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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致 ： 總學校發展主任(簡凱恩女士)  

 

2022-2023  學年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 

 

學校名稱：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校行政 

 

 於教職員會議中，校長向全體教職員闡

述「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

措施的工作計劃」及相關工作小組的職

能。並透過教職員會議及教育局通告，

持續更新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最新資

訊，讓教職員更透徹認識和了解相關課

題。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落實執行按教育局指引所闡述的校舍管

理機制及程序，並作適時更新，確保校

園範圍，如內外牆、壁報板等，不會有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塗鴉和文字。每星

期繼續安排老師及工友檢視整個校園範

圍內外（包括建築物、校園外牆、課

室、壁報板等）的情況，如發現顯示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字眼或圖像，立即向

本校管理層報告。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校長及 

校務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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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安排每星期四舉行升掛國旗儀式一次，

以及在指定日期，包括1月1日（元旦

日）、1月22日（年初一）、5月1日

（勞動節）、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紀念日）、10月1日（國慶日）以

及10月4日（國家憲法日），安排升掛

國旗；以及在中心舉行典禮當日，如頒

獎典禮等，都安排升掛國旗及奏唱國

歌。 

 

 一般情況下，於操場舉行升掛國旗儀

式；若遇特殊天氣，將順延舉行或於多

用途室舉行。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除沿用教育局原有指引外，各科組需

要購買參考書籍，科主任或組員可先

到指定公司選擇所需要的參考書籍，

圖書公司會發出購買圖書的清單給圖

書館主任，再經科主任及圖書館主任

按清單上的書目，隨機抽查及檢視所

選的書籍內容是否符合國家安全法，

然後再跟進採購程序。 

 

檢視相關文件 

及觀察 

2022-2023 

全學年 

圖書館主任 相關文件 

 繼續執行現時已有中心舉辦活動的機

制和程序，確保使用校舍及在校園內

舉行的所有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副校長及 

各學科組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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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不定時檢討現有機制和程序，回應教

育局指引，更新現存機制和程序。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副校長及 

各學科組 

相關文件 

人事管理 

 

檢視教職員保持專業操守： 

 中心通過向全體教職員闡述《公務員守

則》、《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官立

學校教學職系人員的操守及紀律事

宜》，向他們清楚說明校方對其工作表

現和操守的要求和期望。強調教職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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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於每半年重覆傳閱教育局內部通告 

001/2010《官立學校教學職系人員的操

守及紀律事宜》，讓教職員了解保持專

業操守的重要。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相關文件 

及守則 

落實教職員聘任及考績機制： 

 每位新入職的教職員及舉辦工作坊的外

聘導師均必須填寫聲明書。新入職的教

職員於只需於受聘時填寫一次，而外聘

導師則需要每年填寫聲明書，承諾盡忠

職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負責。（見附件一）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相關文件 

 除按教育局考績機制進行人事管理外，

中心會適時及適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

觀察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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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表現及操守事宜，特別加強關注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的言行。 

 

教職員培訓  教育局訂定教師培訓，包括新入職教師

及擬晉升的教師，須分別在首三年內及

晉升前五年內，完成30小時的核心培

訓。《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

全，是核心培訓內容。 

 

 持續推薦及鼓勵教職員參與教育局舉辦

有關《基本法》或《香港國安法》的研

討會及培訓。 

 

 組織校本國家安全教育培訓，讓教職員

正確了解《香港國安法》，提升他們對

國家安全的 認識。 

 

 要求教職員全年最少一次，透過教育局

「培訓行事曆」報讀有關國安教育及基

本法的課程。 

 

培訓數據 2022-2023 

全學年 
校長、副校長

及教師專業發

展組統籌老師 

相關進修記錄 

學與教 

 

 落實現存的校本工作紙及材料審視機

制，並在學期初，科主任先檢視學材和

教材是否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檢

視後再給予學生，並需要每學年年终交

由校方中央存檔。 

 

課堂觀察、課業檢
測、教材檢視及存

檔資料 

2022-2023 

全學年 

各學科科主任

及學科成員 

 

 増設每年訂定「全年國安教育主題」，

2022-2023年度訂為「國家文化與科

課堂觀察、課業檢
測、教材檢視及存

2022-2023 

全學年 

各學科科主任

及學科成員 

教材及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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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技」，以「文化安全」及「科技安全」

為切入點，滲入在課程及教學內容。 

 

 教職員繼續採取滲透式教學法，就「文

化安全」或「科技安全」重點領域，各

科組全年設計兩個有關國家文化或科技
範疇的教學課題，以不同的方式來推廣

國家文化及科技，讓學生多了解國家多

姿多彩的一面。教職員可介紹當代中國

的文化進展及先進科技的發展情況。而

在上下學期結束後，科主任將組員設計

的學材、教材及學生優秀作品存檔，作

為記錄和與同儕分享。 

 

 在初中課程實施試行計劃，除「文化安

全」及「科技安全」的重點領域外，在

每學科全年設計的兩個教學課題上，其

中一個教學內容可以延伸至其他「國家
安全重點領域」，如「生態安全」、

「網絡安全」等。在下學期結束後，科

主任將有關學材、教材及學生優秀作品

存檔，作為記錄和與同儕分享。 

 

檔資料 

 學生在操場集隊期間，增設短講，由各

科組全年負責一次，以「國家文化與科

技」主題，內容可以涉獵國粹、航天科

技等，以提升學生認識國家的發展現

況。 

 

學生表現 2022-2023 

全學年 

各學科成員、 

德育、公民

及國民教育

組統籌老師

及訓輔組統

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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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生訓輔及支援 

 

 協助各學科及組別在籌劃活動時注入

「國家安全教育」元素，加強他們對

「國家文化與科技」有進一步的認識，

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活動記錄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活動組統籌

老師 
 

 加強學生認識現今國家文化的新面貌，

包括透過校內壁報板展示國家安全教育

信息及灰在「中華文化短訊站」內播放

有關「中國文化與科技」的短片，加深

學生對國家文化與科技最新發展的認

識。 

活動記錄及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德育、公民

及國民教育

組統籌老師 

 

 繼續實施現存的訓輔機制及政策，向學

生清楚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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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附件二） 

 

 與訓輔組成員，以至全體同事，講解涉

及學校政治宣傳活動的具體處理方法。

（見附件三） 

學生表現、個案記
錄及科組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訓導組主任、
輔導組主任
及國家安全
教育委員會
統籌老師 

 

 繼續與九龍城區警民關係組保持良好溝

通。當發生突發事件，本校會繼續按照

程序尋求九龍城區警民關係組的專業支

援，以防止校外組織或人士誘使學生進

行違法或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學生表現、個案記

錄及科組檢討 

2022-2023 

全學年 

訓導組主任、
輔導組主任
及國家安全
教育委員會
統籌老師 

 

家校合作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附件一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 

 

致: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經辦人:____________)] 

To [“Art &Technology Education Centre” (Att:______________)] 

聲 明 

Declaration 

我謹此聲明：本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術與科

技教育中心」的(教育項目名稱)教學承辨人/機構負責人，定當遵守《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

並承諾不應會利用「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

甚或煽動學生在政治議題上表態或參與違犯《香港國安法》的行動。 

 

I declare that, as a teaching undertaker/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person 

for ( name of education project) of the “Art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enter” (“ATEC”)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shall abide by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promised not to use ATEC as a venue for expressing political 

aspirations, or even inciting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political 

issues or participate in any action that contravene th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姓名: 

Name: 

 

香港身份證號碼: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No.: 

 

機構 / 公司名稱： 

Name of Organization  

or Company 

 

職位: 

Position: 

 

 

簽署: 

Signature: 

 

日期: 

Date: 

 

 

 

註 如對聲明書內容作出更改、增加或刪減，此聲明書即告無效。 

Note In case of any variation, addition or deletion to /of the declaration, the 

declaration will be rendered null and void.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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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 

涉及有關學校政治宣傳活動的具體例子及處理方法 

情況 例子  處理方法 

A1 在校內佩戴具 政治 訊息的

衣物／飾物／徽章／物件 

1. 上課老師或當值老師應立即勸止，並解釋有關行為會引起同

學間因政治理念不同而爭吵，影響朋輩關係。 

2. 上課老師或當值老師亦需強調學校並非表達政治訴求的地

方。 

3. 通知當值訓輔組老師，帶學生離開課室處理。 

4. 通知友校當值老師，尋求與友校合作，共同處理學生問題，

並由友校老師通知家長。 

5. 當值訓輔組老師填寫記錄表，記錄事件後，訓輔組主任保留

正本，並將副本交予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 

A2 在學校叫口號 、拉人鏈、張

貼帶有政治訊息的標語 ／文

宣或唱帶有政治訊息的歌曲 

A3 破壞校園設施（例如：在壁報

或學校公用傢俱），以宣揚／

表達政治意見或訴求 

B1 存有或展示懷疑與港獨或宣

揚或表達仇恨及暴力相關的

物品 

1. 上課老師或當值老師應立即勸止，並解釋有關行為會引起同

學間因政治理念不同而爭吵，影響朋輩關係。 

2. 上課老師或當值老師亦需強調學校並非表達政治訴求的地

方。 

3. 通知當值訓輔組老師，帶學生離開課室處理。 

4. 通知友校當值老師，尋求與友校合作，共同處理學生問題，

並由友校老師通知家長。 

5. 通知學校管理層，決定處理方法。 

6. 當值訓輔組老師填寫記錄表，記錄事件後，訓輔組主任保留

正本，並將副本交予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 

B2 要求同學／他人表達個人政

治立場或以欺凌手段強迫同

學認同政治立場 

C1 發起、組織或參加罷課 

(例如：在課堂進行中，學生

突然跑到操場叫口號及參加

罷課，使課堂無法繼續進行。) 

1. 上課老師或當值老師應立即勸止，並解釋有關行為會引起同

學間因政治理念不同而爭吵，影響朋輩關係。 

2. 上課老師或當值老師亦需強調學校並非表達政治訴求的地

方。 

3. 通知當值訓輔組老師，帶學生離開課室處理。 

4. 通知友校當值老師，尋求與友校合作，共同處理學生問題，

並由友校老師通知家長。 

5. 通知學校及友校管理層，決定處理方法。 

6. 當值訓輔組老師填寫記錄表，記錄事件後，訓導主任保留正

本，並將副本交予德育及國民組主任。 

7. 如有需要或懷疑涉及違法行為，可諮詢相關警區的警民關係

主任或學校聯絡主任。 

8. 當值訓輔組主任填寫記錄表，將涉嫌違法行為、人物和詳情

作記錄，有需要時報警及將相關資料交予警方跟進。 

9. 記錄事件後，訓輔組主任保留正本，並將副本交予國家安全

教育委員會。 



附件二 

2 
 

 

D1 發起或參與違規的校外活

動，包括未通知警方或 警方

已反對的集會及遊行 

1. 應立即勸止，並提醒學生參加未通知警方或警方已反對的集

會及遊行可能會構成非法集結罪或觸犯其他法例。如遇上嚴

重或緊急情況，請即報警。 

2. 提醒學生，校服代表學校，也代表全體師生，穿上校服行為

不檢，會污損校譽。 

3. 學生不應穿著校服參與並非學校舉辦或批准的活動（包括任

何形式的政治活動）。 

4. 盡快通知家長，尋求家校合作，共同處理學生問題。 

5. 通知學校及友校管理層，決定處理方法。 

 



附件三 

1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 

 

學生涉及學校政治宣傳活動的記錄表 

(*上課老師或當值訓輔組老師填寫) 

 

(一)  事件發生的基本資料 

日期  

 

時間  

 

地點  

 

 

(二)  當事人的背景資料 

學生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 男/女 (請刪去不適用者)  

課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校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事發經過 

簡述事發經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涉及學校政治宣傳活動及行為： 

情況 例子  所屬情

況，加上

「✓」 

事發情況 

A1 在校內佩戴具 政治 訊息的衣

物／飾物／徽章／物件 

 

 

 

 

A2 在學校叫口號 、拉人鏈、張貼

帶有政治訊息的標語 ／文宣或

唱帶有政治訊息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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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況 例子  所屬情

況，請加上

「✓」 

事發情況 

A3 破壞校園設施（例如：在壁報或

學校公用傢俱），以宣揚／表達

政治意見或訴求 

 

 

 

 

 

B1 存有或展示懷疑與港獨或宣揚

或表達仇恨及暴力相關的物品 

  

B2 要求同學／他人表達個人政治

立場或以欺凌手段強迫同學認

同政治立場 

  

C1 發起、組織或參加罷課 

(例如：在課堂進行中，學生突

然跑到操場叫口號及參加罷

課，使課堂無法繼續進行。) 

 

  

D1 發起或參與違規的校外活動，包

括未通知警方或警方已反對的

集會及遊行 

  

 

(五)  處理方法 (*由上課老師或當值訓輔組老師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上課老師或當值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七)  伙伴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  伙伴學校帶隊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  訓輔組主任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