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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国徽、国歌和区旗 

 

常见问与答 

 

 

升挂国旗／区旗及举行升国旗仪式及奏唱国歌事宜 

  

问 1： 教育局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就「国旗、国徽、国歌和区旗」

事宜发出通告第 11/2021号，订明学校须在每个上课日升挂国

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教育局会否就升挂国旗及升国旗仪

式为学校提供相关指引？  

 

答 1： 教育局已设有「认识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主题网页

（https://www.edb.gov.hk/sc/nationalsymbols），为提供本地课程的中

小学提供学与教参考资源，包括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的简

介、学校升挂国旗及区旗的注意事项、升旗仪式简介、学校升

旗仪式示例、相关资料和参考网址。有关国旗升挂和使用的规

范，以及升国旗仪式和奏唱国歌当守的礼仪，学校亦可参照经

修订的《国旗及国徽条例》及《国歌条例》的有关条文，以及

政府总部礼宾处网页（https://www.protocol.gov.hk/sc/flags.html）。 

 

 

问 2： 元旦日（1月 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7月 1日）

及国庆日（10月 1日）均属公众假期，学校是否必须于上述日

子升挂国旗、举行升国旗仪式及奏唱国歌﹖ 

 

答 2： 教育局通告第 11/2021 号订明学校须于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

而元旦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及国庆日为重要日子，

学校亦须于上述日子安排员工回校升挂国旗。至于升国旗仪式

及奏唱国歌，学校可按本身的情况，安排当天或在上述日子前

／后的上课日举行。  

 

 

问 3： 参与升国旗仪式的人士应遵从哪些规定或标准？在奏唱国歌

后，学校可否接着奏唱校歌？ 

 

答 3： 所有参与升国旗仪式的人士必须面向国旗肃立、向国旗行注目

礼及唱国歌。为免在奏唱国歌时歌唱的声量被奏乐掩盖，建议

学校采用同时有奏乐及歌声的国歌版本（齐唱版）。此外，为

https://www.edb.gov.hk/sc/nationalsymbols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A405.pdf
https://www.protocol.gov.hk/sc/fla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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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国歌的庄严，国歌不得与其他歌曲（例如：校歌）紧接奏

唱，以免令人误会两者是同一首歌曲。因此，学校在奏唱国歌

后，应有明确的环节区分，且有一段时间的停顿，才奏唱其他

歌曲。 

 

 

问 4： 中小学如因环境或校舍设施限制而没有固定旗杆，是否可改用

其他方式于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学

校在使用其他方式举行升国旗仪式时，应遵从哪些规定或标

准？ 

 

答 4： 现时大部分中小学均已设置固定旗杆。若未设置旗杆的学校应

尽可能在合适位置设置固定旗杆。学校如因环境或校舍设施限

制而无法设置固定旗杆，应购买可移动式旗杆于每个上课日升

挂国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在升挂国旗及举行升国旗仪式

时，学校必须让国旗在有尊严和体面的情况下升挂、遵守国旗

升挂及使用的规范，而所有参加升国旗仪式的人士，包括教职

员和学生，均须遵守相关的礼仪，以示对国家的尊重，及展现

他们作为国民的良好素养。因此，学校应让学生亲身参与升国

旗仪式以学习有关规范和礼仪，并通过情境熏陶而提升学生的

国家观念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在一般情况下，学校不应以播

放升国旗仪式的影片取代实体的升国旗仪式。 

 

 

问 5： 学校如需购买可移动式旗杆或国旗／区旗，可运用哪些津贴支

付？  

 

答 5： 资助学校可根据「营办开支整笔津贴」／「扩大的营办开支整

笔津贴」的运用原则及相关程序，在征得校董会／法团校董会

的批准下，支付有关开支。直接资助计划（直资）学校可按现

行运用政府拨款的原则，运用直资津贴以支付有关开支。按位

津贴学校如需购买可移动式旗杆或国旗／区旗，教育局会根据

有关开支计算学校的学费津贴。 

至于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教育局已为它们提供一笔

过$3,000的津贴，协助幼稚园购买国旗及可移动式旗杆。详情

请参阅教育局通函第 114/2021号。  

 

上述学校均应备有相关收支记录，以供审计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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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6： 如学校采用循环制上课时间表（例如：六天循环周），是否可

以循环周为单位每循环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 

 

答 6： 升国旗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情境熏陶，从而提升学生的国家观

念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学校应以符合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

要求为大前提，作出合适的规划和安排。因此，采用循环制上

课时间表的学校可按实际情况，于每周不同的日子举行升国旗

仪式。 

 

 

问 7： 学校必须于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若个别上课日涉及全体学生

或教师参与而不在学校举行的活动（例如：水／陆运会），学

校是否同样须在活动举行当天在校内升挂国旗？ 

 

答 7： 就涉及全体学生或教师参与而不在学校举行的上课日活动，学

校可按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升挂国旗的安排。一般而言，如学校

有职员回校执行职务，应尽可能安排他们在校内升挂国旗。 

 

 

问 8： 学校于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及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时间是

否有规定？学校如何确保能符合相关要求？ 

 

答 8： 学校升挂国旗的时间应按学校的上下课时间表作出安排。一般

情况下，学校应在早上上课前升挂国旗，傍晚时分把国旗降下，

但不可彻夜悬挂国旗。学校应订定相关的程序和人手安排，并

设立监察机制（例如：安排人员定期检查国旗和旗杆组件，以

及每次在升挂国旗后检查位置是否正确无误）。举行升国旗仪

式的时间应配合学校的运作及活动的安排，一般在早上集会进

行。在重要日子或特别场合，例如：毕业礼、水／陆运会等，

学校可在当天活动开始前安排升国旗仪式。 

 

 

问 9： 如遇有恶劣天气，学校是否仍须按规定升挂国旗或举行升国旗

仪式？  

 

答 9： 如学校的固定旗杆设置于室外范围，在恶劣天气下（例如：遇

有热带气旋及／或持续大雨），为维护国旗的尊严及基于安全

考虑，学校可不升挂国旗。教育局鼓励学校购置可移动式旗杆，

即使在恶劣天气下，亦能于室内举行升国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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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10： 如学校安排在每周特定一天（例如：逢星期三）举行升国旗仪

式，而在某星期该天刚巧碰上学校假期、特别情况（例如：学

期考试、学校作为公开考试场地）或恶劣天气等，学校是否须

在该星期的其他日子安排升国旗仪式？ 

 

答 10： 学校在编订全学年时间表时，应考虑可预计的因素，包括学校

假期及其他已计划的学校活动（例如：学期考试），确保每周均

可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学校亦应订定相关机制，包括在举行

升国旗仪式的日子出现特殊情况的应变安排，尽可能维持每周

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 

 

 

问 11： 

 

如遇特殊情况（例如：传染病爆发）而学校需暂停面授课堂，

学校是否仍须于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及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

仪式？ 

  

答 11： 如遇特殊情况（例如：传染病爆发）而部分级别的学生仍须回

校进行全日／半日面授课堂，学校应如常于每个上课日升挂国

旗及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以显示对国家的尊重、提升学

生的国家观念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如所有级别的学生均暂停

面授课堂而学校仍开放及有职员回校执行职务，学校应安排升

挂国旗；至于升国旗仪式，学校则可于复课后恢复每周举行一

次升国旗仪式。 

 

 

问 12： 

 

如学校在上课日以外的日子（例如：星期六、教师发展日）进

行活动，是否同样须在活动当天在校内升挂国旗？ 

 

答 12： 教育局通告第 11/2021 号订明学校必须于每个上课日，以及元

旦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及国庆日升挂国旗。至于在

非上课日进行学校活动，学校可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升挂国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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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13： 

 

根据教育局的《预防 2019 冠状病毒病学校健康指引》及相关

信函，学校在疫情下不应举行大型活动。就此，学校在每周举

行一次升国旗仪式时应注意甚么？ 

 

答 13： 学校在疫情下举行升国旗仪式时，应遵守由教育局及卫生防护

中心向学校发出的《学校健康指引》。如学校在室内场地举行

升国旗仪式，须特别留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并根据场地面积

限制参与人数，保持适当的社交距離，以保障师生健康。 

 

 

问 14： 

 

在举行升国旗仪式时，学生和教师的人数有否规定？ 

 

答 14： 由于每所学校的校园面积、设施、师生聚集的场合及相关的学

习活动等安排各有不同，不适宜订定参与升国旗仪式的人数标

准。学校应视乎实际情况作出恰当安排。如情况许可，教育局

鼓励学校尽可能安排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参与升国旗仪式，以提

升他们的国家观念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如有需要，学校可同

时以实体及现场直播方式进行升国旗仪式，并让不同级别的学

生均有机会参与实体升国旗仪式。参加实体或现场直播方式进

行升国旗仪式的所有人士均须遵守相关的礼仪。 

 

 

问 15： 在举行升国旗仪式时，是否必须同时安排国旗下的讲话？ 

 

答 15： 升国旗仪式的意义在于通过情境熏陶，从而提升学生的国家观

念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一般情况下，升国旗仪式包括国旗下

的讲话，主题可环绕国家成就和发展，以及德育、公民及国民

教育等。学校可按校本需要决定是否每次举行升国旗仪式时均

同时安排国旗下的讲话。 

 

 

问 16： 国际学校的学生是否需要参与升国旗仪式？  

 

答 16： 《国歌条例》和经修订的《国旗及国徽条例》中与学校教育有

关的规定适用于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当中亦包括国际学

校。 

 

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国际学校学生都应了解当地的文化及历史，

以及尊重国旗、国徽和国歌是身处国家的象征。大部分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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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均有本地学生就读，故教育局鼓励国际学校按实际情

况，参照教育局通告第 11/2021 号列明的要求，在每个上课日

升挂国旗，及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以加强本地学生对国

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加深外籍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此外，

教育局亦鼓励国际学校在元旦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

日、国庆日当天或在上述日子前／后的上课日，以及重要的日

子（例如：毕业礼）举行升国旗仪式。 

 

 

问 17： 如国际学校在举行升国旗仪式时升挂其他国家的国旗，是否必

须同时升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如国际学校同时升挂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旗及另一国家的国旗，学校须遵守甚么规范？ 

 

答 17： 经修订的《国旗及国徽条例》附件 3有关「国旗的优先地位」

部分，在国旗与其他旗帜同时升挂时作出了规范。国际学校可

按需要和实际情况，升挂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般情况下，学校

如升挂其他国家的国旗，必须同时升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置于中心、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 

 

 

问 18： 特殊学校应如何落实教育局通告第 11/2021号的指示？  

 

答 18： 学习国旗、国徽、国歌和区旗并非全新事物，本地中小学校（包

括特殊学校）一直有教导学生相关知识，其学习内容亦已藴含

于中小学学科课程（例如﹕小学常识科、中国历史科、音乐科、

高中通识教育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以及德育、公民及国

民教育和相关的全方位学习活动内，而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在

共同课程架构下，能够与其他学生一样学习。 

 

特殊学校基本上按照教育局的有关指引升挂国旗和举行升国

旗仪式，亦会因应学生状况作相关安排。个别学校如有需要，

可联络教育局，我们会因应学校的情况提供建议及支援。 

 

 

问 19： 幼稚园（包括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应如何落实教育局通告第

11/2021号的指示？  

 

答 19： 幼稚园应帮助幼儿认识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及作为中国人的

身份、认识国旗及升国旗的礼仪、建立对国家的归属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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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国民身份的认同。教育局鼓勵幼稚园定期展示国旗及举行

升国旗仪式，以显示对国家的尊重和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教

育局已为每所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提供一笔过$3,000

的津贴，协助幼稚园购买国旗及可移动式旗杆。备有国旗及旗

杆的幼稚园须于举办庆祝元旦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和国庆日的活动时举行升国旗仪式。教育局亦强烈建议学校在

重要的日子及特别场合（例如：开学日、开放日、毕业礼、学

校周年庆典、中华文化日等）举行升国旗仪式。详情请参阅教

育局通函第 114/2021号。 

 

由于幼稚园的校舍规模、环境和设施有很大差异，应按本身条

件参照中小学的升挂国旗和举行升国旗仪式的安排。 

 

 

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教育 

 

问 20： 因应国旗、国徽及国歌已纳入中小学教育，教育局会否在这方

面提供详细的指引？ 

 

答 20： 教育学生认识和尊重国旗、国徽和国歌，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

和国民身份认同，是学校教育应有之责。国旗、国徽、国歌和

区旗的学习内容已藴含于开设本地课程的中小学学科课程（例

如﹕小学常识科、中国历史科、音乐科、高中通识教育科／公

民与社会发展科）以及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和相关的全方位

学习活动内。 

 

教育局会适时更新相关科目的课程指引和加强相关的学与教

资源，以支援学校教授与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有关的知识。

我们已在教育局的「认识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主题网页

（www.edb.gov.hk/sc/nationalsymbols）上载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

的学与教资源，并会适时更新／补充，供开设本地课程的中小

学参考。网页设英文版，国际学校及其他只提供非本地课程的

私立学校亦可参考。 

 

 

问 21： 在《国歌条例》中「奏唱国歌」的定义是甚么？ 

 

答 21： 为了确保市民能清晰理解「奏唱国歌」在条文中的意思，《国

歌条例》第 2(3)条已就「奏唱国歌」（除在《国歌条例》第 5

http://www.edb.gov.hk/sc/national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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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以外）作出定义，指「奏唱国歌」包括(a)歌唱国歌；(b)用乐

器演奏国歌；及(c)播放国歌的录音。有关内容可参阅《国歌条

例》第 2(3)条。 

 

 

问 22： 学校在奏唱国歌（包括升国旗仪式时）的场合，对采用的曲谱

和录音有甚么规范？ 

 

答 22： 《国歌条例》对国歌演奏的曲谱和录音有明确的规定。学校在

奏唱国歌的场合，应播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上提供的官

方录音或用乐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上提供的标准

曲谱演奏国歌，以歌唱国歌。有关须奏唱国歌的场合所使用的

标准曲谱及官方录音，可参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页：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页（www.cmab.gov.hk）>专题资料>国歌 

 

 

问 23： 学校的非华语学生需要学习国旗、国徽及国歌吗？学校该如何

处理非华语学生学习这方面的需要？ 

 

答 23： 学习国旗、国徽及国歌，以及参与升国旗仪式属校内正常学习

活动，所有学生，包括非华语学生均应该参与。若非华语学生

因中文能力稍逊以至未能与华语学生达到同一水平，学校应充

分理解，因应他们的能力提供支援，并以教导学生尊重国旗、

国徽及国歌为大原则。教育局会适时提供相关的支援，包括增

润现有网上资源及举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以协助学校推展相

关工作。 

 

 

其他相关事宜 

 

问 24： 倘若教师没有跟从或违反教育局的指示，学校应如何处理？ 

 

答 24： 教师肩负传承知识、熏陶品格的重要职责，亦是学生的重要楷

模。因此，教师的言论和行为必须符合教育专业操守，以及社

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无论是国旗、国徽、国歌、区旗或区

徽，都是国家和香港特区的象征和标志，任何一位公民都必须

予以尊重。如个别教师违反专业操守，校方须立即予以制止，

并根据相关校本程序及机制，以及《教育条例》、《教育规例》、

《资助则例》及雇佣合约的相关条文等，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https://www.cmab.gov.hk/gb/hom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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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25： 如家长拒绝让子女参与在校内举行的升国旗仪式，学校应如何

处理﹖学校进行升国旗仪式期间，如个别学生有不尊重国旗、

国歌或区旗的行为，学校应如何跟进？ 

 

答 25： 如家长拒绝让子女参与在校内举行的升国旗仪式，学校应向有

关家长解释，参与升国旗仪式属校内正常学习活动，所有学生

均应该参与。 

 

学校应教育学生升国旗仪式当守的礼仪，如应当肃立和举止庄

重，并增强学生的国家观念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若有学生在

进行升国旗仪式时做出不恰当的行为，影响仪式进行，校方应

立即跟进，包括即时要求该学生停止不恰当的行为。如有需要，

校方可先行把学生带离活动现场，让仪式能继续庄严地举行。

此外，学校亦应按一贯的训育及辅导策略跟进学生的不当行

为，包括了解违规学生行为不当的原因，并因应其解释及具体

情况，予以适当的辅导和跟进，以期让学生作出改善。 

 

 

问 26： 如校外人士或家长出席学校的升国旗仪式时未有配合仪式的

进行（例如：没有肃立或举止不庄重），学校应如何处理？ 

 

答 26： 学校应尽可能在升国旗仪式开始前，向参与人士简介活动的程

序，并提醒参与人士仪式进行时应有的礼仪。在仪式进行时，

学校如发现有个别人士没有配合有关安排，可礼貌地向他们作

出提示。此外，学校日常应与家长保持良好的沟通，让家长了

解学校在个别活动中进行升国旗仪式的意义，促进家校合作，

齐心协力提升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教育局 

2021年 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