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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BUREAU CIRCULAR MEMORANDUM NO. 26/2021 

 

From :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 Head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Ref. : EDB(CD/MCNE)/ADM/55/3/14(6)   

Date : 5 March 2021   
    
(Note : This circular memorandum should be read by heads and teachers of al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2021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SUMMARY 

 

      This circular memorandum aims to infor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f the suggest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consolidat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as well as the new 

territory-wide student activities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this year to assist schools in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NSE). 

 

DETAILS 

 

2.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dopt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1 July 2015 and Article 14 stipulates 15 April every year 

as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to strengthen nationals’ awareness and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3.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Hong Kong since 30 June 2020.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constitutional dut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also the common obligation of all Hong Kong residents. It is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schools to implement NSE, which is part of, and inseparable from, 

national education. The fundamentals of NSE are to develop in students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untry, an affection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an awareness of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so that students will develop into good citizens who have a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abide by the law. For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and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related to NSE in school curriculum, please 

refer to the EDB Circular Memorandum No. 2/2021; for related guidelines o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EDB Circular Memorandum No. 

3/2021. 

 

4.     The EDB issued “Commemorat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nd Programme Highlights” (EDB Circular 

Memorandum No. 144/2020) on 14 September 2020 recommending that schools 

arrange learning activities on 15 April every year to complement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Basic Law and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to foster student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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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o facilitate schools to arrange appropriate school-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the EDB has consolidated the suggest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NSE (Annex 1) and an example of key speaking points (applicable to morning assembly, 

class teacher session, etc.) (Annex 2) for schools’ referenc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EDB organises the “School Bulletin Board Design Competit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2021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Day Online Quiz Competition” (Annex 3 and Annex 4)*. 

 

 

ENQUIRY 

 

6.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he Moral, Civic and National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EDB 

at 3698 3173 or 3698 3187.   

 

 

 

 

Ashley Leung 

fo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cc: Heads of Sections – for information 

 

                                                           
*
 The annexes are available in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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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學與教活動建議 

 

�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 
 

- 升掛國旗和區旗時，教職員和學生必須保持肅立和舉止莊重，奏唱

國歌時要遵守相關的禮儀，以示對國家的尊重及展現他們作為國民

的良好素養。  

- 對於非中國籍的教職員和學生，奏唱國歌時遵守相關禮儀，是尊重

身處國家的表現。  

- 就展示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應注意事項和課程資源，

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9/2020號。  
 

� 就就就就國家安全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國家安全教育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校本校本校本校本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動 
 

- 透過早會／班主任課講解「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意義（講解重

點舉隅見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 於早會／班主任課／小休時段／其他合適時間播放「國

家 安 全 • 你 我 要 知 」 有 聲 繪 本

(https://emm.edcity.hk/media/1_tjh0ht5c)。  

- 透過不同學習領域／科目課程和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的課堂，講

解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學習元素。  

-   於學校壁報板簡介《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意義和主要內容。  

- 學生就國家安全的不同領域，例如生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

網絡安全等國家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進行資料搜集／專題

研習或分享。  

- 舉辦以「國家安全」為主題的班際／級際比賽，例如國情知識問答、

壁報設計、海報設計和標語創作等比賽。  
 

� 參加政府或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參加政府或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參加政府或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參加政府或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國家安全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國家安全教育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參加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的「國家安全校園壁報設計比賽」和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附附附附錄錄錄錄三三三三和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四四四四）。  

- 瀏覽相關網頁：  

�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www.nsedhk.com 

� 維護國家安全：

www.isd.gov.hk/nationalsecurity/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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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講解重點講解重點講解重點講解重點舉隅舉隅舉隅舉隅 

（（（（適用於早會適用於早會適用於早會適用於早會／／／／班主任課等班主任課等班主任課等班主任課等）））） 

 

�  今天想跟大家談談「安全」。對於「安全」，大家會聯想到甚麼？食物

安全？家居安全？試想想，如果沒有道路使用者守則，我們過馬路時

安全嗎？我相信大家都喜歡在安全的環境生活和學習，因此「安全」

在我們生活是不可缺少的。  

 

�  同一道理，國家安全是十分重要的。為維護國家安全，同時確保香港

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的長期繁榮穩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0

年 6月 30日刊憲公布《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今天（4月  15日）

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我想藉此機會跟大家談談國家安全的重要

性，以及國家安全與我們、香港和國家發展緊密相連的關係。  

 

�  國家安全是甚麼？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涉及人民

及國家的整體利益。國家安全涵蓋不同領域，例如生態安全、經濟安

全、文化安全、網絡安全等國家安全體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關乎國

家的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

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  國家安全看似遙不可及，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全球多個國家/地區都

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特定執行機構，這是每一個負責任政府不可

推卸的責任，香港自不例外。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法治，是香港社會

持續發展的基石，讓居民安居樂業，令營商和投資環境更趨穩定，提

升本地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未來的信心，經濟發展的前景更為遠大廣

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每位負責任的國民必須共同

履行的義務，因此我們應盡責任了解及遵守《香港國安法》。  

 

� 「安全」是人類一項重要的基本需求，我們既要努力追求自身安全，

亦需維護香港和國家的安全。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責任，也是所有香港居民的共同義務。我希望在今天這個別具意義的

日子，同學能明白國家安全對我們、香港以至國家的重要性，並把握

每個認識國家安全的機會，盡公民義務合力守護國家安全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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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校園校園校園校園壁報設計比賽壁報設計比賽壁報設計比賽壁報設計比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比賽旨在透過以「國家安全」為主題的壁報創作，鼓勵學生發揮創意，

提升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並了解國家安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以及其

對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重要性。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  小學組：小三至小六學生  

-  中學組：中一至中五學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  小學組：「國家安全與日常生活」  

� 就以下其中一個範疇，製作一面校園／課室壁報，展示國家安全

與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 《基本法》的國家安全元素  

� 《香港國安法》  

�  國家安全其中一個或多個主要領域1 

 

-  中學組：「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 就以下其中一個範疇，製作一面校園／課室壁報，展示國家安全對

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重要性：  

� 《基本法》的國家安全元素  

� 《香港國安法》  

� 國家安全其中一個或多個主要領域2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  學生須以隊制形式參賽，每隊三人，其中一人為隊長。每名學生只限

參加一隊。  

-  每隊須由一名教師擔任指導，每名指導教師可兼任多於一隊。  

-  每隊只限提交一份作品；每所學校最多提交 10 份作品。  

-  作品形式及要求見下頁（《比賽細則》）。  

                                                           

1
 根據《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國家安全的主要領域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及新型領域安全。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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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比比賽細賽細賽細賽細則則則則 

 

第一輪評審第一輪評審第一輪評審第一輪評審：：：：參賽隊伍參賽隊伍參賽隊伍參賽隊伍在校內在校內在校內在校內製作製作製作製作壁報壁報壁報壁報【【【【如如如如因應因應因應因應情況情況情況情況，，，，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未能未能未能未能安安安安排排排排學學學學

生在校內生在校內生在校內生在校內製作製作製作製作壁報壁報壁報壁報，，，，參賽隊伍可參賽隊伍可參賽隊伍可參賽隊伍可先先先先提交意念草圖提交意念草圖提交意念草圖提交意念草圖】】】】 

 

在本輪評審，參賽隊伍須就所屬組別的主題所選取的範疇提交作品，包

括製作壁報／意念草圖及構思說明。  

  

作品形式要求：  
 

-  按壁報板大小製作壁報或設計意念草圖。意念草圖須為 A3 大小（297 

mm ｘ  420 mm）。  

-  壁報可以以平面或立體製作。意念草圖須為彩色平面設計，繪畫方式

及工具不限，手繪或電腦設計均可。  

-  壁報／意念草圖如包含文字，須使用中文或英文。  

-  壁報圖片／意念草圖須為參加者原創及從未公開發表。  

-  壁報圖片／意念草圖須掃描後以電子檔案提交，解析度不少於

300dpi。  

-  每份作品須附以中文說明的壁報構思，說明不多於 100 字（不計算標

點符號）。  

 

提交作品：  
 

-  學校須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五）或以前，透過下列網址或二維

碼，於網上填妥參賽表格和上傳作品，包括壁報圖片／意念草圖及構

思說明。  

 

小學組小學組小學組小學組：：：： 

https://bit.ly/2Nbgubd 
 

 

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中學組：：：： 

https://bit.ly/3amc9uG  
 

 

-  提交作品時，須同時上傳壁報圖片／意念草圖（須為 BMP/ JPEG/ 

PDF/ PNG/ TIFF格式）及構思說明的電子檔案（須為 Word格式），

檔案內包括組別、學校名稱、參賽主題和範疇、參賽學生姓名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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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指導教師姓名。  

-  每份壁報圖片／意念草圖及壁報構思說明的電子檔案名稱，須包括學

校中文名簡稱、隊長的中文姓名，例如：  

「杏壇中學陳一心 .doc」／「杏壇中學陳一心. jpg」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輪評審輪評審輪評審輪評審：：：：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到校評審到校評審到校評審到校評審校園校園校園校園／／／／課室課室課室課室壁報壁報壁報壁報 

 

經第一輪評審而入圍而尚未製作壁報的隊伍，須根據已呈交的壁報意念

草圖及構思說明，在指定日期內完成製作一面校園／課室壁報。  

 

評審評審評審評審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  比賽設有評審委員會，按參加隊伍提交的作品進行第一輪評審，在中

小學組各選出一定數量隊伍進行第二輪評審。入圍隊伍的數目，將視

乎評審結果而定。  

-  評審委員會成員將會到入圍隊伍所屬學校進行第二輪評審，包括審視

壁報及聆聽參賽學生的講解，並就壁報設計向參賽學生提問及進行交

流。  

-  第一輪和第二輪的評審準則如下：  

 

第一輪評第一輪評第一輪評第一輪評審準則審準則審準則審準則：：：： 

-  內容表達（50%）  

-  創意設計（30%）  

-  美術技巧（20%）  

 

第二輪評審第二輪評審第二輪評審第二輪評審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  內容表達（40%）  

-  創意設計、美術技巧及壁報完整度（30%）  

-  講解及應對（30%）  

 

-  評審委員會所作的評選結果為最終決定。  

 

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  中小學組各設冠、亞、季軍、優異獎及「積極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學校

獎」。  

-  得獎學校將獲頒獎盃；得獎學生獲發紀念獎狀及獎品。  

-  如參賽學生已參加教育局的「《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

成功提交作品可獲一個積點，獲得個人獎的學生可多獲一個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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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程比賽日程比賽日程比賽日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 2021 年 3 月 26日  

（星期五）或以前  

學校透過指定網址或二維碼，於網上填妥

參賽表格及上傳作品。  

2. 2021 年 4 月 15日  

（星期四）  

於教育局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網站

(www.edb.gov.hk/cd/mcne)「最新

消息」公布入圍隊伍名單。入

圍隊伍所屬學校將獲專函通

知。  

3. 2021 年 5 月 14日  

（星期五）  

入圍隊伍【只提交草圖隊伍】完成課室壁

報。  

4. 2021 年 5 月 17日  

（星期一）至  

6月 11 日（星期五）  

評審委員會成員到入圍隊伍所屬學校進行

評審。教育局將與學校協商訪校日期，並

通知有關安排。  

5. 2021 年 6 月 30日  

（星期三）  

於教育局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網站

(www.edb.gov.hk/cd/mcne)「最新

消息」公布得獎名單。得獎隊

伍所屬學校將獲專函通知。  

6. 容後公布  舉行頒獎禮。  

 

得獎作品用途得獎作品用途得獎作品用途得獎作品用途 

 

-  參賽及得獎作品將有機會製作成推廣資源，例如海報、文件夾，並上

載至教育局相關網頁及社交平台，與不同持份者分享。  

 

參參參參賽賽賽賽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  本局保留隨時修正、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如有變動將於教育局德

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網頁公布。  

-  本局保留更改獎項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  作品一經提交，不可修改及不獲退還。  

-  作品的提交時間以本局的電腦伺服器上顯示的日期和時間為準。  

-  參與學校須確保其參賽作品的資料和內容配合課程宗旨和目標，不會

含有淫褻、粗言穢語、暴力、誹謗等成份，亦不會違反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法律，否則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  所有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的原創作品，並從未公開發表，亦無侵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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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版權或任何權益，否則由此引起的爭議由參賽者自行負責，並有機

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如有需要，本局可能會要求參賽者提供合法授權

的書面證明。  

-  教育局有權拒絕任何作品參賽或取消其參賽資格而毋須作出解釋。  

-  教育局有權將參加者提交的作品（包括學校名稱）全部或部分內容作

非牟利用途，並有權修改、翻譯、改編、使用、複製、派發及上載至

互聯網， 而毋須事前取得參加者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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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4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網上問答比賽網上問答比賽網上問答比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比賽旨在提升學生對《憲法》與國家安全的認識，加強學生認識法治和

國情，明白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了解國家安全與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以及其對個人、社會及國家的重要性。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  小學組：小一至小六學生  

-  中學組：中一至中五學生  

【備註：曾參加其他比賽的學生仍可參加是項比賽。】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  比賽採用網上問答形式進行，每校參賽人數不限。  

-  參賽學生須於 2021年 4月 12日（星期一）至 4月 19日（星期一），

上午 8:00 至下午 6:00 3，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以下網站作賽。  

 

小學組網址：  

www.edcity.hk/national-security/pri   

中學組網址：  

www.edcity.hk/national-security/sec 

 

-  每名學生只可參賽一次，須回答 15 條題目，限時 10 分鐘。比賽以參

與率高、準確度高及答題時間短為準則。  

-  若學生重複參賽，大會將會取消其參賽資格。  

-  比賽不設上訴機制。  

 

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  學生參與率最高的首 30所學校將獲得「最積極參與學校獎」及獎品；

若參與率相同，則比較平均得分和答題時間，以定出獲獎學校。  

-  參加的學校及學生將獲紀念獎狀。  

-  每組設有個人獎，包括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以準確度高及答題時

間短為準則）。  

                                                           

3 香港教育城提供的資訊科技支援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 8:00  至下午 6:00。星期日未有提供有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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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參賽學生已參加教育局的「《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

可獲一個積點，獲得個人獎的學生可多獲一個積點。  

 

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 

 

-  參加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的學校，請於 2021年

3 月 22 日（星期一）至 4 月 9 日（星期五），以香港教育城校長、教

師或學校戶口管理人戶口登入香港教育城網站（www.edcity.hk/national-

security/reg），按指示填妥及提交「報名表格」（只有中文版）。  

-  學校請於遞交「報名表格」前核對所輸入的資料，確保正確無誤。  

-  學校請於報名前確認已完成更新本年度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並於比

賽前將帳戶資料派發予學生。有關詳情，可聯絡學校的負責老師或資

訊科技統籌主任。若需進一步協助，請與香港教育城聯絡。  

 

比比比比賽賽賽賽日程日程日程日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2021 年 3 月 22 日（星

期一）至 

4 月 9 日（星期五） 

學校透過香港教育城網站填交報名表格填交報名表格填交報名表格填交報名表格 

香港教育城網站：  

www.edcity.hk/national-security/reg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

期一）至 

4 月 19 日（星期一）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網上問答比賽網上問答比賽網上問答比賽 

小學組網址：  

www.edcity.hk/national- security/pri   

中學組網址：  

www.edcity.hk/national-security/sec  

2021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三） 

公布公布公布公布 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網上問答比網上問答比網上問答比

賽賽賽賽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於教育局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網站

(www.edb.gov.hk/cd/mcne)「最新消息」公

布。得獎學校及學生將獲專函通知。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  一般查詢，請致電 3698 3173 或  3698 3187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德

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聯絡。  

-  如對香港教育城戶口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624 1000 或電郵至  

info@edcity.hk與香港教育城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