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真書院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檢視現行情況報告（21/22）及工作計劃（22/23）
（一） 檢視現行情況報告（21/22）
範疇

措施

學校

 按教育局指引正式成立專責小組－

行政

「國民教育課程及工作督導小組」以

 策劃及統籌相關政策；

統籌和協調有關工作，以全校參與的

 檢視本年度各科相關課程及各組活動推行的情況；

模式制定和落實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

 協調及聯絡各科組落實有關措施；

家安全教育相關的措施，包括：

 發放資訊讓教職員認識和了解《港區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和

 策劃及統籌相關政策；

現行情況簡述
 已召開四次會議討論及跟進有關工作。

計劃中/部分
落實/已落實
已落實

意義；

 統籌課程（包括：統籌重點科目及
舉辦相關活動及交流）；
 協調各科組落實有關措施；

 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校友會的聯絡工作待 2022-2023 學年 部分落實
開展）。

 發放資訊讓教職員認識和了解《港
區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和意
義；
 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包
括：法團校董會，家長教師會及校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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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根據《僱傭條例》、《教育條例》、



學校已引入聘用前的申報機制。

管理

《教育規例》、其他相關法例及僱傭



學校已提醒科組負責老師在聘任員工時，需依照教育局發出的相關

及教

合約，以及《資助則例》（資助學校

職員

適用）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

培訓

一切員工及外判員工的聘任事宜。

指引辦理，並予以監管。


於《危機處理手冊》上列出維護國家安全的操守規則及相關法例，
並清楚地向職工作出提醒。

 強化及提醒科組主任聘任員工時需依



對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已有完善的考績機制。

照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並予



提醒非教學人員工作時遵守工作守則和相關法律，包括《基本法》及

以監管。

《港區國安法》。

 於《危機處理手冊》上列出維護國家



派發《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予新入職老師，讓老師細閱相關資料。

安全的操守規則，並清楚向職工闡述



2022 年 6 月 17 日舉辦「國家安全教育聯校教師工作坊」，出席學

其背後意義及重要性（教職員及非教

校包括：崇真書院、沙田崇真中學、救恩書院和五育中學，教師們

職員）。

一起認識國家安全的概念及推行模式。

 透過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適
時及適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
操守，包括透過政府津貼、其他經費，
或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
員。
 清楚提醒教師必須遵守法律，《基本
法》及《港區國安法》，並應以身作
則，樹立良好公民及國民的榜樣。
 提供教師培訓資訊及提醒教職員進行
有關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培訓。
 在教師發展日為教職員安排國家安全
教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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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落實

學與
教

正規課程
 配合《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檢視及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按教育局指引開展課程。

已落實

增潤相關學習領域/科目（重點：公民  生物科、健懷科、企財科及資通科已參考（中四至中六）國家安全教
及社會發展科、通識科），以及有關

育課程框架修定相關課程，並按步施教。

《憲法》和《基本法》等課程內容。  中一級學生已於音樂課堂上學習唱國歌及認識國歌的背景。
 中一級學生學習唱國歌及認識當中的  中一級學生已於普通話課堂上學習國歌的普通話字詞讀音。
背景。
 中一級學生學習國歌的普通話字詞讀
音。
 推動及鼓勵同學參與教育局舉辦的活

 於 2022 年 4 月 15 日，推動及鼓勵同學參與教育局舉辦「全民國家安
全教育日」網上遊戲。
 加強網絡資訊素養教育，於學習技能科教授同學網絡資訊素養和媒體
使用操守的態度，同時教導同學不可觸犯國家安全。

動；包括： 「憲法日問答比賽」。
 加強網絡資訊素養教育，教導同學不
可觸犯國家安全，培養正確的使用資
訊科技態度和養成良好的科技安全素
養。
非正規課程






檢視及維持 「粵港姊妹締結計劃」，  因疫情未能通關，與「姊妹學校」維持網絡上溝通和聯誼。於 2021 已落實
築起文化交流平台，提升學生對中國

年 9 月，參與「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學生穿上華

文化及國情的認識。

服演繹經典古文，扮演文天祥、陸游等人物，經驗寶貴。

舉辦參觀活動，例如：香港歷史博物  因疫情關係，科學科的「高校科學營」被迫取消。而中文科的古代奧 延期舉行
館及孫中山先生史蹟徑，增加學生對

運會、公民科的參觀立法會、中史科的考察活動及化學科的認識祖國

香港歷史的認知，提升民族認同感。

偉大的科學發展成就及科學家活動，均延期舉行。

鼓勵學生參與教育局舉辦的有關活  中一橋樑課程教導中一學生守法守規的重要性及學習升國旗禮儀。
動/比賽。

 安排紅十字會青年團接受升掛國旗的

已落實

 「國民教育周會」以歷史角度出發，闡明國家的近代歷史及國歌的創 已落實
作背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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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經濟科定期舉行「創・知」文章閱讀，擴大學生閱讀面，讓學生認識 已落實
大灣區的人力、科技和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年青人到國家發展的機會。
 紅十字會青年團加強升旗及步操訓練。

已落實

行政配合
 對有關《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及
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教資源，存

 完成伺服器內教材整理。

已落實

 教研組透過問卷，了解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和國民身份認同程度。

檔三年，以方便有需要時進行查閱。
校舍

 巡邏及確保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

 總務組同事監管校園內及校園範圍設施安全。

管理

物、課室、壁報板等）展示的字句或

 加強老師及支援人員校園巡邏工作。

物件、刊物和單張沒有涉及危害國家

 訓導老師早上站崗。

安全的內容。

 校方已訓示學生禁止攜帶違規的物件回校。

 禁止任何人士攜帶違規的物件回校。

 已完成圖書館館藏安檢。在每次書展亦安排專責老師審視書籍。

 定期審視圖書館藏書。

 已購置新國旗、區旗、校旗、流動旗杆及練習旗，裝備作升旗典

 定期審視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的設
置。

已落實

禮和操練之用。
 已購置器材，包括：手提電腦、顯示器和攝錄機，作直播升旗禮之
用。同時，亦已訓練崇真電視台同學負責直播升旗禮的態度和技
巧，以備不時之需。

學生
訓輔
及支
援

 透過周、早會，提醒學生相關禮儀的  每星期舉行升旗禮及奏唱國歌。
紀律及精神。
 講解校規的相關部分，按學校的獎懲

 於早會及電視早會上，教導學生「守規、守法」的必要性和培養學生
「包容、禮貌」的品德情操。

制度處理，提醒學生若違規須承擔應  於早會講解校規的相關部分和遵守《港區國安法》的必要性，若違規
有後果。
 提供跟進輔導予違規的學生；期間與
家長緊密聯絡。

違法，必須按學校的獎懲及法例制度處理，提醒學生慎思守法，不要
以身試法。
 於《學生手冊》中加入有關「維護國家安全」重要性的內容和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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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落實

 糾正及協助行為有偏差的同學，協助

例，並叮囑學生必須守法守規，以避免誤墜法網，自毁前程。

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理心、對  擬定訓輔導組跟進指引及流程，同心協力扶正學生，糾正及協助行為
他人的尊重及守法意識。
家校



合作

學校維持現有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 

透過《崇真家書》、「家長學堂」及家長日等平台，維繫家校溝通 已落實

活動，包括：《崇真家書》、「家長

和合作，並提升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技巧，藉此達至和諧家庭，促進

學堂」及家長日等，以維持家校合

教育成效，建立正向家庭。

作。




於第二次和第三次「家長學堂」中，與家長分享如何與子女建立良

透過家長茶聚，或建立家長學習圈，

好的親子溝通技巧、培養尊重和孝敬父母的品行等，藉以推動家庭

讓家長之間互相分享有關的心得和

和睦及減低家庭成員因面對社會事件而產生的負面情緒等。

經驗，包括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子溝 

於《家長手冊》中加入有關「維護國家安全」重要性的內容和相關

通、處理與子女的衝突、協助疏導子

法例，懇請各位家長偕同子女細閱，並在家中教導他們維護國家安

女因面對社會紛爭而產生的負面情

全及知法守法的重要性。

緒等。


有偏差的同學。



於學校網頁上的家長通訊欄發放相關資訊給家長，提升家長對國家

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旅行認識中國

安全的認識，同時，與教導子女認識國家，指導他們。

文化，推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活 

因疫情關係，親子旅行未能如期舉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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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舉行

（二） 工作計劃（22/23）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會議檢討

推行時間

負責人

 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

 國民教育課程及

學校



統籌重點科目舉辦相關活動及交流；

行政



協調各科組落實有關措施；

工作督導小組主



發放資訊讓教職員認識和了解最新資

任及成員 （包

訊及相關進修課程；

括：副校長、學



於校曆表編定每星期升旗禮的日期；

生培育主席、德



編定旗下講話的方向及負責老師；

育及公民教育組



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特別

正、副主任、中

開展與校友會的溝通平台（包括：法

國歷史及歷史科

團校董會，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

科主任、公民及
社會發展科科主
任、訓導組主任
和教師專業發展
組主任）
 相關科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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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資源

人事



根據《僱傭條例》、《教育條例》、  文件紀錄

 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

 國民教育課程及

管理

《教育規例》、其他相關法例及僱傭  觀察

及教

合約，以及《資助則例》（資助學校  會議檢討

 教師專業發展組

職員

適用）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

 學校行政主任

培訓

一切員工及外判員工的聘任事宜。


工作督導小組

強化及提醒科組主任聘任員工時需依
照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理，並予
以監管。



清楚地向職工闡述維護國家安全的操
守規則及其背後意義及重要性（教職
員及非教職員）。



透過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適
時及適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
操守，包括透過政府津貼、其他經費，
或以購買服務形式聘 用 的非教學人
員。



清楚提醒教師必須遵守法律，《基本
法》及《港區國安法》，並應以身作
則，樹立良好公民及國民的榜樣。



提供教師培訓資訊及提醒教職員進行
有關推行國家安全教育的培訓。



在教師發展日為教職員安排國家安全
教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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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
教



正規課程


配合《港區國安法》的實施，進一步  文件紀錄

 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

推動及落實學科根據國家安全教育課  觀察
程框架修定相關課程，並按步施教。


鞏固及優化已推行的學科內容。



加強學生奏唱國歌的禮儀和能力。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我的行動承諾」

 國民教育課程及  優質教育基金
工作督導小組

 會議檢討

 公民及社會發展
科及相關科組
 學習技能科

加強版撥款計劃，邀請專業機構舉辦
媒體資訊素養教育，藉以提升學生判
斷媒體訊息真偽能力、遵守《港區國
安法》，提防網絡陷阱和避免違法行
為。
非正規課程


與公民科合作，推動 「粵港姊妹締結  文件紀錄
計劃」，築起文化交流平台，提升學  觀察
生對中國文化及國情的認識。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8  國民教育課程及
月
工作督導小組

 會議檢討

 德育及公民教育

於「活動日」，中文科舉辦參觀香港

組

文化博物館及欣賞皮影戲活動、中史

 各科組

科及公民科舉辦昂坪大澳遊和港島考

 紅十字會青年團

察團，讓學生認識中華文化，認識歷

 禮儀隊

史和提升民族認同感。


於學期中，中文科舉辦古代奧運會活
動，認識中華文化及體育精神的意義。



化學科舉辦認識祖國偉大的科學發展
成就及科學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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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教育基金
 學生收費



推動及鼓勵同學參加教育局舉行的活
動和比賽。



加強紅十字會青年團升掛國旗的訓
練。



成立「禮儀隊」，學習升旗禮儀、步
操訓練及談吐舉止技巧等。

校舍

 巡邏及確保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  文件紀錄

管理

課室、壁報板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  觀察

 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  國民教育課程及
工作督導小組

刊物和單張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  會議檢討

 總務組

內容。

 訓導老師及一般

 禁止任何人士攜帶違規的物件回校。

老師

 定期審視圖書館藏書。

 圖書館主任

 檢示校內書展書籍。

 紅十字會青年團

 重建校園三枚旗杆。
 添置二至三枚流動旗杆。
學生

 透過周、早會，提醒學生守法守規的重  文件紀錄

訓輔

要性及教導學生勤勞、孝敬和愛國的精  觀察

及支

神。

援

 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

 國民教育課程及
工作督導小組

 會議檢討

 訓導組

 講解校規的相關部分，按學校的獎懲制

 輔導組

度處理，提醒學生若違規須承擔應有後

 班主任

果。
 提供跟進輔導予違規的學生；期間與家
長緊密聯絡。
 糾正及協助行為有偏差的同學，協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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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理心、對他人
的尊重及守法意識。

家校

 學校維持現有家校合作和家長教育活  觀察

合作

動，包括：《崇真家書》、「家長學堂」  問卷
及家長日等，以維持家校合作。

 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

 家長教師會

 政府津貼
 家長收費

 會議檢討

 透過家長茶聚，或建立家長學習圈，讓
家長之間互相分享有關的心得和經
驗，包括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處
理與子女的衝突、協助疏導子女因面對
社會紛爭而產生的負面情緒等。
 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旅行認識中國文
化，推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活動，
宣揚孝順、愛家、愛國的精神。

校監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監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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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