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年度報告(2021-2022) 

  

路德會沙崙學校 



 

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油尖及旺角):郭女士 

20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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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會沙崙學校     

範疇 措施 現行情況（請簡述）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1) 檢視「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家安全教育」工作小組成
員及推行相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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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就維護國家安全及推行國家安全教育 
成立工作小組。小組至今一直協助學校策劃
及統籌以全校模式推動與維護國家安全及  
國民教育相關的策略和措施。現在學校已有
既定機制每周舉行升旗禮，及於指定日期或
典禮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每次升旗典禮都
由已受訓的制服團隊升旗手負責升旗，學生
已非常熟悉及習慣有關安排，並能夠表現出
恰當的禮儀。此外，學校推行不少全校活動
實踐國安教育，例如:國家憲法日、全民國家
安全教育日、中國文化日及中秋慶祝活動
等。透過這些全校活動學生能更深地認識  
國家的歷史、文化及國情，加強學生對國家
的認識和了解。以上的活動會持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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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已於校務會議告知全體教師有關「國家
安全教育」的最新政策。辦學團體於 11 月  
5 日邀請  曾鈺成先生主講「如何教授及實踐
國安教育」。全體教師都透過工作坊知道更
認識國安教育的實踐方法。 

小組已就學校國家
安全的工作落實相
關措施，未來期望
可以按「活動規劃
年曆」安排該年度
的 工 作 計 劃 ，   
令活動更能有條理
及全面地推行 



範疇 措施 現行情況（請簡述） 成效及反思 

-11 月 16 日舉辦了「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 
工作坊」讓教師了解國家安全教育的推行  
方法及措施。讓各科組知道如何在科組上實
踐國安教育。經小組檢視，各科組已經有不
同的學習單元已經實行了國安教育的內容。
例如:體育科學習詠春、視藝科的中式傳統  
面譜設計、音樂科學數白欖等。常識科組更
會安排學生參加不少國家安全教育的活動及
比賽，當中有全校性參與，也有全級或小組
參與。 

-訓導組已加強學生在品德方面的培育，會就
學校的需要進行應變措施防止政治活動入侵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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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因應教育局發出的指引完善校舍管理
的機制，就有關校舍管理方面的指引已涵蓋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處理。  
有關檢視及修訂租借校舍和圖書館藏書的  
機制已經落實，確保學校活動不會涉及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已經完善校舍管理
的機制，本年度會
將相關的內容加入
學校程序手冊中，
使政策可以更落實
推行。 



範疇 措施 現行情況（請簡述） 成效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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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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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學校舉辦活動
的機制和程序能  
涵蓋涉及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的處理。總務組會
繼續完善相關安
排。 

人事管理 於首次校務會議中，清楚向全
體 教師說明學校對其職責及操
守的要求和期望。 

-聘請外間導師時，已在合約上加入以下   
條文：為加強保障學生的福祉，校方要求服
務承辦商確保課程均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行為和活動。 

-本校有關員工聘任方面的指引已涵蓋涉及 
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處理。因應 
教育局發出的指引，本校將於 2022/23 學年
修訂有關員工聘任的機制，提醒相關教職員
會根據相關指引辦理。 

-向所有教職員清楚說明校方對其工作表現和
操守的要求和期望。教職員必須奉公守法，
亦有責任合力締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  
氣氛。 

-透過校本的考績機制，適時及適當地跟進 
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每年進行的考績
機制，會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 

-在聘請外間導師
時，已在合約上 
加入相關條文；在 
常額教員、合約 
教師、學校社工、
教育心理學家、 
言語治療師合約
上，新學年會加入
相關條文，確保 
校內各階層的職員
工作表現和操守都
符合要求。 

 



範疇 措施 現行情況（請簡述） 成效及反思 

教職員培訓 於首次校務會議中，教師發展
組 提供教育局最新有關培訓及
晉升的要求，並鼓勵教師參加
有關「教師專業角色、價值觀
及操守」及「本地、國家及國
際教育議題」兩大範疇的專業
發展課程活動。亦建議新入職
教師於入職首三年，完成 30
小時的核心  課程(教師角色、
價值觀及操守/最新教育發展及
相關政策)，以及按個人專業發
展需要參與不少於 60小時的選
修培訓(有系統的  學習課程/
活動) 。 

-學校鼓勵教師進修相關課程，以符合教育局
的 培訓。亦在教師專業發展計劃中訂明有關
進修的要求時數，確保教職員接受適當的  
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教師自行報讀相關
課程或工作坊，以
便了解國民教育的
工 作 及 最 新 的   
發展；未來會繼續
安排教學及非教學
人員參加與國家安
全相關的專業發展 
活動，提升教師對
國家安全的認識。 

學與教 定期檢視課堂教學及教學資源
的內容和質素，確保符合課程
發展議會於各學習階段課程所
訂定的課程宗旨、目標和內
容，選用的資料合宜，並切合
學生的程度和學習需要。 

-學校現行各學科的科務手冊，每年也作出檢
視及修訂。在課程內加強「國民意識」、
「價值觀」和「道德情操」元素。相關的修
訂已確保選取或編訂的學與教資源內容和  
質素符合課程發展議會於各學習階段課程所
訂定的課程宗旨、目標和內容，並切合學生
的程度和學習需要。 

-2021/22 年度，學校也為「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發出通告，邀請家長和學生一同在線
上觀看特備節目和以太空安全為主題的國家
安全教育兒童繪本，提升學生對國家安全法
的認知。 

 

現行各科組會每年
就科務手冊作出 
檢視及修訂，各 
學習階段課程所 
訂定的課程宗旨、 
目標和內容，並 
切合學生的程度和
學習需要。未來 
強 化 校 本 監 察   
機制，會安排課程
發展主任負責監察
各科組的內容，並
有系統地將相關的
教學內容存檔。 



範疇 措施 現行情況（請簡述） 成效及反思 

學生訓輔及支援 在訓輔組會議上，配合社會發展
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計劃
如何透過自強計劃，支援在言行
上較 偏激的學生。 

-根據校本訓輔政策，向學生清楚說明校方對
他們日常行為的要求，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
承擔和守法精神。 

-每學年初訓導組會派發每個家庭一份「家
長、學生須知」、亦於適應週舉行秩序    
訓練、設立秩序及清潔比賽。學校每年都致
力建立學生常規，透過班級經營和正面訓輔
政策，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從而建立
和諧有序的校園。 

-學校的小精兵獎勵計劃每年都進行，藉此強
化 學生的正面行為、態度及價值觀，培養學
生追求卓越的精神，為他們的良好行為予以
讚賞及肯定，幫助學生建立自律守規、責任
感和承擔精神。 

-透過自強計劃，讓學生承擔責任和改正過
失， 若言行上偏激、欠自律守規的學生， 
訓導組會採用正面訓導的方式，讓學生改正
過失，承擔責任。  

-每年校方為小六學生舉辦三日兩夜教育營，
在營地導師的指導下，學生要合作完成各項
活動，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承擔、自律性
和尊重他人的精神。可惜因疫情關係有關  
活動取消了。 

-學校透過一人一職計劃、制服團隊、風紀、
各類服務大使的工作，為每位學生提供服務
他人的機會，幫助學生建立責任感、承擔、
關愛和互助精神，營造校園的關愛和感恩  
氛圍，共建關愛校園。 

校本訓輔政策透過   
班級經營和正面 
訓輔政策，培養學
生 自 律 守 規 的   
精神，從而建立 
和諧有序的校園。
未來會繼續建立 
學生的良好品德。 



範疇 措施 現行情況（請簡述） 成效及反思 

-每年定期舉辦學生德育講座或崇拜，來加強
學生的自我管理、關愛他人及做個良好的  
公民意識。 

家校合作 在首次的家教會或家長會講解  
有關國安教育的安排，以正面  
積極的態度教育孩子成長，貢
獻社會。 

-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透過家教會及學校網
頁將相關資訊通知家長。 

-設有家長教師會，推行卓越家長獎勵計劃，
加強家校合作，與家校攜手以愛心引導和培育
下一代，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健康成長，成為
守法守規的 良好國民和公民。 

-透過家長講座、工作坊、家長小組等活動，
提升家長教導子女同理心、守法守規的重要，
培育孩子在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做個奉公 
守法的市民， 長大後貢獻社會及國家。 

學校一直與家長 
保持緊密溝通， 
一同合作培育下 
一代，未來會繼續 
舉辦合適的家長 
工作坊，讓家長能
更有效促進他們的 
學習，培育子女們
成為守法守規的 
良好國民和公民。 

 
 

 

 

 

 

 

 

 

 

 

 



 

 

 

校監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______________陳柱中先生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在 2020/21 學年，學校應集中檢視其現行情況，盡早落實一些可行措施，並規劃未來學年（即 2021/22）的工作。

檢視現行情況報告（包括一些計劃中、部分落實或已落實的措施）（請參考本附錄第(一)部分的「檢視現行情況報

告」範本），以及 2021/22 學年的工作計劃（請參考本附錄第(二)部分的「工作計劃」範本），須提交學校法團校

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營辦者審閱和通過，並須於 2021年 8月底前交教育局。
 

2. 由 2022 年 11 月起，學校須按照本指引的規定，於每年 11 月底前向本局提交經學校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

理委員會／學校營辦者通過的年度報告及工作計劃（請參考本附錄第(二)部分的「工作計劃」及第(三)部分的「年

度報告」範本）（例如：2021/22學年的年度報告和 2022/23學年的工作計劃須於 2022年 11月底前提交）。
 

 
 

        
 校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