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要求與教
育局會面，表達擱置國民教育

科的訴求，吳克儉前日提出邀約關注組今
晨會面，以收集家長的意見。出席者將包
括局長吳克儉在內的3名教育局官員，3名
關注組成員，及3名「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成員。
不過，關注組發起人陳惜姿昨日稱，家

校會是政府諮詢組織，成員由政府委任，
局方安排他們同場參與會面是沒有誠意的

行為，並提出3項要求，要求將之改為單獨
會見、讓關注組10人赴會，及會面時間不
少於1小時，否則不會出席。

今晤家長關注組家校會
吳克儉昨日決定順應關注組的意見，答

應他們的3項要求，並安排今日上午10時半
先與「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代表會面，
稍後再與家校會及各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
晤，以更全面了解家長對推行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的關注。
就關注組是次拒絕與家校會同場會見教

育局官員，家校會主席徐聯安表示無奈，
他指家校會其實早已約見吳克儉，以表達
有關家校合作及對教育議題的看法，「我
們自己都是家長，並不是政府代表，一般
家長關心的議題我們都會關心，也有權利
去表達意見」。

林鄭鼓勵溝通以釋疑慮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有關問

題時形容，吳克儉和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
會面，「有溝通一定比沒有溝通好」，既可
讓關注組反映意見，亦同時讓政策局有機
會去作出解說，以釋家長的疑慮，是一個
積極和正面的態度，又鼓勵教育局及家長
組織積極回應。
就關注組等多個團體明日會舉行「反國

民教育科」遊行，要求當局暫緩開展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吳克儉昨日在接受鳳凰衛
視訪問時重申，教育局已給予學校3年的
「開展期」進行規劃，故國民教育科會如期

進行，但對有團體遊行持開放態度，認為
這體現了港人言論和表達自由的生活模
式，「遊行絕對不是問題，小孩子參與也
是好事，正如國民教育也希望自己親身體
驗，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

團體遊行擬嬰兒車頭陣
另外，「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昨日

指，他們明日會由維園遊行至金鐘政府總
部，估計有約1萬人參加。由於是次他們以
嬰兒車打頭陣，他們呼籲有市民倘希望中
途加入，應待龍頭的嬰兒車經過才加入，
以免造成阻塞，又呼籲政黨在參與遊行
時，不要派發印有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肖像
的單張或拉起有關橫額。
警方昨日則表示，會開放遊行隊伍途經

的西行全線，而東西行電車線則會預留作
緊急車輛通道。由於可能有大批家長帶同
小孩參與，遊行速度可能會受到影響，故
呼籲遊行人士耐心等候，家長亦應照顧同
行兒童，並聽從主辦單位糾察及現場警員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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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玨瑩）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近日成為社會熱話，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昨出席一公開場合後表
示，作為中國人，有責任認識國家情況，
故推動國民教育的關鍵，是要向學生提供
多方面觀點，讓他們獨立思考和判斷；社
會不應只斟酌是否推行該科，反而應多思
考這科的價值何在及如何推行才是最好。
沈祖堯昨出席保良局「全方位領袖培育

計劃」活動，與500名幼兒及家長作真情對
話。他於會後表示，關注到近日社會對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論，他指，「認識自

己國家的情況，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若
推行國民教育，就應該向學生提供多方面
觀點，讓他們獨立思考和作出判斷。

促思考最佳推行方式
就部分社會人士要求教育局擱置今年9月

在小學試行國民教育，沈祖堯指政府應多
聽各方面的聲音，他鼓勵市民多表達意
見，但他認為社會不應該只斟酌是否推行
國民教育，而是多思考這科的價值何在，
以及如何推行才是最好。他補充指，國民
教育科「不是絕對不能做的東西」，而是應

該在推行過程中，讓學生對於國家每個方
面都有更全面的理解。

提醒家長給子女空間
此外，沈祖堯與500名幼兒及家長進行真

情對話時，亦分享了不少育兒之道。他提
醒家長，應在子女成長過程中給子女多一
些空間，令子女能夠發掘自己的興趣，家
長只要提供資源幫助他們發展興趣即可，
不應把本身的期望強加至子女身上。
現代社會物質豐富，沈祖堯認為，父母

通常過度保護子女，提供了太多物質，結

果子女過分依賴家人，難以獨立發展。他
指父母應該與子女多溝通，幫助子女建立
簡單生活的價值觀。

父母學歷不是孩子障礙
就有家長認為自己沒有高學歷，特別是

英文程度較差，不能在學業上幫到子女，
擔心長遠影響孩子發展。沈祖堯回應指，
父母的學歷未必會成為子女成長的障礙，
年輕人多參與課外活動，一樣可開拓眼
界，「家長擔憂自己學歷會令子女在外面
吃虧，這些只是家長自己的心理障礙」。

■沈祖堯指出，推動國民教育的關鍵，是

要向學生提供多方面觀點，讓他們獨立思

考和判斷。 實習記者林玨瑩 攝

沈祖堯：認識國情 港人有責

吳克儉強調無「洗腦」 學校教師定教學模式
推行國教科計劃無變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接受鳳凰衛視

專訪時強調，特區政府無計劃改變今年9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計劃，

並強調該科的教學模式由學校和教師決定，不存在所謂「洗腦」的問題，

「千多二千名老師，每個人都蒐集自己的材料，自行蒐集教材、自行設計教

學過程和學習模式，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擔心所謂洗腦現象 」，又強調在落實

時倘真的出現「洗腦」情況，他也不會接受，並會首先譴責自己。另外，

吳克儉已答應「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要求，於今晨與關注組的10名代

表會面。

重讀爭崩頭 61中學滿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首屆

文憑試放榜已逾一星期，大學學額不足，
除令多個副學位課程告爆滿外，部分學校
招中六重讀生也「爭崩頭」，逾三成中學
已告重讀滿額，及出現3人爭1學額的情
況。有中學錄取的重讀生成績超高，平均
獲5科3級，比升大學最低要求還要看高一
線。不過，即使學生成績已達一定水平，
有學校依然怕「教得辛苦」而拒收過多重
讀生。

中六招生門檻提高
根據學友社「中六重讀資料庫」，雖然

不少學校均到8月才截止報名，但截至昨
日，全港196間招收重讀生的中學中，有
61間即逾三成重讀名額已爆滿。大多數學
校都要求重讀生獲得至少4至5科2級的成

績，另亦有數所學校要求報名重讀生須考
獲「3322」甚至「3333」。其中重讀額已
告爆滿的青年會書院，原只開出「3322」
的收生要求，但結果所錄取的重讀生平均
都有5科3級的成績。

崇真書院3爭1學額
同樣爆滿的崇真書院，其副校長黎志誠

指，該校的收生要求為5科2級，並設有面
試，平均約3人爭1學額，當中有學生更手
持3級及4級成績，「因為那些學生志在升
讀大學，所以希望重讀再考；重讀時間實
際上只有幾個月，很難在短時間內大幅度
提升成績，故對學生成績有一定要求。」
雖然該校原設19個中六重讀學額，但由於
新學制下有校本評核等多項教學工作，最
終只收了11位學生。

李焯芬：國教科培養獨立思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對於有人擔

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會出現洗腦情況，因而要求

擱置該科，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專責委員會主席李

焯芬在電台節目中表示，該科的課程指引強調要

培養年輕一代的獨立思考及判斷是非的能力，不

存在洗腦的可能性。他又鼓勵家長認真閱讀課程

指引，相信家長會認同指引是持平的。

至於教材方面，李焯芬指，教育局有機制評估

及審核教科書，相信監察功能可將有洗腦成份的

教材排除出來。他又補充，多間學校都會自行編

寫教材，教育局會收集這些教材並放上網，教師

可參考及決定是否選用。另曾任教育署署長的余

黎青萍接受電視台訪問時亦認為，教師可自己編

寫教材，不會有所謂洗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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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首屆中學文憑試成績覆核申請日前
截止，今年有多達24,896名考生申
請覆核，佔整體34.3%，即平均不
足3名就有1人不滿結果提出上訴；
而以科次計，則共有46,791科提出
覆核，佔整體應考科次10.6%。如
與今年的末代高考和2010年的末代
會考比較，文憑試「覆核潮」明
顯，無論人數及科數均遠比高考會
考多，創歷來公開試新高。但以比
率計，文憑試因考生人數及科數大
增，覆核的百分比則仍略低於高
考。

末代高考生覆核率更高
今年文憑試有近7.3萬人應考，

遠多於高考約4萬人。考評局資料
顯示，末代高考共有15,684人申請
覆核，佔全部考生38.7%，覆核科
次則有30,459科，佔整體18%，兩
者比率都較文憑試高。不過，如果
與同樣較多考生參與的末代會考比
較，文憑試「覆核潮」驚人，比率

高出約3.5倍，當年只有9,336人申
請覆卷，佔全部考生7.6%，將1.7
萬的覆核科次更只佔總數2.4%，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列豪

章表示，高考預科生已經會考篩
選，升學目標清晰，較多人覆核可
以理解；而一般文憑試及會考考
生，除部分人一心升學外，不少人
早清楚自己不適合讀書，打算盡快
出來就業，心態明顯有別。他又解
釋，因文憑試沒有往績參考，很多
考生覺得自己成績比學校估計的
低，不忿氣下申請覆核，是以覆核
比率遠遠高於會考。

覆核成功率只有3%至4%
文憑試覆核結果將於8月20日發

放，根據大學聯招(JUPAS)安排，
等級獲提升者可於翌日經網上向報
讀院校申請重新考慮其取錄資格。
不過列豪章亦提醒，參照過往公開
試數據，覆核成功率一般只有3至
4%，呼籲考生別抱太高期望，應
按目前成績盡快計劃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郭兆東）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繼續，「國民教育家
長關注組」將於明日遊行。行政會議成員鄭

耀棠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現在正是
推行國民教育的最佳時機，強調政府應擇善
固執。行會成員張震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亦指，社會主流意見都支持國民教育，關
鍵是要確保國民教育科教材不偏頗，培養獨
立思考，又指政府已提出了3年「開展期」，
如學校未準備好，就毋須一定要於今年9月
開展科目，而在開展期間當局可在聽取意見
後修訂指引，是一項好安排。行會成員張志

剛則指，大家應該對老師及校長有信心，並
呼籲各界透過對話解決問題。

鄭耀棠：已諮詢4個月
鄭耀棠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特區

政府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推行方案，早經過
長達4個月的諮詢期，相信當局已充分了解
市民的訴求，故不認同部分團體將國民教育
形容為「洪水猛獸」，認為大家應應稍為客
觀，毋須為此上街抗議，又指出儘管政府必
須尊重遊行人士的訴求，但當局應擇善固
執，不能稍遇反對就輕易擱置計劃，並強調
政府讓學校以3年時間來為推行國民教育作

準備已經很足夠，故有人要求將準備期延長
至5年及10年，並沒有任何理據。

張震遠：主流意見支持
張震遠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則承認，教

育局資助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內容偏頗，但
強調學校如果不認同該教材，可以不採用，
政府也會撥出更多資源資助民間團體製作其
他教材，只要確保國民教育科教材不偏頗，
培養獨立思考，主流意見是支持國民教育
的，很多家長會歡迎。
被問到有質疑指特區政府各高官的子女多

就讀國際學校或在海外升學，卻要求主流學
校學生接受國民教育，他反駁指，有關批評
並不公道，因為很多高官子女已經畢業，而
這亦非政策的考慮因素，這些批評是沒有意
義的。

張志剛：各界應講道理
張志剛亦指，目前社會上有反對聲音，但

也有很多人支持推行國民教育，反對者不能
將不認同的意見視作「洗腦」，並應該對老
師及校長有信心，又坦言倘特區政府因為有
部分人反對就擱置國民教育科，社會就不能
向前行，呼籲社會各界應以「講道理」及對

話解決問題，而非只以「點人頭」的遊行方
式來表達意見。
他續說，由中學生成立的「學民思潮」關

心國民教育是一件好事，但認為大家溝通時
可以禮貌及平靜些。

林煥光：決策不應「數人頭」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承認，國民教育課程

有改善空間，部分較具爭議的議題可包括在
內，以鼓勵學生尋找正反雙方論據，及互相
就議題內容作討論甚至爭辯，然後才能在過
程中學習到如何明辨是非及獨立思考，又認
為是否延遲推行國民教育應交由公眾討論，
倘公眾在思考過後仍「感到」害怕，屆時可
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及政府再作判斷，但就強
調政府施政從不以「數人頭」來作決定。

葉國謙：開展期安排適當
另外，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昨日在一公開

活動上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西方民主國
家同樣推行國民教育，香港也不應例外。他
理解有校方及家長對課程內容十分關注，但
倘把國民教育理解為「洗腦」，並不符合事
實，又認同當局目前以3年開展期，讓校方
適應是合適的安排。

鄭耀棠促政府 擇善固執勿擱置

■不少教

育界及政

界人士均

認為，有

必要讓學

生認識國

民教育，

支持該科

的推行。

資料圖片

■李焯芬

希望家長

認真閱讀

課 程 指

引，相信

家長會認

同指引是

持平。

資料圖片

■首屆中學

文憑試共有

24,896名考

生 要 求 覆

核，佔整體

考生34.3%。

圖為放榜日

考生領取成

績單情況。

資料圖片

■吳克儉指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不存在所謂

洗腦問題。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認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和國民教

育家長關注組會面，可釋家長的疑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