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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21�⺠國家安全教育⽇

香港再出發⼤聯盟
2021年4⽉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14條列明：「每年4月15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國安法》第10條亦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

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是為了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維護國家安全而設立的重要日子。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有以下三項建議：

  （一）建議特區政府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中的國家安全教育部分逐步擴展至小學；

  （二）建議由特區政府統一主導教材的編製工作，並由教育界和相關社會人士一同參與，所有

           相關教材應當由特區政府教育局統一審批；

  （三）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對前線教師在國家安全教育的相關協助，包括提供持續培訓、增加與

           內地交流名額等；同時可邀請內地教師來香港，和前線老師交流教授國家安全教育的教

           材和教學方法，增強兩地教育界的互動交流。

全力支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力支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 護我家園護我家園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落落實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

主席：吳惠權 執行主席：曾智明
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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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平縣聯誼總會香港和平縣聯誼總會 香港東源同鄉會香港東源同鄉會 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 香港紫金聯誼會香港紫金聯誼會 香港紫金同鄉會香港紫金同鄉會 香港連平聯誼會香港連平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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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全力支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 護我家園護我家園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落落實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

主席：吳惠權 執行主席：曾智明
暨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香港梅州社團總會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香港梅州總商會香港梅州總商會 香港清遠社團總會香港清遠社團總會 港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港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梅州聯會香港梅州聯會 香港梅縣同鄉會香港梅縣同鄉會 香港興寧同鄉總會香港興寧同鄉總會 香港五華同鄉總會香港五華同鄉總會 僑港蕉嶺同鄉會僑港蕉嶺同鄉會 大埔縣旅港同鄉會大埔縣旅港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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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惠州同鄉總會香港惠州同鄉總會 上水惠州同鄉會上水惠州同鄉會 大埔僑港惠州同鄉會大埔僑港惠州同鄉會 元朗惠州同鄉會元朗惠州同鄉會 荃灣惠州同鄉會荃灣惠州同鄉會 坪州惠州同鄉會坪州惠州同鄉會
南丫島惠州同鄉會南丫島惠州同鄉會 香港惠陽社團總會香港惠陽社團總會 香港惠東同鄉會香港惠東同鄉會 僑港博羅同鄉總會僑港博羅同鄉總會 僑港博羅同鄉會新界分會僑港博羅同鄉會新界分會 香港新界博羅同鄉福利會香港新界博羅同鄉福利會
僑港廣東龍門同鄉總會僑港廣東龍門同鄉總會 荃灣惠州國術健身會荃灣惠州國術健身會 香港惠陽商會香港惠陽商會 香港賴族宗親會香港賴族宗親會 香港惠陽蘇徐李鍾石五姓宗親聯會香港惠陽蘇徐李鍾石五姓宗親聯會 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
惠州市惠城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惠州市惠城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香港劉氏宗親會香港劉氏宗親會 香港鄧氏宗親會香港鄧氏宗親會 惠州市惠城區惠州市惠城區（（香港香港））聯誼會聯誼會 香港河源政協歷屆委員聯誼會香港河源政協歷屆委員聯誼會 香港龍川同鄉會香港龍川同鄉會
香港和平縣聯誼總會香港和平縣聯誼總會 香港東源同鄉會香港東源同鄉會 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 香港紫金聯誼會香港紫金聯誼會 香港紫金同鄉會香港紫金同鄉會 香港連平聯誼會香港連平聯誼會
香港寶安大龍華同鄉會香港寶安大龍華同鄉會 香港大鵬同鄉會香港大鵬同鄉會 香港深圳布吉同鄉總會香港深圳布吉同鄉總會 香港深圳市坪山同鄉會香港深圳市坪山同鄉會 香港深圳市龍崗同鄉會香港深圳市龍崗同鄉會 香港鹽田同鄉聯誼總會香港鹽田同鄉聯誼總會
香港東莞同鄉總會香港東莞同鄉總會 香港東莞工商總會香港東莞工商總會 香港長洲東莞會所香港長洲東莞會所 世界東莞社團聯合總會世界東莞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香港韶關同鄉聯誼總會 香港翁源同鄉會香港翁源同鄉會
香港南雄聯誼會香港南雄聯誼會 香港曲江同鄉聯誼會香港曲江同鄉聯誼會 香港仁化同鄉聯誼會香港仁化同鄉聯誼會 香港樂昌同鄉會香港樂昌同鄉會 香港新豐同鄉會香港新豐同鄉會 香港始興同鄉聯誼會香港始興同鄉聯誼會
大埔林村白牛石村委會大埔林村白牛石村委會 新界華僑聯會新界華僑聯會 大埔六鄉村公所大埔六鄉村公所 香港汕尾市陸河同鄉總會香港汕尾市陸河同鄉總會 大埔黃宜坳村公所大埔黃宜坳村公所 全球詹氏客屬聯誼總會全球詹氏客屬聯誼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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