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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 )

  2022-2023    學年計劃 

學校名稱：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校行政 (1) 法團校董會(IMC)

1.1 定期監察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

教育的實施情況。 

  1.2 每學期初通過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 

IMC 會議紀錄 

IMC 校董意見 

2022/23 全學年 IMC 校董 …… 

(2) 成立「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工作

組： 

 策劃及統籌有關政策；

 依照辦學團體和教育局所發出的指引，定

期檢閱校本制定與維護國家安全教育相關

的政策和措施。

 持續透過教職員會議/講座或研討會/學校

通傳，讓全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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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優化校舍管理機制，檢視校舍環璄是

否符合維護國家安全規定。

教師問卷／觀察 

工作計劃 

行政手冊 

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2022/23 全學年 李德輝校長

副校長

維護國家安全小

組

行政手冊

教育局通告/
通函

升旗所需的物

資

Chan Mariodicristo
11.1.3 Annual School Plan 2022-2023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Chan Mariodicristo
Appendix 31 To be t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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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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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修訂和執行學校舉辦活動所邀請校 

外人員須遵守維護國家安全的守則 

 深化工作小組負責統籌和協調與維護國家 

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工作的角色和

責任 

 持續落實和監察每天1月1日﹑7月1日和10

月1日升掛國旗和每週舉行升旗儀式，並嚴

格要求學生應有的態度。 

 每週升旗儀式，在特定日子，有國旗下的

講話，加強同學對國家的認識和增強國民

身份認同 

 成立學校升旗隊，接受培訓並於每週升旗

儀式負責升掛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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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及定期巡查 全年 副校長 
國家安全小組 

圖書館主任 

 

 相關指引 

(3)  完善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確保以 觀察 全年 陳國彪副校長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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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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行政手冊 

人事管理 (1) 員工聘任的機制和程序

根據《僱傭條例》、《教育條例》、《教育規

例》、其他相關法例及僱傭合約，以及《資助

則例》（資助學校適用）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

指引辦理，當中包括教育局通告第3/2020號
《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

人員的聘任》。

觀察／活動檢討 

聘書 

申請表格 

全年 校長

副校長

維護國家安全小

組

行政手冊 

聲明書 

(2)就運用學校資源，包括政府津貼和其他經

費，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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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確保其工作表現及操守符合要求，包括防範

及制止違反《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其

他法律的活動。

(3) 檢視教職員聘任政策﹑聘書﹑聲明及招聘，

保證聘任教職員符合維護國家安全的要求﹑學

校機制和規則。

(4) 定期監察教師及非教學人員的工作表現及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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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提示他們需維護國安相關安排及法律，不

得於校園內宣揚及舉行任何政治活動。 
(5) 持續提示教職員須嚴守個人行為﹑不得於任

何情況下 (包括校外時間﹑社交平台﹑網絡等)
宣傳違反維護國家安全的訊息及進行任何相關

行為。 
 
(6) 檢閱處理教職員違反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投

訴和指控的措施。 
 
(7)由二○二二／二三學年開始，要求新教師在

入職前，必須在指定的《基本法》測試取得及

格成績。未考的老師，必須儘快補考。 
教職員培訓 (1)透過學校、學習領域和教師個人層面，鼓勵

教職員參加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專業發展活動，

促進教師了解《香港國安法》的內容。 

進修紀錄 全年 維護國家安全小

組 
 
副校長 
國安主任 
唐婉君老師 

教育局通告/

通函 

 

教育局教師培

訓課程 

(2) 監察教師報讀與維護國家安全法﹑基本法﹑

憲法相關的講座和培訓的情況。 

學與教 (1) 透過課程規劃、教學設計及多元學習活動

鼓勵學生了解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知識，促進學

生了解《香港國安法》的內容。 

各科進度表﹑周年

計劃﹑檢討計劃 

 

會議紀錄 

 

全年 教務主任 
 
圖書館主任 
各科科主任 
 

校外活動及資

源 

 

資訊素養資料 (2) 持續及定期檢視各科科學是否符合教育局的

相關科目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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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化儲存各科與香港國安法相關的教學資源

和學生作品。 
選圖書程序 

 

文件夾 

觀察 

 

觀課 

 

教材及測考 

 

試卷 

維護國家安全小

組 
(4) 各科定期於科會議分享與香港國安法相關的

教學方法和方針。 
(5) 加強監察新購買書藉的內容。 
(6) 透過編制校本推行的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活

動，提升學生資訊素養，掌握對辨資訊來源及

真確性。 
(7) 積極參與校內/外與國家和香港國安法教育

有關的活動，加強學生的認識。 
(8) 繼續監察校本工作紙﹑試卷內容是否符合香

港國安法。 
(9) 舉行校本教育活動，例如展板﹑影片﹑講

座，加強學生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認識。 
(10) 積極參與香港國安法相關比賽，如: 網上

問答比賽﹑寫作比賽等等。 
(11) 確保教師的教學均遵從專業操守，教導學

生正確觀念，培育他們成為遵法守紀的好公

民。 
(12)學校會舉辦一些有關國安或中華文化的展

覽。學科會帶領學生外出參觀﹑如水資源中心, 
增強同學在不同國安範疇的知識。 

學生訓輔及

支援 
(1) 檢視及豐富現行的全方位輔導，透過不同的

途徑和形式，包括: 早會短講﹑班主任課﹑講

觀察 

 

全學年 訓輔組 
 

志願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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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工作坊等等，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承擔

和守法精神。

參觀活動人數 維護國家安全小

組

教育局 

(2) 配合與中國和香港的節日，紀念日, 如國

慶﹑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維護國家安全教

育日﹑憲法日，參與紀念活動，透過活動，加

強學生對中國和香港的認識﹑確立作為中國香

港居民的身份。

家校合作 (1) 持續透過家校合作，攜手引導和培育下一

代，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健康成長，成為守法守

規的良好國民和公民。

家長﹑教師回饋 

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議紀錄 

全學年 家長教師會執委 教育局通函/

通告 

親子活動和比

賽 

(2) 鼓勵家長與子女參加與香港國安法﹑國民教

育相關的親子活動和比賽，讓家長更認識維國

家安全的推行。

(3) 舉辦家長講座，介紹國安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