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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致 ： 總學校發展主任( 簡凱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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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  
 

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學校行政 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委員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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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於2021年9月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委員會」

（委員會），統籌校內與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

工作，並檢視現行相關措施推行的情況，擬定

來年的工作計劃；以及制定策略和應變措施，

以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成員包括：陳章霖

校長、杜景文副校長、鄭棋元老師（統籌老

師）、蔡廸迦老師（訓導主任）、傅燕貞老師

（委員會老師）及黃嘉儀小姐（會議記錄）。 

 

• 透過在全體教職員會議向全校

教職員講解委員會的成立目

和職能，教職員都能夠了解

相關的工作，共同制定並施行

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策略，培養

學生成為良好公民，以及防止

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 由於中心已把與維護國家安全

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課程資

料和資訊上載至學校內聯網，

為教職員在執行相關的教學或

行政職務時提供了方便的渠

道。教職員均表示相關安排能

幫助他們更有效閱覽國安教育

課程資料及相關資訊。 

透過教職員會議及教育局發

出的通告和指引，讓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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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心利用教職員會議作為平台，讓全體教職員

全面掌握中心就落實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

教育相關工作的概況，例如闡述「維護國家安

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以

及相關工作小組的職能，讓教職員於日常工作

當中能予以配合。中心亦透過教職員會議向同

工簡介與國安教育相關的課程資料和資訊，並

上載至學校內聯網，供教職員參閱。同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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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心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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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就相關工作的

推行情況。 

 

校舍管理機制 • 中心一貫按教育局指引管理校舍，禁止校外人

士進入中心範圍進行任何政治宣傳活動，而教

職員除肩負確保校園範圍內外（ 包括建築物、

校園外牆、課室、壁報板等）所展示的字句及

物件不會含有不雅及不合適的字眼或圖像的職

責之外，亦會確保在中心所舉行的活動不得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和意識。 

 

• 中心安排老師及工友每星期巡查和檢視整個校

園範圍（包括建築物、校園外牆、課室、壁報

板等）的情況，確保符合教育局指引；校方亦

要求所有教職員一旦於校園範圍發現顯示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的字眼或圖像，須立刻向中心管

理層報告，作出適切的跟進。 

 

• 中心能按教育局指引和校本機

制管理校舍，確保在校舍管理

方面沒有抵觸《香港國安

法》，教職員均能按既定的校

舍管理機制，切實執行相關職

務。 

 

• 學年內，中心沒有任何校外人

士進入學校範圍進行政治宣傳

活動的記錄。 

檢視現時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

和程序 

• 落實執行現時中心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確

保校園內進行的所有活動及以中心名義舉辦的

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 各組科主任及組員均履行責

任，確保校園內進行的所有舉

辦的活動均沒有涉及危害國家

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檢視校內圖書館藏書 • 中心一直沿用及按照教育局指引採購圖書館藏

書。 

 

• 經檢視後，確保中心沒有訂購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書籍和雜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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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 中心於本年度已檢視圖書館的藏書及訂閱雜

誌，確保當中未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的安排 • 中心有既定機制於指定日期，包括1月1日（元

旦日）、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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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心範圍內安排升掛國旗；並在

中心舉行典禮，如頒獎典禮等，安排升掛國旗

及奏唱國歌。 

 

• 2021年12月初邀請香港海事青年團導師教授

「升國旗儀式工作坊」，現由四位公務員職系

的職員負責擔任升旗手的職責。 

 

• 訂定每周星期四舉行升掛國旗儀式一次。 

 

• 2022年1月6日，全體教職員及其他職系的員工

一同參與中心第一次升掛國旗儀式 。 

 

• 中心各職員已熟習於每周星期

四上午舉行升掛國旗及奏唱國

歌的儀式。為了深化國民教育

意識，中心將於來年定時安排

旗下短講，讓所有教職員及學

生更明白升掛國旗的重要性。 

 

 

 

 

人事管理 確保教職員保持專業操守的重

要性 

• 於第一次教職員會議中，校長向所有教職員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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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並向他們清楚說明校方對其員工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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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教職員都願意擁護《基本

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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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 中心每半年重覆向全體教職員傳閱教育局內部

通告 001/2010《官立學校教學職系人員的操守

及紀律事宜》，讓他們了解保持專業操守的重

要性。 

 

檢視教職員聘任及考績機制 • 每位新入職的教職員及外聘導師均必須填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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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按教育局考績機制度進行人事管理外，中心

會適時及適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

守，特別加強關注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行。 

 

• 所有新入職的教職員及外聘導

師均願意填寫有關聲明書，在

校內的表現均符合中心要求。 

教職員

培訓 

加強教職員對國家安全教育的認

識，並進一步推行全面的國情教

育 

• 教職員於2021-2022年度經由教育局「培訓行事

曆」修讀由教育局及相關機構舉辦的「基本法

及國家安全法」課程人數比去年增長50%，反

映不少教職員均希望了解更多有關國情教育的

情況。 

 

• 中心重視加強教師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的培

訓，除透過「培訓行事曆」之外，中心與筲箕

灣東官立中學、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

龍）及將軍澳官立中學於 2021 年 9 月 1 日合辦

「官立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講座」，由范徐麗泰

• 大部分與會的教職員均積極參

與及討論，部分更提出不少建

議及教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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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女士主講，講題為  「  一國兩制與港區國安

法」；中心亦安排教師在 2022 年1 月 28 日上午

透過視像模式參與「官立中學聯校教師發展

日」，加強他們對國安教育的認識；下午則於

校內舉行研討會，主題圍繞討論對上午講座的

回應及如何在校內推動國安教育。 

 

• 此外，在 2022 年7月 15 日，中心與賽馬會官立

中學、將軍澳官立中學及荃灣官立中學合辦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學與教 檢視各學科的學材和教材 • 各學科於課程設計方面均引入國家安全教育元

素，加強學生對國家認同感。設計與科技科，

教師教授以榫卯方式製作手機座，同時，播放

有關中國傳統工藝的短片。音樂科教師為中四

及中五學生播放中樂及戲曲的視訊。科技與生

活科為初中學生提供針黹及縫紉課程，並以端

午節為題材，製作布藝糭，同時，向學生介紹

中國菜餚及食材。視覺藝術科則在初中提供中

國書法及國畫工作坊。 

 

• 在2021年12月，科主任已檢視組員的學材及教

材，落實現存的校本工作紙及材料審視機制，

並加強關注可能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或材

料。各科主任全年檢視科組的學材及教材是否

已符合《國安法》和《基本法》；並且在第七

• 校本課程繼續以滲透式教學

法，向學生傳遞中華傳統的元

素，以及國家安全教育信息。

在認知層面，學生對所教課程

內容有所認識；從學生參與課

堂活動的投入程度及所遞交的

習作質素，反映學生在情感及

實踐層面亦有所進益。至於課

程規劃方面，各科亦能全面照

顧學生在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的需要，包括「了解科技的

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與及

認識使用科技時的安全措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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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次教職員會議中，請各科教職員將所用的學材

及教材交給科主任，由科主任再次審閱後，交

由校方管理層中央存檔。 

 

• 教師在處理教學時，採取滲透式教學法，以

「文化安全」為切入點，於各學科組全年推廣

中國文化及科技；中心亦於校園內展示有關中

國文化的壁報板，讓學生多了解國家多姿多彩

的一面，藉以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興趣，

以及提高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如視覺藝

術科的「中國近代水墨大師」，介紹常玉、徐

悲鴻、趙無極、林風眠等；「惟妙惟肖： 動物

繪」介紹國畫繪畫動物技巧 ；而「中國色彩知

多少」則介紹國畫用色的類別。 

 

學生訓輔

及支援 

協助各學科組引入國家安全教

育元素 

• 舉辦相關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加強學生對國家

歷史和發展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 學生積極參與各學科組舉辦的

多元化活動，如「迎回歸25

載」問答比賽，共有80位學生

參與。此外，有93位學生在停

課期間為前線醫護及相關工作

人員設計感謝卡，表達學生對

他們無私奉獻的感激和敬意。

隨著疫情緩和，中心來年將舉

辦更多活動，幫助學生健康成

長。 

 

幫助學生成為守法的公民 • 落實現存的訓輔政策，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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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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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措施 施行概況 成效及反思 

幫助學生成為良好的國民 •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設置以國家安全教育

為主題的壁報板，如「認識國旗與國徽」、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 周年及國慶日」、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及短

片播放「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2022日」以及「維

護國家安全-守護我們的現在與未來」。 

 

• 設置「中華文化短訊站」，於小息期間播放有

關文藝的短片，讓學生從小接受國家藝術的薰

陶，例如：播放由香港電台製作《呼吸美學—

中國古畫賞析》，讓學生在感受視覺趣味外，

更希望增進他們對中國繪畫的了解和認識。 

 

• 學生能夠按照展板所提供的資

訊回答比賽的題目，對國家安

全的概念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重

要性有所認識；從學生所遞交

答題紙的表現，反映學生認識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中有關中央與香港特區的

關係，並且明白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隨著面授

課堂增加，中心來年將舉辦多

元化的活動，幫助學生更認識

國家。 

 

學生訓輔

及支援 

幫助學生成為良好的市民 • 中心已落實措施及流程，處理學生在校舉行涉

及政治宣傳的活動，確保學生的言行和日常表

現均符合中心要求和社會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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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繼續與九龍城區警民關係組保持良好溝通及協

作。當遇上突發情況，中心會繼續按照程序與

九龍城區警民關係組跟進或直接與警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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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體同事均清楚整個措施及流

程，來年將會在教職員會議中

再次闡述有關處理措施及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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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不適用 

其他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