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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援下月展開 52萬學童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前任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葛輝聲言，在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招標過程中受到「政治壓力」，引來連串風波，
更令有關計劃備受社會各界關注。有份參與計劃的「信息共融基金會」
及「網上學習資源中心」昨日均表示，將以幫助學生為首要目標，不
會迴避邀請政黨人士擔任義工為學童提供支援服務。港府資訊科技總
監麥鴻崧強調，不會容許機構或義工向受助家庭提供服務時，胡亂加
入不適用或與計劃無關的內容，且設有投訴機制。
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早前表明，整個計劃由「徵求建

議書」階段到遴選，以至決定由兩間機構分別推行計劃，過程公正持
平。麥鴻崧昨重申，選取參與機構程序嚴謹公平，同時亦確保機構提
供服務時沒有政治成分。
負責網上學習資源中心的社聯管理委員會執員馮一柱，昨被問及計

劃由2個機構共同負責時說，2間機構的計劃基本上很接近，但如由單
一機構負責，價格會更加便宜。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錦平指出，由
2間機構負責可造成良性競爭。
馮一柱與信息共融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黃貴有昨日一再被記者追

問，會否邀請政黨、地區人士及區議員擔任義工，為受助家庭及學童
提供支援，2人均表示，最重要能幫助學生，「有能者居之」，不會迴
避相關議題。黃貴有指出，義工安排會經過嚴格審批：「只會考慮申
請人是否可以協助學童，他們亦不一定會被派往所住的區域擔當義
工。」

設投訴制防變質
確保不添政治成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合資格家庭可透過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以較便宜價格購買電腦，且購買數量並無限制，或有人會藉 「低買
高賣」，轉手圖利，浪費公帑。「信息共融基金會」及「網上學習資
源中心」均認為，濫用情況無可避免，但強調並不常見。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指出，任何牽涉現金

性質的援助計劃，均有造成濫用的誘因，難以排除，但相信情況並不
嚴重，亦不應因此否定整個支援學童上網的計劃。
港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承認，計劃沒有限制受助學童只可在5年

內購買一部電腦，只是未完成分期付款前，不可購買另一部電腦；如
受助人在供款期完成，或一次過支付購買電腦的費用後，應相隔一段
時期才可購買另一部電腦，有關事宜由承辦機構負責。

平購電腦無設限
恐被轉售圖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昨日聯
同6名學民思潮的年輕人，藉立法會教育事務委
員會開會前，在中環遮打花園請願，抗議政府計
劃由明年起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
科。他們拉起橫額，高叫口號，表示擔心加設國
民教育科會對學生造成洗腦，管制學生的思想空
間。

稱增加教師工作量
他們又指，建議的國民教育科會與現時的通識

科內容重複，增加教師工作量。團體又為「7．1」
遊行造勢，呼籲市民參與周五的「7．1」遊行，
反對當局設立國民教育科。

公民黨請願
又屈「國民科」洗腦

部分團體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意見
團體 代表 意見

資助小學校長會 主席梁兆棠 歡迎設立新科，老師普遍認識不深，希望當局為老師提供課程，希望小學個別級

別2012年先行，不要整體「一刀切」推行。

教聯會 副主席胡少偉 調查指只有6成多80、90後學生認同中國人身份，反映有需要推行國民教育，任何

一個國家都會推行國民教育。

通識教育教師 主席許承恩 學科的深度及闊度要加強，不要只停留於認識國旗等表層，希望當局提供足夠支

聯會 援。

教協 理事方景樂 反對由上而下，掌管意識的國民教育，擔心國民教育的教科書一旦當局接受送

審，出版社編寫的內容會過於保守。

補助學校議會 校長陳岡 反對透過新的獨立必修學科來推行德育及包括國民教育的公民教育；諮詢文件

中，國家範疇多於其他4個範疇，擔心學習目標會失衡。

油尖旺區家長 會長李偲嫣 不擔心學科「洗腦」，如真有盲目「洗腦」教學情況，家長不會啞忍，將積極向當

教師會聯會 局表達訴求。

—
通識教師鄧飛 課程應顧及學生適齡的掌握能力，過早教授沉重議題未必合適；應該令學生在認

識國家地理、文化、歷史方面，打下穩固的知識基礎。

香港家長聯會 外務副會長 認為國民教育是教育中的必要部分，外界不應將之政治化；但憂慮師資培訓，希

梁樂球 望當局不應「草率上馬」。

教育政策關注組 主席張民炳 贊成成立獨立新科目，但認為量化考核會增加教師及家長憂慮，建議當局安排教

師接受培訓，並照顧非華語學生的需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淑環、周婷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共收到130多個團體、社會人
士有意出席會議，表達對推行新科目的意見，故需要
分開多場進行。昨日首場會議中，部分與會者及家長
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極表贊同，但亦有與會團體
或人士，對於當局推行此科表示質疑或有保留，主要
認為科目內容有偏頗，推行時間表亦過急，規勸當局
不應「草率上馬」，席間引發連番激辯。

望當局確保資源準備充足
教評會副主席何漢權質疑教育局，未有為「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作出清晰定位，「一時說是必修、一時
說是非必修，官員回應時態度含糊，甚至曾有官員訓
斥教師，令教育界不滿！」他續稱，新科目與現行的
中史、通識、中文科內容重疊，批評當局罔顧學界意
見。

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則指，新科目的深
度、闊度均有不足之處，憂慮教師掌握新課程有難
度。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校長戴希立認為，現時教育界
工作相當沉重，時間表密得「插針都插不進」，如硬推
新科目，恐會造成反效果，希望當局確保有充足準備
及資源，讓學科可以「軟 陸」。

資小校長會主席梁兆棠指，歡迎設立「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但希望當局確保為老師提供足夠培訓，並讓小
學於2012年自決於部分級別先行，以免短時間內加重行
政壓力。議員余若薇亦擔心，科目推行時間表太過倉
卒。張文光則指，當局未有清晰定性「德育及國民教
育」，到底是內容、課時獨立的科目，抑或可滲入於活
動及班主任課、現有公民教育科等，希望局方澄清。

陳維安有信心2012小學全面推行
陳維安回應指，諮詢文件建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可成為獨立科目，亦可以滲入現行科目及活動等方式
教授，現時進行的諮詢，正是要聆聽各方意見，推行
模式仍有商討及改動空間。他又指，香港大多數學校
有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經驗，相信教師並非「由零
開始」，但承諾科目正式「上馬」前，會為教師提供足
夠的培訓及資源，有信心新科目可於2012年在小學全
面推行。

德育及國民
教育系列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周婷) 去年施政報

告提出中小學全面推

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有關課程諮詢文件上月出爐。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首場特別會議，逾

40個學界團體、家長代表及社會人士等出席

進行討論。與會者及議員大多認同香港應該

加強國民教育，但亦十分關注諮詢文件欠缺

清晰指引、教學目標流於表面化、內容過於

傾向正面資訊等問題。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

回應時強調，新科的推行細節仍處諮詢階

段，局方會聆聽各方意見，完善科目不足，

有信心2012年可在小學全面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協助低收入家庭
以較市面廉宜價格添置電腦及使用上網服務，港
府預留2.2億元推行為期5年的「上網學習支援計
劃」，下月14日，由2間非牟利機構「信息共融基
金會」及「網上學習資源中心」正式展開，料未
來5年有逾52萬名學童受惠。據了解，參與計劃的
家庭透過港府發放的每年1,300元上網費津貼，只
須在首3年每年額外多付300元，便可獲得一部新
電腦及享用上網服務，詳情稍後公布。計劃早前
因招標一事惹來政治風波，兩間機構均表示，以
幫助學生為首要目標，不會迴避邀請政黨人士擔
任義工為學童提供支援服務。

每年1300元資助上網
財政司司長在2010至2011年度預算案中宣布，

當局會每年為合資格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上網費津
貼，全額1,300元，半額650元，並會在今年7月推
行為期5年的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一家一網e學
習」。
所有透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或學生資助辦

事處領取上網費津貼的全日制中、小學生及其家
庭，均可參加「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當局估計，
下個學年約有來自30萬個家庭合共41萬名學生符
合資格，其後4年將額外有8.2萬個家庭合共11.2萬
名學生受惠。

兩機構分負責東西區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將全港劃分為東、西兩

區，前者由「信息共融基金會」負責，「網上學
習資源中心」則負責西區，兩間機構將在所屬服
務地區設立服務中心，向參加者提供價格較市面
廉宜的電腦及上網服務；2間機構亦須在未來18
個月各自向合資格家庭提供最少360節培訓課
程。
資訊科技總監麥鴻崧指出，當局會定期與2間機

構檢視計劃，確保受助家庭真正享用服務。他估
計，未來18個月將有不少於7.2萬個家庭使用計劃
所提供的服務。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監察計劃

的推行安排，並會定期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匯報計劃的最新進展。

年多付300元可獲電腦
信息共融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黃貴有指出，

將聯同學校推廣計劃，希望低收入家庭有發展及
學習機會，打破跨代貧窮。他透露，計劃提供的
電腦及上網價格均較市面便宜，更可以長至3年的
分期付款形式繳付，最便宜的電腦連同3年上網費

約為4,800元，參與計劃的家庭只需在每年1,300元
上網費津貼外，額外多付300元便成，詳情稍後公
布。網上學習資源中心則會在今日公布計劃詳
情。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為計劃而設的專題網站

(www.ilearnathome.hk)已於昨日正式啟用，向市民
提供計劃的資訊，包括服務範圍、2間推行機構的
服務地區及聯絡資料、服務中心位置、申請資格
及辦法等。

■港府預留2.2億元推行為期5年的「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將由「信息共融基金會」及「網上學習資
源中心」負責。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麥鴻崧(中)指出，當局會定期與2間機構檢視計劃，確保受助家庭
真正享用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婷）為人父母者最關心子
女的品德及發展，雖然社
會各界人士對「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意見紛紜，但
昨日出席特別會議的家長
團體代表，都明言表態支
持該新學科。香港家長聯會

外務副會長梁樂球指，國民
教育是教育必需要的一部
分，對年輕人有益無害，
認為社會部分激烈意見，
是將國民教育政治化。油

尖旺區家長教與師會聯會會

長李偲嫣亦直言，對於多
人反對科目感驚訝，她指
當局會為教材質素把關，家
長亦會監察，不擔心出現所
謂的「洗腦」。
梁樂球表示，讓年輕人

認識國家有必要性，他自
己曾於加拿大讀書，學校
也要求必修加拿大歷史，
認識當地文化及發展。他
覺得，現時不少意見已將
國民教育政治化，認為只
要政府於敏感議題上有恰
當立場就沒問題。

學生憂內容
與現有科目重疊
不過，出席會議的學生

代表，對新學科則有較大
反對聲音。「學民思潮—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

盟」召集人、年僅14歲的

黃之鋒稱，新科內容與現
有科目重疊，如強推將浪
費人力資源，亦會削減在
其他學科的應有課時，令
本來疲於應付新高中學制
的學生需要於假期補課，

學習壓力更大。
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廖思銘則認為，港

生「生於斯長於斯」，對香港及中國自然
會有歸屬感，不用設立一必修科目及規定
課時，那只會令教學面臨更多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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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維安、張國華及李焯芬出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
會昨舉行特
別會議，討
論教育局推
出全新整合
的「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
課程諮詢文
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梁兆棠歡迎設
立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並希望當
局可為老師提供
足夠培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何漢權建議
教 育 局 要 為

「德育及國民教
育」作出清晰
定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胡少偉指出，
任何一個國家都
會 推 行 國 民 教
育，香港不應例
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提供培訓 定位未清 不容例外

立會教委會辦首場討論會 諮詢推行細節

國民科獲各界廣泛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