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對於新修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提出設立3年「開展期」，學界及家
長普遍贊成，認為可讓學校有緩衝
空間──先按校本情況作好準備，
再循序漸進落實課程。但有校長反
映，籌備新科目需時，預期首年試
推學校為數不會太多，加上教育局
津貼只屬「一次性」，未必足以應
付該科長遠發展。

教聯會料首年參與學校少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歡迎國民教育

科「開展期」建議，認為能為學校
提供空間，「而非一刀切要所有學
校即時上馬」。不過他坦言，新學
年只剩下數個月便開始，現時才公
布課程細節，時間迫切，估計首年
未必有太多學校參與，但相信一些
「先頭部隊」或會先採用校本課
程，並於一年級至兩年級試行。

津小議會倡供更多支援
津小議會主席冼儉偉指，國民教

育科除了課程設計外，教師培訓亦
很重要，「老師需要作專業發展，
也要避免該科與常識重疊」，但現
時學校準備工夫有快有慢，「開展
期」可讓學校按校本情況彈性推
行，是一件好事。對於每校53萬元
津貼，他認同可幫助新國民教育科
起步，但他強調建構新科目不簡
單，當局仍要考慮提供更多支援，
以作長遠發展。

校長指53萬津貼不足
資小校長會副主席張勇邦指，不

同學校於國民教育起步點不一，新
修訂3年「開展期」可提供緩衝空
間，讓學界有足夠時間準備新課
程。但他表示，當局提出的4年共

53萬元津貼，平均只足夠聘請一名教學助理，
建議金額增加至足夠聘請一名文憑教師（約每
年30萬元），才可減輕國民教育核心組教師負
擔。
津中議會主席廖亞全對國民教育獨立成科有

保留，他認為應由不同學科配合，把國民教育
元素滲入所有科目中。他又認為一次性津貼應
改為 常資助，因為國民教育除了教學以外，
更要配合多元化活動，建議中的津貼金額並不
足夠。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李偲嫣認為，

新修訂較之前提出全港學校「一刀切」推行寬
鬆，讓師生都有適應期，相信學界有足夠時間
了解及推行有關課程。

A3 責任編輯：黃楚基、李暢熹 2012年5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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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昨日與候任特首梁振英會面時，要求梁

振英就3司2副司14局的新架構諮詢3個月，並威脅

稱，若當局堅持於6月中「硬闖」立法會要承擔政

治後果。反對派顯然是想通過諮詢引發政治爭

論，將架構重組變成政治角力，使架構重組拖而

不決，影響政府順利換屆和新特首落實政綱。事

實上，梁振英提出的現行架構改組建議，已於政

綱出台時諮詢過各界，得到社會上廣泛認同。而

且，架構重組也吸納了公務員的意見。面對反對

派議員欲為架構重組擋路，建制派議員應團結起

來，全力支持架構重組在7月1日前如期完成。

反對派指有關建議沒有諮詢市民及公務員意

見，完全違反事實。梁振英架構重組的建議經過

競選時與很多界別討論，反映了社會的訴求，亦

聽取了公務員的意見，得到他們的支持。例如，

原本建議將獨立設房屋局，但在聽取公務員意見

後，將規劃、地政和房屋的政策職能合在一個政

策局內。實際上，政府以往換屆調整政策局數

目，亦沒有作全社會諮詢。例如，2007年曾蔭權

連任時成立發展局，並沒有進行社會諮詢。新安

排所需要的政策文件和財政撥款，是由曾蔭權連

任前的政府做妥，曾蔭權2007年連任時馬上就可

按照新的架構運作。而且，梁振英此次架構改組

的建議，不是擴大問責制，而只是增加兩名副司

長及兩名局長，公務員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

可能多了升遷和發揮作用的機會。

今次仍然是政府換屆的架構重組。若架構重組在

7月1日前未能如期完成，整個新班子不可以在7月1

日同時上任，至少要拖至年底。到時，梁振英施政

報告的撰寫及新政策的推出都會出現困難，梁振英

的政綱就不可以如期落實。反對派心裡非常清楚，

所謂諮詢3個月，目的不過是要制造爭論，使架構

重組變成一場沒完沒了的政治角力。其結果不難想

像：就是整個新政府沒有上場就已成為「跛腳

鴨」，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全面開展工作。這樣的後

果十分嚴重，不僅政府運作大受影響，而且工商百

業乃至市民的正常生活都會受到衝擊。

因此，所有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不分黨派，

都應該盡快通過有關政府架構改組的建議。建制

派議員應排除反對派的肆意阻擾，全力支持架構

重組在7月1日前如期完成。

(相關新聞刊A2版)

教育局昨日通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

指引的修訂稿，並設立3年「開展期」，將於

2015及2016年在全港中小學全面推行「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課程。本港的國民教育一直滯

後，應該盡早開展，以幫助學生加深對國家的

認識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提升個人品德及國

民素質。為順利推行國民教育課程，當局對課

程內容和開展時間作出調整可以理解，但關鍵

是推行教育的過程中必須引導學生正確、全面

地認識國家，以正面積極的態度看待國家的發

展。

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列為必修科是國際

慣例，西方發達國家及亞太地區的日本、韓

國、新加坡均高度重視對國民的國家認同培

養，從小就對國民灌輸國民教育。相比之下，

本港經歷長期殖民統治，導致市民的國家意識

淡薄，國民身份認同模糊。如今，香港已經回

歸祖國近15年，兩地融合日益密切，香港社會

的整體發展和市民個人事業與國家發展息息相

關，唯有充分了解國家，增強對國民身份認

同，才能更好地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因

此，開設國民教育課程不但是大勢所趨，更有

迫切需要。

由於社會上對在中小學校全面推行國民教育

存在一些異議，當局為了減少推動課程的阻

力，大幅修訂了課程的指引，這可以理解。但

根據國際慣例，愛國主義和公民對國家的責任

和義務，是國民教育的核心內容，推行國民教

育的根本目標在於加深學生對國家認識及對國

民身份的認同，建立認同國家民族的價值觀、

道德觀。因此，中小學階段的國民教育應更多

地從正面的角度認識、看待國家，而非刻意挖

掘國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足之處，甚至加以

放大從而得出負面的結論，繼而否定國家發展

的成果。這樣的國民教育非但達不到培養愛國

情操、增進國民身份認同的目的，反而產生疏

離抗拒的效果，失去國民教育的本義。

本港推行國民教育要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國

家、民族觀念，以積極的態度認識國家，把學

生培養成為一個好國民、好公民，為此，當局

必須不斷檢討國民教育推廣的成效，及時作出

調整。 (相關新聞刊A3版)

不可將架構重組變成政治角力 國民教育須正面積極認識國家

5億推國民教育 小學先試設緩衝
3年開展期 8月每校發53萬津貼 2015年列必修

爭議性議題老師應保持公正

小學生學懂關心國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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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昨日公布「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修訂稿。委員會一致通過從今年9月起，該科會率先

在小學試行，明年推展至中學。中小學均設3年「開展期」，讓學界做好籌備工

作。至2015年及2016年開學時，小學及初中將全面落實把該科列為必修科。

另教育局將於今年8月向每所學校發放一次過53萬元現金津貼，以招聘人手、

購買教材、資助師生交流等，總開支將超過5億元。

教師處理爭議性議題注意事項（部分）

■在確保持平，不因己見而偏袒一方的前提下，教師可披露自己的立
場，這或有助學生敢於公開表達觀點，亦可提醒學生：任何論者都
有自己的立場，不能盲從某一權威，須作出理性判斷；

■教師須引導學生將事實、意見和情緒明確辨別開來，也要鼓勵學生搜
尋多元化資料，據實立論；老師本身也要慎選討論資料，注意出處，
警惕有否偏頗，會否以訛傳訛，有沒有局限或盲點等；

■學生可能會因立場不同發生衝突，教師可訂立約章、加強學生的情緒
管理技巧等，需要時亦要適時制止衝突及作課後調解；

■教師不宜陷入「要為學生找出『最終答案』」的情意結。

資料來源：《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去年5月就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作公開

諮詢，委員會收到逾千份意見書，專責委員
會就此進行整理及討論，昨日公布修訂稿，
獲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接納。專責委員會主席
李焯芬昨日聯同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教
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張國華等
會見記者交代詳情。
李焯芬表示，小學和中學分別在2012/13

學年及2013/14學年開始3年「開展期」，學
校可自由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元素滲
入常識、生活教育、通識等不同學科。直
至2015年及2016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將成為小學及初中「必修科」，屆時學校需
安排3%至5%課時任教，即每周約1堂至2
堂。高中可彈性安排課程內容，但學校需
把課程反映在「學校發展計劃」和「學校
周年計劃」。

課程5範疇 不設公開試
新課程涉及5大範疇，包括個人、家庭、

社群、國家及世界，內容包含發展學生個人
素質、家庭成員身份認同、在社群角色；又
會探討國家發展機遇挑戰、關注世界共同議
題等。學校將按校本模式評估學生，但不設
筆試及公開試。

張國華：建正面價值觀
諮詢過程中，有社會人士稱擔心課程有

「洗腦」之嫌。張國華重申，課程宗旨為教
導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並發展獨立及批判
性思考，故新修訂指引加入了普世價值的培
育，如平等、公義、自由、民主、人權、法
治等。

教局將助教師裝備自己
至於有教育界人士指，原先課程指引中，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內容與通識等科目重
疊，陳嘉琪指，新課程不單包含通識社會時
事議題，尚有一半內容關於道德教育，學校
可因應當局定出的課程指引自訂教材。教育
局將舉辦教師專業發展培訓計劃，協助教師
裝備自己。李焯芬透露，為回應學界訴求，
原先指引幾乎要重新編寫。
據了解，教育局已向候任特首梁振英簡介

課程內容。張國華指梁振英對課程沒有異
議，只提出了一般性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回應部分社會人士質
疑國民教育課程未能深入討論爭議性議題如「六四事件」
等，新修訂的課程指引中特別設了「爭議性議題的學與
教」附錄，說明老師如何保持公正及處理學生不同意
見，為教師定立清晰的教學指引（見表）。

引導思考 議題不限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補充，新指引內容不會只提及

國家的「光明面」，亦會提及國家發展面對的挑戰、困

難和局限。她強調，「任何生活議題都可以講，學生應
該多角度思考。」她又指，教師應以學生個人生活經
歷，引導學生進行討論及反思。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張國華則指，教

師在課堂上只要態度公正，能引導學生思考，「甚麼也
可以講」，包括自己對議題的立場和觀點，重點是不會
因己見而偏袒任何一方，「教師不是要學生接受自己的
看法，而是要讓學生建立自己的分析能力；因此在意見
上，教師不需要特意『中立』，但表達方式要持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現時本港學校雖沒有專設「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但浸信會呂明才小
學在多年前早已引入一系列的國民
教育活動，該校的品德及國民教育
組負責老師許健威指，學校會安排
學生到內地交流，也會每月舉行升
旗禮，每年10月又專設愛國主題
周，平時也會定期於午飯時間播放
中國地理知識影片等。多位學生均
表示，透過各項活動，他們對內地
現況掌握更多，增加了對祖國的歸
屬感，更學會關心國家未來發展。

有信心向外國人介紹中國
該校小五生蔡惠琳、黃悅陶及曾

浩晴表示，去年在學校安排下，到
訪梅州客地文化建築「南華又廬圍

龍屋」，又去過深圳招商博物館和
辛亥革命博物館，透過參觀了解祖
國的文化及歷史，認為有助培養歸
屬感。曾浩晴更高興稱：「現在我
有信心向外國人介紹中國的獨特之
處！」
他們又不約而同表示，希望將來

學校有更多元化的國民教育活動，
如多舉辦國情問答比賽、歷史話劇
等，各人又指想多認識近代的國家
領導人如毛澤東、鄧小平等的生
平。
該校課程發展主任劉慕賢指，學

校早於去年12月已開始籌備「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暫定利用班主任
堂時間，安排學生每星期上2堂，
形式包括聽周會和班主任授課，計
劃將於2012學年開始試行。

■李焯芬(右)、陳嘉琪表示，今年9月起會率先在小學試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推行細節
推行：小學於2012/13學年、中學於2013/14
年期　學年開始，以3年為「開展期」，分別

於2015年及2016年起全面落實。

課時：小學至初中，彈性安排總課時3%至
5%，即每星期約1節課至2節課；高
中只要處理好有關學習目標，不需硬
性安排固定課時。

內容：分為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世界
5大範疇，重視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
及責任感，幫助建立良好個人品德和
國民素質。

配套：每校一筆過53萬元「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支援津貼」，供未來4年所用；全港
學校涉款逾5億元，另當局將製作及
增潤學與教資源，亦會舉辦本地及內
地專業發展課程。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智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