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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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南華中學 

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學校行政 設「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工作小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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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收集老師意見 全學年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

安全教育」工作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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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老師意見 全學年 學校資源及財務管理

組、圖書館主任及負責

老師 

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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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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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收集老師意見 全學年 所有相關老師 -- 

人事管理 在校務會議向所有教職員清楚說明學校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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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教育局文件 

所有學校員工必須閱讀及簽署與學校工作相

關的通告及文件，包括有關國家安全的學校

行政及教育指引，以表示同意全部遵行。 

觀察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教育局文件 

深水埗



配合姊妹學校計劃交流活動，培訓學生領 袖

參與活動。 

參與活動學生回饋 全學年 學校推廣組老師 姊妹學校交流津

貼 

教職員培訓 繼續透過校務會議，提醒所有教職員留意政

府發放的相關資訊，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

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和意義等。 

觀察 全學年 校長及副校長 政府發放的相關

資訊 

安排教職員接受適當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例如由教育局舉辦的培訓課程，讓他們正確

了解《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提升他們

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統計教職員接受培訓

的資料 

全學年 教師專業發展組 

 

善用教育局提供

的培訓課程 

教育局培訓行事

曆 

學與教 

(詳見附件一) 

促進各學習領域推動「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

程」的發展 

參與學科的數目 全學年 課程發展組 

各學習領域統籌主任及

科主任 

教育局〈香港國家

安全教育課程框

架〉 

參與宗教及道德教育課程發展中心「宗教及

道德教育全校推展模式：校本價值教育框架」

計劃，培育學生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 

參與學科的數目 全學年 課程發展組 

各學習領域統籌主任及

科主任 

全體老師 

宗教及道德教育

課程發展中心「宗

教及道德教育全

校推展模式：校本

價值教育框架」計

劃 

設立監察機制：透過觀課及習作查閱，定期

檢視學與教的內容和質素，包括課堂教學和

教學資源，如校本教材、工作紙、測考試卷

等，確保學與教資源內容和質素符合國安法

要求。 

問卷 全學年 各科科主任 所有教材及測考

試卷 

學生訓輔及支援 安排專題講座：安排警民關係組到校舉行有

關「國安法」的講座。 

老師、社工觀察學生 

在活動中的表現 

學生問卷 

全學年 訓育組老師 警民關係組  

小童群益會 

中一/中二紀律訓練：透過步操訓練，培養學

生自律守規，並提升他們集中力及團體合作 

精神。推動國家安全教育活動，讓學生加深

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維護國家安全。 

恆常觀察學生表現 

持分者問卷及情意社

交套件調查數據 

出席率 

主辦機構之評估方法 

全學年 訓育組老師 外間機構 

更新先鋒計劃：參與懲教署主辦的一系列的

社區教育活動，如教育講座、面晤在囚人士

老師、社工觀察學生 

在活動中的表現 

全學年 訓育組老師 

輔導組老師 

懲教署 





組/圖書館/學習領域 負責人 資源運用 評估方法 成功準則 其他 / 備註
參考書、活動費用 參與學科

的數目

所有科目已按教

育局的規定和指

引實施計劃

不適用 參與學習

領域的數

目

九個學習領域已

經推行有關政策

教師專業發展組 教師專業發

展組

不適用 參與相關

培訓的人

次及時數

每位同事有參與

最少一個相關的

培訓課程

學校評估組

圖書館 圖書館主

任、相關科

主任及教師

添置圖書、獎品 購書數目 增購約50本與

「國家安全教

育」相關的書籍

中國語文教育 科主任及科

任

參考書、活動費用 1. 學生課

業表現

2. 舉辦活

動的數目

3.活動問

卷

1. 學生課業表現

反映正面價值觀

2.上、下學期各舉

辦一次活動

3. 活動問卷同意

率達60%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科學教育學

習領域統籌

主任及科主

任

不適用 參與學科

的數目

領域內四個學科

已經推行有關政

策

科主任及科

任

不適用 科學大使

早會分享

次數

全年共5次科學大

使分享

科技教育 科任老師 不適用 觀察 學生能對網上安

全有一定認識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

育

人文科老師 不適用 會議次數 按時召開會

藝術教育 音樂科老

師、視藝科

老師

不適用 觀察 學生能熟習、了

解國歌、運用於

詮釋設計上

科學教育

提升師生對國家認識的觀念 1. 增購認識國家歷史與文化的書籍。

2. 舉辦學生比賽活動(如閱書數目、問答比賽等)。

培育學生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讓學

生積累文化知識，認識中華文化的博

大精深，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

立文化自信，並培養對國家文化的保

護意識和能力。

1. 審視教材、教學資源，以符合國家安全教育的原則。

2. 透過教學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並明白愛護承傳中華文

化是國民應有的責任。

3. 透過舉辦各類語文活動，深化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提升學

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天主教南華中學

2022-2023「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有關學與教範疇工作計劃
甲：國家安全教育在學與教範疇上制定及推行的政策

策略 工作 / 項目內容

課程發展組 1. 促進各學習領域推動「香港國家安

全教育課程」的發展。

2. 培育學生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

1. 協助各學習領域制定「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及學與教

資源。

2. 統籌及協調各學習領域舉辦與「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學

與教活動(如參觀、考察等)。

專責小組、

各學習領域

統籌主任及

科主任1. 推動各學習領域統籌主任及科主任審視相關科目的教學及

學習材料、課業、試卷及圖書等。

2. 確保教師專業地按照既定課程的宗旨、目標、學生能力及

學習需要，嚴謹、理性、客觀而持平地處理教材。提升教職員踐國家安全的認識和了解 安排教職員接受適當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學習唱國歌和應有的禮儀，培養學生

尊重國歌；認識旗幟設計的象徵意

義。

1. 協助審視科學科、生物科、化學科和物理科的教學及學與

教資源。

2. 協調領域內各科目存檔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

教資源(存檔年期不應少於兩個學年)，以便學校管理層或教育

局有需要時查閱相應學習階段的資料。透過科學大使於早會分享科學範疇內與生態安全及資源安全

有關的知識。

於學校大電視及堂上 播放 網絡資訊真定假 影片。

1. 按學校規劃舉行會議。

2. 配合人文科舉辦活動。

1. 熟習國歌的旋律和歌詞。

2. 認識國歌的創作背景。

3. 培養尊重國歌的態度。

4. 設計理論時滲透知識。

1. 促進教學專業及建立學與教資源。

2. 提升學生對生態安全及資源安全的

了解。

提升同學對 安全瀏覽萬維網、

網上威脅及保安、保護私隱的方法的

認識。促進專業社群注意國家安全的概念和

重要意義。

附件一



體育 N.A. N.A. N.A. N.A. 本科暫未有列在

教育局在2021年4

月22日發出「國

家安全教育」課

程文件的科目

內。

不適用 參與學科

的數目

領域內兩個學科

已經推行有關政

策

不適用 涉及「國

家」的早

禱次數

全個學年5次或以

上

章節 / 課題 學習元素 範疇 學習元素 活動類別 內容 預算
中一 中一單元一《燕

詩》

讓學生對中國傳統的孝道觀

念作感性的體認和知性的認

識，探討其文化意義和人文

精神，並鼓勵他們在生活中

實踐出來。

一 了解國家重要的歷史事件、

政治演變、人物事蹟、民族

發展概況及社會文化面貌。

中二 中二單元三《愛

蓮說》

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的潔身

自愛品格，探討其精神意義

和人文精神，並鼓勵他們在

生活中實踐出來。

七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

(例如物質、制度、精神等

層面)及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是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

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中二 中二單元五《荀

巨伯遠的友人

疾》

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對首理

的追求，探討其精神意義和

人文精神，並鼓勵他們在生

活中實踐出來。

七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

(例如物質、制度、精神等

層面)及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是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

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中三 中三單元四《最

苦與最樂》

讓學生學會盡責，並鼓勵他

們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七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

(例如物質、制度、精神等

層面)及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是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

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中四 中四單元四《論

仁論孝論君子》

讓學生對中國傳統的孝道觀

念作感性的體認和知性的認

識，探討其文化意義和人文

精神，並鼓勵他們在生活中

實踐出來。

七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

(例如物質、制度、精神等

層面)及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是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

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廣泛閱讀 中國語文課程建議的參考書

籍目錄，其中包括文化類的

書籍。通過廣泛閱讀，讓學

生對中華文化有更全面的認

識。

學生報告及紀錄

冊能反映其中華

文化的理解。

宗教教育

科目

中國語文 經典範文閱

讀

1. 透過閱讀、瀏覽經典範文

相關網頁和短片、匯報、分

享、評述。

 2.古今名作（童蒙讀物，文

學經典等）包含了中華文化

的豐富內涵：語言文學、歷

史人物、文化制度、倫理道

德、生 活風尚、思維方

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

等。學生透過閱讀、瀏覽經

典範文相關網頁和短片、匯

報、分享、評述、 寫作等

學習活動，積累文化知識，

認識中華文化特質。

學生課業能反映

其對中華文化的

理解

1. 促進教學專業及建立學與教資源。

2. 提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級別
科目課程

1. 協助審視宗教科及生命教育科的教學資源。

2. 協調領域內各科存檔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教

資源(存檔年期不應少於兩個學年)，以便學校管理層或教育局

有需要時查閱相應學習階段的資料。

透過早禱及課堂祈禱，讓學生明白國民身份的程要和國民/公

民責任。

乙：各科在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框架及學與教活動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學與教活動
成功準則 其他 / 備註

宗教科老

師、生命教

育科老師

N.A. N.A.



中五 中五單元七《詩

三首》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豐富

學生的文 化知識、提升文

化素養，承傳中華文化的優

良傳統， 培養維護文化安

全的意識和能力。

一 了解國家重要的歷史事件、

政治演變、人物事蹟、民族

發展概況及社會文化面貌。

中五 中五單元九《出

師表》

讓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的忠君

愛國思想，探討其文化意義

和人文精神。

七 了解國家優秀的文化傳統

(例如物質、制度、精神等

層面)及認同維護文化安全

是維繫國家、民族團結和國

家穩定的重要基礎。

中六 中六單元十二

《詞三首》

透過閱讀文學作品，豐富學

生的文 化知識、提升文化

素養，承傳中華文化的優良

傳統， 培養維護文化安全

的意識和能力。

一 了解國家重要的歷史事件、

政治演變、人物事蹟、民族

發展概況及社會文化面貌。

普通話 中一、中二 滲透式學習 語言的學習 - 學習語言文字

，理解其背後的文化

特質，加強學生的文化認同

感。

一 因應文化範疇的學習目標和

內容，協助學生認識、繼承

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

化，以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1. 比賽   2.參

觀  3. 交流活

動

1. 普通話朗誦比賽

2. 文化參觀

3. 交流團

活動費用 完成活動，分享

成果。

與中文科協作

英國語文

數學

中一 單元2 水 1. 明白水循環的重要性。

2. 了解水的淨化及食水進一

步處理的方法。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

國家安全的十三個範疇

(如：生態安全、資源安

全)。

參觀活動 安排學生參觀「水知園」教

育中心，讓他們認識香港的

食水來源（郊野公園集水區

及東江水）及明白節約用水

的重要性和方法。

合共

$4,500

超過60各學生參

加活動活動。

與地理科協作

中三 單元12.4 膳食與

健康

1. 認識食物金字塔及能量

值。

2. 明白均衡膳食的重要。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

國家安全的十三個範疇

(如：資源安全)。

科學探究 1. 研究保存麵包的方法(食

物保存)。

2. 懂得珍惜地球資源，不會

浪費食物(愛德)。

$1,000 學生能找出三種

或以上保存麵包

的方法。

生物 中五、中六 VI. 應用生態學

c. 保育

1. 了解保育的需要。

2. 明白保持生物多樣性的重

要性。

3. 認識本地和內地的保育措

施。

4. 明白保育對社會經濟和生

態環境的關係。

5. 明白個人在保育的責任。

七 了解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

影響和責任，明白可持續發

展的需要，認同維護生態安

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和新

型領域安全（生物安全）的

必要性。

參觀活動 安排學生參觀「海下灣」，

讓他們認識本港在生態保育

上的工作，並明白維護生態

安全。

$8000 修生物的同學均

參加。

中國語文

科學

語文活動 �1. 增加學生在語文、歷史、

文化學習的經驗，有助提升

學習興趣，增進對中華文化

的深入了解，例如讓學生參

加「詩 情畫意」古詩書簽

設計比賽、經典名句學習活

動和比賽等。 �

2.  配合課程宗旨和目標，

設計適切的自學活動，讓學

生積累文化知識，鞏固所

學。

80%同學參與活動



化學 中四 第20.1章 主要的

能源 ─ 化石燃料

1. 描述化石燃料如煤、石油

和天然氣的來源。

2. 辨認由燃燒化石燃料所引

起的污染。

3. 評估使用化石燃料對我們

生活質素和環境的

影響。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

國家安全的十三個範疇

(如：生態安全、資源安

全)。

參觀活動 安排學生參觀「中華電力低

碳能源教育中心」，讓他們

了解如何運用低碳能源來應

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合共

$3,000

超過20各學生參

加活動活動。

與物理科協作

物理 中五 4冊第5課 電磁感

應

1. 認識感生電動勢。

2. 明白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

與感生電動勢的關係。

3. 明白電磁感應的應用和發

電機。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

國家安全的十三個範疇

(如：生態安全、資源安

全)。

參觀活動 安排學生參觀「中華電力低

碳能源教育中心」，讓他們

了解如何運用低碳能源來應

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合共

$3,000

超過20各學生參

加活動活動。

與化學科協作

電腦 中三 資訊和通訊科

技

(K16) 資訊處理

及演示

 -搜尋特定資訊的技巧，並

使用進階搜尋功能優化搜尋

結果

- 安全瀏覽萬維網的需要及

其良好實踐方法

- 促進討論或交換意見的社

交工具

- 從用戶角度認識互聯網可

能存在的保安威脅

- 討論網上潛在的私隱威脅

，並建議保護私隱的方法

七 通過不同的渠道接收、編寫

或轉發資訊時，能夠慎思明

辨，以理性、持平及採取多

角度去解讀媒體信息。

網頁瀏覽 檢視各種網站的網址如是否

有使用https, 網頁是否可靠,

wifi 加密方法, 不同的搜索

技巧。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五 單元 E 資訊及通

訊科

技對社會的影響

網上威脅及保安。 七 以理性、多角度和慎思明辨

的態度，分析資訊的可信性

和真確性，提高維護國家安

全與守法的意識。

網頁瀏覽 閱讀真實個案 如 傳播假資

訊的真實個案, 假網站。 電

子銀行運用的安全方式。



設計與科技 中一 營運和製造

(K5)工具及儀器

(K6)製造過程

在工作環境的安全管理措施

（即安全、規則和規例、安

全守則）。

七 了解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對社

會文化的影響，認識使用科

學與科技時的安全措施。

網頁瀏覽 1. 示範安全使用工具及儀器

2. 討論知識產權的價值和可

行的保護途徑

3. 正確及安全地按不同物料

和科技部件的需要去選擇適

當的手工具、機器和設備

4. 學生在學習「工具及儀

器」及「製造過程」相關課

題時，透過課堂學習及模型

製作活動，學習安全使用工

具及儀器，了解在設計、生

產和銷售產品時所面對的限

制和考慮，並須確保工序符

合法律、道德、安全要求，

從而了解科技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不當使用科技的危害

，可能引致對國家和社會帶

來負面影響；這些都是科技

人才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

和態度。

不適用 1. 學生能正確及

安全地使用工具

及機器

2. 意外少於三宗

家政 中一 健康飲食 1. 認識食物裏的營養素。

2. 明白健康飲食金字塔結

構。

3. 知道均衡飲食的的方法。

一 1.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

及國家安全的十三個範疇

(如：資源安全)。

講授、烹飪

示範/實習

1. 製作健康食品的方法。 不適用 學生能品嘗健康

食物。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

論
中四至中六 香港的營商環境 分析香港的經濟發展近況及

特徵

 1. 在教授「香港的營商環

境」課題時，從《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的發展帶出香港與

內地的經貿關係十分密切。

 2. 透過學習以上課題，學

生了解特區政府在維護經濟

安全中扮演的角色，明白內

地與香港的經濟唇齒相依，

不可分割，如不維護國家經

濟安全，兩地就不能達致共

同推進發展、互惠互利的目

標。

一 通過舉例〔例如「一帶一

路」倡議、中美貿易衝突〕

明白國家參與國際事務面對

的機遇與挑戰。

1.分組討論及

匯報。 2.進

行網上學習

活動。

1. 分析有關「中美貿易衝

突」的資料，了解事件對內

地與香港經濟的影響，包

括：對國家經濟安全帶來的

挑戰與機遇、對香港經濟發

展帶來的挑戰，從而明白維

護國家及香港經濟安全的重

要性。 2.安排學生瀏覽「一

帶一路」倡議的香港專網，

讓學生了解倡議實施的背景

及內容，從而明白中國在複

雜多變的國際營商環境下，

透過倡議推動橫跨亞洲、歐

洲和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政經及人文領域合作，並促

進相關國家的共同發展，了

解香港在中國的重要發展策

略的角色，以及香港作爲

「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節

點和首選平台，能有助聯繫

內地與其他「一帶一路」國

家和地區，學生更能明白內

地與香港的緊密關係，以及

共同維護兩地經濟安全的重

要。(參考資料：一帶一路

‧ 香港

https://www.beltandroad.gov.h

k/work_tc.html)

N.A. 完成活動，分享

成果。



中國歷史 中一至中六 初中: 九個歷史時

期

高中: 按DSE課題

在各個歷史時期中，以「政

治演變」為經、以「文化特

色」及「香港發展」為緯。

「政治演變」內容:認識秦

朝大一統措施（例如建立中

央及地方政制、對外用兵、

國防和經濟建設等）及影響

丶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石窟

藝術認識中外文化交流概

況、認識宋末皇室與中原人

士的南來、香港經濟發展的

概況、明代都城的建築特色

及其與明代國勢張弛的關係

丶清中葉以來列強入侵中國

的歷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抗日戰爭爆發及香港淪陷的

概況丶 1950-1970 年代的外

交政策的演變及改革開放以

來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及地

位等.

一

及

七

學生透過建構歷史知識，了

解中國政治歷史的面貌與治

亂因由，社會和民族的發展

狀況與演進關鍵，並掌握歷

史與文化的承傳變化，培養

其對國家觀念、國民身份和

文化承傳與變化等政治安全

及文化安全等國家安全概念

的認同。

課堂活動丶

工作紙

課堂活動: VR參觀活動、海

報設計、閱讀工作紙、課堂

討論等活動

超過70%同學完成

活動

部分活動與歷史

科協作

歷史 中一 香港主要民系與

姓族

1. 了解早期在香港地區生活和定居的人
由什麼人組成？他們如何在香
港地區生活？ 香港有什麼傳統節慶？這些傳統
節慶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概念和重要

的意義(如：國家觀念、國

家安全等)。

參觀活動 1. 安排學生參觀圍村，讓他

們認識五大姓族的起源。

合共

$4,500

超過20位學生參

加活動

與中史科協作

中一 水的煩惱 中國的主要河流位置; 中國

的水循環在過去數十年現

象; 可如何解決各種水問

題。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

國家安全的十三個範疇

(如：生態安全、資源安

全)。

參觀活動 1. 安排學生參觀「水知園」

教育中心，讓他們認識香港

的食水來源（郊野公園集水

區及東江水）及明白節約用

水的重要性和方法。

合共

$4,500

超過60各學生參

加活動活動。

與科學科協作

中二至中六 農業、中國鋼鐵

業、珠江三角洲

區域研究

學生必須學習有關國家的地

理知識，例如區位、國土與

國界、地勢及資源等。

一至

七

透過學習不同議題，讓學生

先瞭解中國及其他不同國家

/地方的地理環境作為研習

基礎，從而明白人類活動與

環境的相互關係，使他們瞭

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認

同維護國土安全、生態安

全、資源安全等的必要性。

課堂講授 研習與國家地理相關的課題

(例如環境保育、農業科技

等)，認同國家發展的重要

性。

不適用 學生課業能反映

其對國家地理知

識的理解

經濟 中五 中央銀行的功能 認識中央銀行的功能在香港

如何運作。

七 認識國家安全法。 課堂講授 研習與經濟安全相關的課題

(例如經濟危機、貿易爭端

等)，認同維護經濟安全的

重要性。

小測 學生在小測的表

現。

地理



通識 中六 全球化 各國經濟體系的互相依存和

國際經濟 組織合作；跨國

企業的發展、全球勞動 及

金融市場的融合；新經濟發

展對個人 （消費及就

業）、香港及國家發展的影

響

八 國家安全與人權、自由、法

治的關係

1.人權和自由

2. 國家安全的法治保障

3. 憲法與國家安全

4. 威脅和風險

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中四 主題一

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

課題一「一國兩制」的 內

涵和實踐

課題二 國家情況與國民身

份認同

課題三 香港社會的多元文

化特徵

一至

八

一至八所有範疇 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中五 主題 2：改革開放

以來的國家

課題一 人民生活的轉 變與

綜合國力

課題二 國家的發展與 香港

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課題三 參與國際事務

一至

八

一至八所有範疇 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中一 核心單元（二十

二）: 我和香港政

府

1. 「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基

本法中有關中央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關係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決

策過程：輸入、決策、輸

出、回饋（透過個案研究展

現出來）

3.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及相關發展

4. 邁向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對香港社會發展和民主進

程的意義、重要性和影響

5.  香港選舉的公平和廉潔

程度，以及這程度與政治發

展的關係

一

二

1.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

及國家安全的十三個領域

(如：國土安全、政治安全)

2. 認識《憲法》的地位及其

與《基本法》的關係，明白

《香港國安法》無損香港居

民的權利和自由

3. 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

《基本法》中有關中央與香

港特區的關係，當中包括中

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規定

4. 明白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

，根據《憲法》和《基本

法》，中央有權直接處理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務，以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然有憲

制責任就《基本法》第二十

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公民與社會發展

生活與社會



單元 23：維護社

會核心價值

-  指出香港的核心價值；

- 指出對自由發表意見的權

利保障和規限；

- 說明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

的現況；

- 辨識各界對自由發表意見

的重視程度；

- 指出量度貧富差距的指標

和描述轉變趨勢；

- 分析貧富差距大小對本港

的影響；

- 辨識各界對縮減貧富差距

所作出的努力和面對的限制

八

六

1. 了解主要法治原則，明白《憲法》和 《基本法》如何保障香港居民的權利 和規範他們要遵守的義務 • 了解所有的權利和自由並非全無限 制，享用權利和自由亦同時附有責任 • 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如何規範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2. 明白有關「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 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 具體規定，以及有關規範對維護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核心單元（十

三）：香港的經

濟表現

1. 量度香港經濟表現的指標

，包括居民的平均工 資、

失業率及本地生產總值

2. 這些指標在過去十多年的

變化和趨勢

3. 香港經濟高度外向型和開

放的特徵，令本港的經 濟

起伏與內地及海外發生的事

件有密切關係

4. 政府在穩定和發展香港經

濟兩方面的角色

5.  政府干預經濟活動的利

弊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國家安 全的十三個領域(如：經濟安全)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核心單元（十

八）：國際金融

中心

1.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2. 國際金融中心的特徵

3.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原因

4.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香港

經濟及民生的影響

5.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的重要性、面 對

的挑戰及出路

一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國家安 全的十三個領域(如：經濟安全)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中二

中三

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十

五）：中國的經

濟概況

中國的宏觀經濟

-  衡量國家經濟的發展水平

-  比較國家和其他已發展國

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

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per capita GDP） 及其他

指標

- 三次產業的定義

-  衡量第一、第二和第三產

業的相對重要性

- 比較他們的總產值和就業

人員數

一 • 認識國家安全的定義和涉及國家安 全的十三個領域(如：資源安全)
• 具備對國家和世界歷史和議題（例如 殖民擴張、局部戰爭、恐怖主義）的 基本認識，從而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 性
網上比賽 外界機構 每級超過30學生

參加活動活動。

視覺藝術 中五至中六 設計課題 從視覺元素與組織元理方面

，了解旗幟的設計意念。

一 協助學生認識、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以維護國家文化安全。N.A. N.A. N.A. 學生在詮釋設計

上能作依據

音樂 中一至三 國歌 1. 熟習國歌的旋律和歌詞

2. 認識國歌的創作背景

3. 培養尊重國歌的態度

一 認識代表國家的國歌，熟習

歌詞及旋律及培養尊重國歌

的態度

課堂教授及

聆聽

學生能熟習及尊重國歌 不適用 反思熟習、了解

國歌

體育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本科暫未有列在

教育局在2021年4

月22日發出「國

家安全教育」課

程文件的科目

內。

宗教/倫理 中四 社會的我 1. 認識自己社會身份的重要

性。

2. 體會自己的生命是神聖和

尊貴的。

3. 欣賞那些在人生路途上能

跨越困難的人，並願意效法

他們。

八 1.  掌握有關法治的概念、

原則及基礎知識，進而探討

和反思法治對國家、社會和

個人的重要性

2. 明白在行使個人權利時，

必須尊重和保障其他人的權

利，推動他人守法和尊重法

治

課堂討論及

反思

課堂上講解的過程中滲透 不適用 學生課堂上能有

所反思

倫理與宗教 中四 納稅的問題

(谷12:13-17)

1. 認識羅馬政府的管治方

法。

2. 了解納稅背後的意義。

3. 明白公民責任的重要性。

八 1. 掌握有關法治的概念、原

則及基礎知識，進而探討和

反思法治對國家、社會和個

人的重要性

2. 明白在行使個人權利時，

必須尊重和保障其他人的權

利，推動他人守法和尊重法

治

課堂討論及

反思

課堂上講解的過程中滲透 不適用 學生課堂上能有

所反思

中三

生活與社會



生命教育 中一至中六 自我認識/ 個人目

標訂立/ 生涯規劃/

正向思維

培育學生正面態度和正向價

值觀，建構積極人生觀。

一 於相關課題中加強學生的國

民身份認同感，對祖國抱有

更加正面的態度，明白愛護

承傳中華文化是國民應有的

責任。

課堂討論和

反思

課堂上講解的過程中滲透 不適用 學生課堂上能有

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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