4.2 透過 2021/22 學年的3 次的全體教職員校務會議，已清楚提示所有學校員

工 

4.3 透過 2021/22 學年的全年的簡報會作簡單報告，以提升員工的關注度，

並已要求員工仔細閱覽教育通告 3/ 2021 號，按當中的指引行事 

- 效果理想，能有效提升員工對國家安全的

關注度，來年會繼續有關安排 

5.1 校長已安排全年兩次與員工單對單的面見，每次面見約一小時。面見時

主要檢討過去的學與教及工作成效，同時亦會作教職員的專業交流，以

確保教職員的專業水平，同時分享內容也加入了在國家安全法下作為專

業老師的責任分享，以提醒員工有關國家安全的重要 

- 效果理想，能有效提升員工對國家安全的

關注度，來年會繼續有關安排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教職員培訓 由學術及教職員發展組統

籌教職員培訓事宜 

1. 建立教師資源庫，發放

有 關 國 家 安 全 、《憲

法》及《基本法》教育

相關的資源及文件 

2. 提供及鼓勵教師參與國

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教師

培訓課程 

1.1 學校已於教師資源庫中開設新的欄目，專門用於儲存及發放與國家安

全、《憲法》及《基本法》教育相關的資源及文件，供校內教師參考，

並定期透過不同渠道發布更新項目訊息 

- 已完成建立國家安全、《憲法》及《基本

法》教育教師資源庫，未來會繼續豐富有關

資源 

2.1 校長及課程主任已出席分別在十月份由辦學團體舉辦的「港區國安法講

座」及在二月份由教育局舉辦的「國家安全：學校行政及教育指引簡介

會」 

2.2 本學年十月，全體教師參加由教育局舉辦有關《基本法》或《香港國安

法》的聯校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坊，除了本校，當天參與的學校包括保良

局李城璧中學和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書院，工作坊由教育局官員

主持。他們介紹了國家安全教育的基本原理及課程框架，舉出國安元素

納入現有課程的示例。透過講者介紹及同事之間的分享和討論，老師們

可以獲得更多啟發 

2.3 本學年一月份，部分科主任及學系主管亦於本學年一月廿一日參加保良

局學校國安教育講座，由李浩然博士主講，藉此加深了同事對國安教育

的認識 

2.4 本學年有三位同事參加了和升國旗相關的工作坊 

2.5 本學年已提名全體教師參加由教育局舉辦有關《基本法》或《香港國安

法》的研討會 

2.6 學校定期向全體教師發布培訓行事曆上與《基本法》或《香港國安法》

相關的研討會資訊，並鼓勵教師報名參加 

- 所有員工已完成有關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坊

的培訓 

- 統籌人員及科系主管亦出席了有關國家安

全教育的簡介會 

- 學校亦分階段推薦了教師參加由教育局舉

辦有關《基本法》或《香港國安法》的研

討會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學與教 
 
 
 
 
 
 

(1) 政策層面方面 
1. 制定政策，加強課堂

及教學材料的監管 
2. 教科書選書政策 

 
 

1. 教務組已制定「學與教材料及課堂設計政策及程序」，並於 2021 年 2 月
3 日向所有教職員發放「校本學與教材料、教學活動、教學設計紀錄
表」，要求各科目傳簽科內的教材或學材，包括一切紙本、電子版、短
片(自行製作或剪輯現成)、教科書/出版社/服務供應商提供之教材及學
材，需於級內傳閱，讓級同事簽署並提供意見，如有需要修訂，須在修
訂後重新傳閱。 級聯絡人確認有關材料符合「學與教材料及課堂設計政
策及程序」後，方可印發或運用。傳簽表格及所有稿件會交校務處存
檔，校方會適時查閱 

- 教務組已制定有關政策，而各科亦已遵從
此政策及程序製備學與教材料。有個別同
事反映程序繁複，加長了他們準備教材的
時間 

- 推出「學與教材料及課堂設計政策及程
序」後，校內教學材料設計及印製，都必
須完成以上程序，暫時未發現異常情況 

2.1 本校教務組於 2022年 5月 4日通知各科就來年教科書使用召開選書會議，
「並附上教育局「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學與教資源」(教育局通函第
63/2022)、「『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的推行」(教育局通函第
172/2015)及「優質課本基本原則(2016年6月修訂)」(教育局課本委員會)、
「電子教科書選書原則」(2016 年 6 月)，以及「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
施 」 ( 學 與 教 部 分 ) (https://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national-
security/specific-measures.pdf)，指示各科按指引召開選書委員會，進行來年
(2022-23)書目選書程序。各科選用之課本，亦需參考教育局的「適用書目
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 

2.2 除了教育局的選書文件外，校方亦制定校本選書指引，要求選書委員會
的所有成員(即現時所有科內任教同事)，有責任檢查清楚有關課本或教材
內容，確保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2.3 教務組亦提醒選書委員會在選擇「暑期作業」及「補充練習」等教材
時，必須謹慎、仔細選擇，因該等教材絕大部分未經教育局評審 

2.4 教務組指示各科選書委員會在會議中的決議及意見，須妥善作會議紀
錄，並於 5 月 27 日或之前呈交選書會議紀錄、選用課本及課程資源比較
表/選用電子課本及課程資源比較表、來年書目建議予校方作審閱。 

2.5 所有已通過校方審閱之選書文件，稍後亦會上呈保良局，讓學校管理層
理解和監察教師選取的教材內容和質素。此外，所有選書相關文件亦會
妥善存檔，日後供教育局及保良局查閱 

2.6 教務組將按照教育局指示，本校已於 8月 16日將已印製/確定的 2022/23 學
年書單交予教育局 

2.7 教務組會將各級的書單上載至學校網頁，供家長或其他持分者參考，以
加強透明度，並收集相關的意見。 

- 學校已妥善處理選書程序，以確保所選的
書目符合法例要求 

- 經校方審閱選書文件及檢視來年書目後，
暫時未發現異常情況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學與教 (2) 課程統籌方面 

1. 加入資訊科技素養

的培育工作 

2. 建構社會及文化教

育課程，課程內容

培養積極價值觀和

生活態度、深化學

生對一國兩制的認

知，以及拓展學生

世界觀 

3. 按教育局發放「香

港國家安全教育課

程框架」更新各科

課程，並加入價值

觀元素 

 

1.1 為進一步深化國民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範疇，同時融入個人成長的素養

部份，本校開設了社會及文化教育科。課程涵蓋的課程主題包括基本

法、社會與憲法事務、國民身份認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等等。學生在

課程中可以學到守法的觀念、認識國歌法、國旗法等國家安全概念。此

外，課程中「權利與義務」章節，也能提升學生香港及中國公民身分的

認識與認同；「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及「國安法」單元，也可以深化學

生對一國兩制及國家安全的認知；資訊科技科於MAKER課程中加入資訊

素養元素，教導學生正確使用互聯網，分辨合適可信的資訊來源，避免

違法行為 

- 所有課程更新已完成 

- 能深化學生對一國兩制的認知 

- 能有效帶出國家安全的重要 

- 教師需時熟練課程內容要求，並有效教導

及引領學生 

2.1 本校的社會及文化教育科和中國歷史科，均設有《憲法》及《基本法》

元素，當中教授了香港的歷史、香港回歸祖國、香港特區與中央政府的

關係，也向學生闡釋了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中國歷史

科，配合教育局最新課程指引，以「政治演變」為經、以「文化特色」

及「香港發展」為緯，教授學生嶺南開發、秦朝統一及其統治措施與影

響，向學生講授香港自古以來已是中國的一部分。此外，中史科在測考

中加入自學題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二十七條至三十

條及《基本法》序言，強化學生國民身份的認知 

3.1 各科目在課程中，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提升學生對美好品德的重

視。而其中的社會及文化教育科更加有「建立價值觀」的單元，以培養

學生積極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價值觀教育需在進度表中顯示 

3.2 按科目特點，教導學生香港與祖國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財務及會計科

在教授「香港的營商環境」課題時， 講解《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 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及未來的貢獻；經濟科以

「亞洲金融風暴」作例，讓學生知道事件對香港金融市場帶來的衝擊，

以及當時香港特區政府曾採取措施抵禦，讓學生明白穩定香港的經濟關

乎經濟安全，以及政府在維護經濟安全扮演的重要角色，並認識到國家

在事件中對維護香港繁榮 安定的重視和支持，以及香港維護金融安全的

措施等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學與教 (3) 強化價值教育 

1. 制定學務主力關注

事項，要求各科部

及組別配合，以達

致強化學生品德，

培養有識見、負責

任的公民，認同國

民身份，並具備世

界視野，持守正面

價值觀和態度，珍

視中華文化和尊重

社會上的多元性 

2. 指示科部、組別舉

辦活動推展價值教

育，配合價值觀及

方向：堅毅、尊重

他人、責任感、國

民身份認同、承擔

精神、誠信、 關

愛、守法和同理心 

3. 加強與內地的交流 

 

1.1 已制定主力關注事項要求各科部向學生灌輸祖國的文化及品德情意教育，以提升

學生對祖國的認知、國民身份的認同和歸屬感 

- 能軟性地將認識祖國及中華文化

融入課程中 

- 能有效讓學生加深對祖國的認識 

- 能有效加強價值教教，但因疫情

關係，有關責任與義務的活動未

能於 1-3月進行 

- 因疫情關係，學校未能舉辦內地

交流活動 

 

2.1 中國語文科在課程及功課設計方面，加強了學生在中華文化、文學、語言文字及

品德情意方面的學習，透過對國家的品德情意教育，間接維護國家安全。增潤的

課程及練習包括四字詞訓練、語文基礎知識冊及修訂科本閱讀篇章，而增潤的內

容包括西門豹治鄴、中國航海的先軀——鄭和、清代女科學家王貞儀、現代中國

科技的「六大奇蹟」、現代中國科技的成就；又引導學生欣賞中國古典詩歌如

《回鄉偶書》、《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等，在課外閱讀訪面，增潤了《木棉

花》、《匆匆》、《五月的青島》、《我的母親》、《沙漠中的飯店》、《濟南

的冬天》、《古人讀書不易》、《張家五姐弟》及《漢字的結構》等，藉着引導

學生閱讀優秀的中國文學篇章，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及文學的認識，從而認同優

秀的中華文化；歷史科教授學生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的史實，以及香港

傳統以來都是華人的生活模式；體育科在課程內介紹國家體育發展及成就、觀賞

國家隊賽事影片時，教導學生正確的態度；音樂科教授國歌創作背景及訓練國歌

演唱；視藝科在課程中增加國家藝術主題，如書法、建築、雕塑等；地理科課程

中涵蓋祖國現況，例如天津生態城、糧食供應與國家資源安全性、中國科學化耕

作和糧食供應穩定性、中國的河流分佈、水資源分佈和國家資源安全性、水污染

和生態安全性及國家應對方法等，讓學生對國家現況及其對國安影響有所掌握；

社會及文化教育科課程包括中國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近代經濟發

展、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等等，除了讓學生了解祖國山水文化之美，也可讓學生更

深入了解祖國國情；設計與科技科於課程中加入國內工程所使用的標準，讓學生

更加認識中國科技發展情況；生活科技科於課程內加入中式餐桌禮儀，以及介紹

中國傳統菜式，從而培養學生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科學科透過建構學習生態環境

相關的議題，讓學生明白維持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加強學生對本港、

國家及全球生態議題的關注，認同維護生態安全的必要性，同時幫助學生明白資

源安全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英文科的新聞閱讀及寫作等課程理解中，

包括對中國農村學校的理解、中國傳統體育、中國傳統食物、中國建築、中國傳

統節日(大澳中秋)、中國的食物銀行如何幫助將食物分發給有需要的人、中國醫院

如何利用 5G 技術進行遠程手術、兵馬俑、中國時尚趨勢(漢服傳統)、中國器官捐

贈、中國創新科技、中華白海豚、中國發明智能吸塵器等 
2.2 本校各科組已經以學校校訓及保良精神作為全年主題，發展學生正確的道德價值

觀、美德及積極和正面的人生觀。此外，主題「做個好公民及國民」是我們德育

教育的重點，讓學生思考他們對自己居住的地方以致國家所須承擔的責任 
3.1  本年未有安排內地交流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學與教 (4) 推動基本法丶憲法及

國家安全相關活動 
1. 《憲法》及《基本

法》活 動：透 過 舉

辦 不 同 活 動 ， 提 升

學 生對《憲法》及

《基本法》的 正 確

認識 
2. 透 過多元 化 的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 加深學

生對國 家 的 認 識 ，

同 時 舉 辦 「 國 家 安

全日」 及 其 他 認 識

國家安全的活動 

1.1 本校逢星期三的早會教育時段，安排了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的老師進入課室，推行

國民教育，教授《基本法》、《國家安全法》和《國家憲法》的主題，向學生講解及灌

輸國民及公民教育的正確概念，當中包括國旗法、國歌法等等，在特定日子，學生需要

升國旗、唱國歌 

1.2 由2022年1月1日起，學校在每個上課天均會升掛國旗及區旗。另外於星期五舉行實時升

旗儀式，並於「國慶日」、「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及「元旦日」等特別日子前後舉行

升旗儀式，並邀請班別輪流到現場參與儀式 

- 各活動參與人數理想 
- 參加中國傳統節日活動的本

地學 生及非華語學生超過

150人，送出的紀念品如花

燈、織錦手帕等十分受學生

歡迎，學生反應十分熱烈 
- 學生積極投入相關比賽活動 

2.1 每年的戶外研習日亦是國民教育的其中一個重點活動，學校安排全級中一同學到「公民

教育資源中心」學習與國家國情有關的內容及進行電影欣賞，讓同學對國家有更多的認

識。此外，戶外活動研習日當天，學校也會舉辦不同的參觀活動，以了解香港歷史，例

如參觀保良局歷史博物館，了解本地華人慈善組織的歷史和貢獻，以及它如何承傳和發

揚中國傳統的慈善救濟精神；參觀大館，讓學生學習守法的重要性；參觀基本法圖書

館，讓學生更加了解基本法 

2.2 大型活動方面，社會及文化教育科與中史科聯合舉辦了「百年當代中國歷史」校內展

板，又與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協辦校內「國家安全」展板教育；學校又帶領部分學

生參與保良局舉辦的《長津湖》電影欣賞及活動後討論會；此外，中國語文文化及歷史

科系舉辦了中國傳統服飾活動、中國傳統節日活動。有關科系舉辦不同攤位遊戲，包括

中國傳統服飾展覽及拍照、中秋猜燈謎、新年寫揮春及元宵問答比賽等，以及舉辦清宮

服飾設計比賽。活動讓學生多接觸中國傳統文化 

2.3 本校教務組要求各科自主學習活動，當中許多科目配合國民教育，例如指示學生瀏覽古

物古蹟辦事處，讓學生從本港地區的歷史建築、傳統節慶和文化藝術等方面，了解香港

與國家在歷史上和文化上的淵源和連繫；設計「文化專題研習」活動，引導學生研習一

個指定文化專題，設計有趣及多樣化的報告形式，提高學生研習中國文化的趣味性；向

學生介紹「輕談國學歌風雅」，藉著欣賞介紹國學的視頻，讓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2.4 在比賽方面，本校不同科目透過訓練學生參加比賽的過程中，提升學生的中國傳統文化

及國情的認識。例如本年度中國語言及文化科系參加了「基本法寫作比賽」、「中國語

文菁英計劃」、「國家安全法網上比賽」、「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國家安全法》

線上問答比賽、「國家安全教育通通識比賽」、「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香

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班

際基本法」問答比賽及參與《基本法大使計劃》，同學參加活動非常踴躍，而且在不同

比賽中都取得不錯的成績。透過參加不同活動，學生能更了解我們的國家及其與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關係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學生訓輔

及支援 
完善現有奬懲制度，

以加強學生守法意識

及維護國家安全 

1. 實施操行分制度，按學生的行為表現而遞增或減少。學生會定期主動登入學校內聯網了

解自己的操行分情況，可見現時奬懲制度已內化了學生自我紀律監管，有效加強學生守

法守紀的意識 

- 操行分制度是有效管理學生

表現的策略，學校會繼續善

用此策略，加強學生守法意

識及維護國家安全 

優化處理違規行為的

流程，以確保以合適

的訓育與輔導方法，

協 助 學 生 反 思 及 改

善，並在有需要時轉

介至專業人士跟進。

同時，強化現有危機

處理機制，制定具體

策略及應變措施，以

有效處理涉及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及活動 

1. 本校已有完善的處理違規行為流程，為學生適時提供有效的訓育指導，有需要時，亦會

轉介至相關專業人士協助跟進。未來會繼續強化有關流程，若學生有偏差的行為，學校

會認真教導同學正確的價值觀；若有關行為涉及觸犯法例，學校會明確向學生指出相關

的法律責任及後果，嚴肅跟進。同時，學校亦會將個案轉介社工組，以輔導方法協助學

生反思 

2. 本校已有完善的危機處理機制。學校危機小組每年亦有定期的會議，為危機處理做好準

備。未來危機小組會參考教育局有關國家安全事宜中危機處理的建議，以強化本校在此

方面的危機處理能力。 

3. 訓育組及班主任適時在早會及班主任節灌輸正向價值的觀念，本校本年度並沒有學生以

任何形式作出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本校團隊具前瞻性，已有完善機制，一旦發生

事件，訓育組會即時介入，向學生明確表明該等行為觸犯的法例，以及相關的法律責任

及後果，並會按校規的相關條款加以處分。同步社工組會介入，以輔導方法協助學生反

思。 

- 已優化有關流程及強化危機

處理機制 

- 已於危機小組完成了模擬危

機程序，以強化各組員的協

調 

- 下年度會將模擬危機程序擴

展至全體老師 

訓育活動安排 1. 每年的兩次主題周——紀律周，以及定期的班主任節，都安排了有不同的德育主題、國

民教育及正面教育的訊息。在班主任會議上，大部分班主任的意見都認為學生在紀律周

的表現明顯較自律，因學生都期望自己班在比賽中名列前茅，可見主題周有助學生建立

責任感、守法和守規的精神。而學生在德育主題或國民教育的班主任節的表現亦很理

想，學生會完成相關工作紙的練習及依老師指示唱國歌和回答國民教育的問題，可見這

有助學生明辨是非及國家安全的觀念 

2. 除了近三年因疫情而未能舉辦訓練營之外，過去每年都為不同年級的學生舉辦紀律領袖

訓練營，培養他們抗逆力、領導才能及加強其個人之紀律及自律的意識，塑造將來成為

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每次在營後都給予學生自我檢討及回應，大部分都給予正面評價，

在營後都有突破自己，大大改善自己一直存在的陋習。惟部分學生仍未能在逆境中成

長，會隨波逐流，需要班主任的加倍訓育工作 

- 已完成相關國民教育的訓育

活動，成效不俗 

- 來年會繼續舉辦相關活動 

- 因疫情影響，本年的紀律訓

練營要取消，期望來年可復

辦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家校合作    家校溝通 1. 學校除了利用學校網頁及School App 向家長發放訊息外，學校本年開發了 School Moxtra 

App 個人化溝通平台，讓科任老師及班主任能實時將學校訊息發放至各家長，同時各家

長亦可透過此平台向班主任查詢及了解學生情況。遇有問題時，雙方均可透過此平台實

時溝通 

2. 每年學校會舉辦「家長與校長真情對話」活動。透過此活動，家長可更深入了解學校的

政策，有助雙方的互信及了解 

3. 每年學校會舉辦迎新日及家長晚會，讓家長了解學生在校的學習情況。同時亦讓家長了

解學校的訓育政策，從而促進家校合作，一起教導同學 

4. 家教會每年舉辦家長茶聚及家長晚會，目的是讓家長與家長之間互相分享有關教育子女

的心得和經驗；另一方面是提供一個溝通平台給學校和家長，使家長更了解學校政策及

運作，共同營造一個愉快、安穩、健康的校園環境給學生學習，亦能加強老師和家長多交流合

作，促進家校合作 

5. 學校定期與家長開家教會會議，提供一個溝通，交流的渠道給家長和學校老師，使家長更了

解學校政策及運作，促進家校合作，有助雙方的互信及了解，共同營造一個安穩、健康的

校園環境給學生學習 

6. 為了讓家長更清楚了解學校的政策、校情，以及學校未來的發展方向，所以學校定期會

與家長代表開諮詢會 (Counci l  Meeting)  。透過此會議，家長便可更深入了解學校的政

策，學校的運作，共同努力為學校訂下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有助促進家校合作及雙方了解

、溝通 

7. 每年學校於上、下學期都會舉辦家長日，目的是讓家長了解學生在校的學習情況。同時亦讓家

長了解學校的訓育、學務政策，從而促進家校合作，一起教導同學。 

- 學校已透過多渠道方式與家

長聯系，目的是為培育學

生守規自律。學校檢討相

關工作成效顯著，將會繼

續保持與家長緊密聯系以

加強家校合作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就與反思 

家校合作 家校活動及家長教育活動 1. 每年家教會會舉辦聯校親子活動，如旅行、參觀等等，藉此促進親子溝通，減少子女與

家長因衝突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家教會曾舉辦過的活動包括：遊覽海防博物館、東涌古

炮台等。透過此類活動，一方面可以促進家長及子女的感情、溝通，減少子女與家長因

磨擦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另一方面可以讓家長及其子女更加了解中華文化，以及中國、

香港歷史的發展 

2. 每年家教會會邀請坊間機構到校舉行家長講座，主題多是有關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子關

係、溝通、教育家長如何處理與子女的衝突、善用科技等等，藉此協助家長疏導子女因

面對學業、社會紛爭而產生的負面情緒等，或教育家長如何協助子女一同以多角度來分

析及認識身邊的事物，幫助子女明辨是非 

3. 每年家教會出版 2 份家教會會訊，鼓勵家長、同學投稿會訊，內容主題多是有關如何建

立良好的親子感情、家長如何處理與子女的衝突等，藉此協助及教育家長如何疏導子女

因面對學業、社會紛爭而產生的負面情緒等，從而促進家長與子女的感情及溝通 

- 因疫情影響，大部份家校活

動均取消 

- 因疫情影響，家長講座改為

線上進行，影響了參加人數 

- 期望下年度疫情有改善，令

相關家校活動可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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