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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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協和 )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1) 透過教職員會議，學校通

告，及發放有關國安教育

資訊讓教職員認識和了

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

背景，內容和意義  

- 已透過  2021/ 22學年第2次的全體教職員校務會議，清

楚提示所有學校員工必須仔細閱覽教育通告  2/2021

及3/ 2021 號，按當中的指引行事。  

- 教職員對國家安全的

概念清晰  

(2) 設立國家安全工作小

組，負責統籌和協調工

作，以全校參與的模式

制定和落實與維護國家

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

關的措施  

- 已於2020年二月就維護國家安全及推行國家安全成立

工作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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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作小組於2021/ 22學年第1次的的科主任會議向全體

科主任講解各學科如何在課程及教學落實國安教育。  

- 工作小組於2021/ 22學年第2次的全體教職員會議向各

成員講解如何在學校各範疇落實國安教育。  

- 所有教職員均支持在

學校各範疇落實國安

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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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3) 校舍管理機制  

- 就校舍管理，透過巡視校園範圍，確保校園活動及展

示的字句或物件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  

- 本校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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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確立明確機制，確

保校園範圍沒有危害

國家安全的內容  

(4) 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的安

排  

 

- 學校每天升掛國旗，並每星期四早上進行集會升國旗

及奏唱國歌。在指定日子，包括開學禮 /結業禮、全民

國家安全教育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等，

都會進行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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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外藉學生表現積

極，活動能提升學生

國民身份認同  

(5) 危機處理機制  

- 就危機處理，已檢視現行程序及應變方案，確保學校

範圍內不得進行政治宣傳或滋擾師生等活動，若有人 /

外間組織利用學校名義成立組織，或組織名稱可能誤

導別人以為該組織與學校有關，並以此宣示政治立場，

或號召 /組織師生參與任何形式的活動來達 /支持某一

政治立場，學校會積極跟進。  

- 已完善確立危機處理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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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6) 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

序  

- 就學校舉辦的活動，已檢視現行機制和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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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會涉及危害國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  

- 已完善確立學校舉辦活

動的機制  

人事管理  

(1) 教職員管理  

- 透過教職員會議及校內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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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簽署相關文件已確定對

相關內容的認知。  

- 這學年來教職員的表現均奉公守法，亦努力締造平和

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  

- 所有教職員均支持  

(2) 對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

的非教學人員管理  

-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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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示其工作表現和操守須符合要求，

若有關人員涉及不當行為，服務供應商須作出跟進安

排。  

- 已完善確立聘用非教學

人員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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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與教  

(1) 檢視校內各科校本學與

教資源  

- 所有科目的科主任及科任老師已完成檢視過往三學年

的校本學與教資源（包括：教學計劃、教案、教學材

料、工作紙、所有相關學生課業及測考安排）並完成

自評表，確保內容符合國家安全教育的原則及方向。  

- 所有教職員主動配合，  

並已完成自評表，確保

內容沒有違反國家安全

教育的原則及方向  

(2) 檢視各科課程內容符合

及呼應國家安全教育的

學習元素  

 

- 所有科目的科主任及科任老師已完成檢視課程符合及

呼應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元素並完成自評表。  

- 中文科學習領域、科技學習領域、科學學習領域及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都包含國家安全教育的

課題。  

 

- 所有教職員主動配合，  

並已完成自評表，確保

內容沒有違反國家安全

教育的原則及方向  

(3) 設立監督機制，定期檢

視學與教的內容和質素  

- 已開始實施「學期為單位的監督機制」，定期檢視學

與教的內容和質素。學教部於科主任會議向科主任說

明機制及其職責。  

- 已完善確立學與教監

督機制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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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生訓輔及支援  

(1) 制定校本訓輔課程與學

生守則  

- 學校參考《學校行政手冊》和《學生訓育工作指引》，

並根據學校現況，制定校本訓輔課程與學生守則，讓

學生清晰了解時刻以自身安全為重，並不應參加任何

違法的活動。  

- 現時的「生活教育」及「生涯規劃」教材，一律沒有抵

觸《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  

- 已完善校本訓輔課程與

學生守則  

(2) 設立獎勵機制  

- 為引導學生發展良好的品格，學校設立「小獎狀計劃」，

當學生有良好的行為及 /或從中表現出良好的態度和

價值觀，學校會給予讚賞和肯定。  

- 「小獎狀計劃」著重學生在校園中的生活點滴，並獎

勵學生在升掛國旗和奏唱國歌時表現出應有的尊重有

禮態度。  

- 已完善校本獎勵機制  

(3) 積極處理學生違規情況  

- 學校積極制止不當行為並持續嚴謹處理學生違規行

為。除了與學生面談外，訓輔老師會視乎事件的嚴重

性作出不同程度及類別的跟進，其中，與學生講解及

分析事件中的是非對錯則最為重要。遇有屢勸不改者，

將給予適當懲處並進行長期輔導計劃跟進，並與家長

溝通協作，從而加強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守法意識。  

- 本學年本校並沒有發生  

學生違反與國家安全教

育的相關行為。而訓輔

老師亦積極防止相關不

當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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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生訓輔及支援  (4) 加強與警方的聯繫  

- 如遇到嚴重違法行為或學生涉及校外違法組織，訓輔

老師會記下所有相關資料，並會積極與學校的警民關

係組警長溝通或邀請他來向學生訓話。  

- 與警方保持良好合作關

係  

家校合作  
策劃與推動家長參與德育、公民

及國民教育活動  

 

- 本年度十二月時舉行了以《香港國安法》的家長工作。

工作坊讓家長學習《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如何

協助子女明辨是非和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  

 

- 共二十位家長參與家長

工作坊。工作坊內氣氛

良好，家長表示獲益良

多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1) 組織基本法教育學生校

園大使  

- 由學生自行報名，經老師挑選二十位品行良好的學生

成為「基本法教育學生校園大使」，參加一系列活動，

包括國情電影欣賞和戲曲中心導賞及茶館劇場粵劇體

驗，從中學習國家安全事宜。  

- 學生非常積極參與，每

次活動學生都表現踴

躍，並願意在校深化和

推廣相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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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  

(2) 舉辦與國民教育相關的

教育活動  

- 本學年舉辦了一系列的國民教育活動，包括基本法問

答比賽、國家安全教育日壁報設計比賽、《基本法》

社際常識問答比賽和「2021《香港國安法》網上問答

比賽」。  

- 全校學生積極配合參

與，同時並獲得「2021

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網上問答比賽」最積極

參與學校比賽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