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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明年起須升掛國旗
培養本港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2021 年 10 月 13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昨日，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發出通告，就國旗和國徽認知納入中小學教育，
以及學校升掛國旗和區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事宜提供最新指引，包括相關課程資源和支援措施的資訊。最新指引明確，由
明年 1 月 1 日開始，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必須於每個上課日、元旦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和國慶日升掛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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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升掛國旗日子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 5 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 4 元人民幣

每個上課日
元旦日(1 月 1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7 月 1 日)
國慶日(10 月 1 日)

全港中小學明年起須升掛國旗。圖為今年國家安全教育日，教聯會黃楚標學校舉行升旗禮。 記者 崔俊良攝

教育局提供指引及資源
當天，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其社交專頁貼文強調，
國旗和國徽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在學校升掛國旗及
舉行升國旗儀式，除了是經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
例》的規定之外，亦是學校教育的重要部分，相關教
育和活動能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國民身份認同和弘
揚愛國精神，亦能引導他們學習中華文化、中國歷史
和國家的發展，更能加強學生對尊重、禮儀、紀律和
團結合作等生活態度的重視。
楊潤雄指出，《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已於上周
五(10 月 8 日)刊憲生效，教育局昨亦就此發出通告，提
供最新指引，以及課程資源和支援措施的相關資訊，
供學校參考。他指，事實上，不少學校已經成立自己
的升旗隊，以及定期舉行升旗禮活動。其中，福榮街
官立小學的升旗隊已經有 15 年歷史，學校通過有關活
動，已經取得了一定教育成果。

學校須每周一次升旗禮
教育局發言人昨指，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是中小學教育的其中一個重要學習宗旨，亦是學校教
育的應有之責。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的學習內容
一直蘊含於本地中小學課程的不同科目中。教育局亦
一直為學校提供相關的課程資源和教師專業發展課
程，協助學校推行有關教育。
為促進國民教育及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感
情，以及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由 2022 年 1 月 1
日開始，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必須於每個上課日，

以及元旦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和國慶日升
掛國旗。學校如有足夠旗杆，在升掛國旗時應同時升
掛區旗。此外，學校必須每周舉行一次升國旗儀式，
以及於上述日子或其前/後的上課日舉行升國旗儀式，
升國旗儀式中須奏唱國歌。
教育局亦強烈建議學校在重要的日子和特別場合(例
如：畢業禮、水或陸運會等)舉行升國旗儀式。

推出「國民教育一站通」
據最新指引，幼稚園應考慮其校舍空間、設施、環
境等因素，在條件許可下盡可能參照中小學的規定升
掛國旗及區旗，以及舉行升國旗儀式，讓學生從小開
始認識自己國家的國旗和國歌。教育局亦鼓勵國際學
校及其他只提供非本地課程的私立中小學及幼稚園，
參照中小學的規定，並按學校的實際情況，安排升掛
國旗及舉行升國旗儀式，讓不同種族或國籍的學生可
了解身處國家的文化及歷史。
至於專上院校方面，有關《條例》訂明專上院校須
參照教育局局長向中小學發出的指示，處理有關每
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教育局
已致函相關院校，提醒院校在有關《條例》下的責
任。
此外，昨日發出的通告亦羅列了教育局為支援學界
教導學生認識和尊重國旗、國徽和區旗，並教導學生
歌唱國歌而持續提供的課程支援措施及相關學與教資
源，包括 「國民教育一站通」網上資源平台(www.edb.
gov.hk/tc/neosp)及 「認識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
主題網頁(www.edb.gov.hk/tc/nationalsymbols)。

福榮街官立小學的升旗隊已經有 15 年歷史。 網絡圖片

港府將助教師預備基本法教材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昨日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
議，介紹施政報告有關政策。她指，法治教育的
質素對促進香港社會對法治的正確理解及實踐至
為關鍵，並稱會加強向心力，提升憲法、基本法
和國家安全教育。律政司在 「賦能起動」法治項
目下，以中小學生及老師為對象，推出了 「明法
‧傳法」計劃及教師培訓計劃等，並協助教師預
備法治及基本法教材。

為青少年推出「賦能起動」
鄭若驊指，為加強推廣並讓市民正確認識憲法
及基本法，繼去年 11 月題為 「追本溯源」的基本
法頒布 30 周年法律高峰論壇後，律政司計劃於明
年 4 月舉辦另一場有關基本法的研討會，並會出版
刊物《基本法起草材料及案例精選》。
國安法教育方面，繼今年 7 月的 「國安家好」香
港國安法法律論壇後，律政司計劃於明年舉辦有
關香港國安法的法律論壇，以增進各界對香港國
安法的了解和認識。
本地法治教育方面，政府已分別針對市民大
眾、青少年及專業人士推出 「3E」法治項目，即
「互聯互通」(Engagement) 「賦能起動」(Empow-

erment)及 「增益提升」(Enrichment)。
繼早前推出 「律政動畫廊」和小學巡迴演出話
劇後，律政司今年 9 月舉辦國際青年交流會 2021，
最近亦編製了一本名為 「聚焦法治、賦能起動」
的小冊子，並推出 「法治之旅」、小學法律常識
問答比賽、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等活動，繼續以
深入淺出手法向中小學生灌輸正確法治觀念和守
法意識。

冀深圳明年推「港資港法港仲裁」
此外，為配合國家政策，當局將致力建設香港
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
法治及司法獨立相關國際排名一直位居前列，相
關指標保持高位並進步，香港的法治優勢可讓內
地及國際投資者放心進行商業交易，解決法律爭
議。鄭若驊說，律政司與內地就民商事法律協助
方面的工作，最近有不少突破進展，現正積極擬
備條例草案，爭取盡快諮詢公眾，為兩地建立更
全面及明確的相互認可及執行民商事判決機制。
她又稱，現時在前海實施的 「港資港法港仲
裁」，獲得落戶港資企業歡迎，特區政府會與粵
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商討，希望未來將相關安排先
在深圳推行，再逐步擴展至大灣區。

惠港政策落地 澤被經濟民生
今年以來，中央惠港的好消
息接二連三，涵蓋貿易、金
融、文化、服務、創科、青年
等多個範疇，全方位政策支持，澤被經濟民生，為
香港提供了發展的新空間和新動力，帶來無限新機
遇，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堅定支持，顯示中央高度
重視香港在推進國家整體發展中的作用。香港各界
須凝聚共識齊心協力，真正將惠港政策落地生根，
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長，不斷提升競爭優
勢，提速發展，更好地為民謀福。
經歷 「修例風波」 ，港人更能體會到穩定的重
要。中央撥亂反正，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
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 ，令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
重大轉折，社會重回正軌，香港社會可以更多聚焦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主題，集中精力破解深層次
矛盾，開啟良政善治新進程。而中央推出一系列政
策，無論是國家 「十四五」 規劃對港作出戰略部
署，還是高品質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前海方案，以
及支持港青八大舉措等 21 項惠港利民政策，都是從
更具體方面支持和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
香港發展得更好，讓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成為現
實。
中央密集推出的惠港利民政策內容豐富、含金量
高。既有 「十四五」 規劃高屋建瓴，就香港的政
治、經濟、民生等都作出全面的闡述和規劃，從體
制機制、平台建設等多方面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
優勢的國家戰略規劃；又有支持兩地適時逐步恢復
正常通關，制定《港澳台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

社會保險暫行辦法》操作指引，鼓勵港青到內地就
業創業的 8 項措施等普惠性政策；還涉及放寬香港
法律界人士在內地的市場准入， 「國家藝術基金」
對港全面開放， 「港澳藥械通」 政策落地等服務專
業領域。三大類政策可說是全方位、全覆蓋考慮，
緊扣香港積極參與國家 「雙循環」 發展格局的重
點，幫助解決港人遇到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相關惠港政策既有宏觀的戰略謀
劃，又有微觀的精準施策；既重視自上而下的系統
設計，又注意吸納自下而上的意見訴求；既打開政
策 「大門」 ，又敞開細則 「小門」 。這些都凸顯了
「以民為本」 的理念，措施強調看得見、摸得、
享受得到，注重細節和可操作性，顯示中央十分重
視這些政策的落實落地，確保取得實效。近日中聯

辦開展 「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 活動，細緻貼心地向
市民宣講、解讀中央惠港政策措施，有助更好擴大
政策知情面和影響力，讓政策落地生根。
中央對港支持力度越來越大、範圍越來越廣，措
施越來越實， 「大禮包」 接踵而來，香港迎來前所
未有的發展機遇和廣闊前景，新局面背後是增進民
生福祉這一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了 「以人民為中
心」 的發展理念。好政策更需要好的落實，香港當
下要加強對接部署，有效執行，確保中央惠港措施
落地見效，並用足用好惠港利民措施，以更加積極
的姿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獨特優勢，抓住新
機遇，培育新優勢，實現新發展，更好破解長期積
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讓市民更多分享惠港政策
帶來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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