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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回收成效佳 派3000利是封

蔡功譜中學開放日 小學生上體驗課

初中須學逾50小時基本法
學界樂觀課程發展方向 有校長倡深入淺出推動

教局與泰合作 為港生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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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基本法教育內容及課時
科目

中國歷史

生活及社會科
或「憲法與基
本法」

歷史

地理

資料來源：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暫定稿

製表：溫仲綺

與基本法相關主題

序言、總則和對外事務

序言、總則、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關係；權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經濟、
對外事務；基本法解釋和修改等

序言和總則

權利和義務、對外事務

課時

24小時

15小時

10小時

2小時

����9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對於未有在初中開
設生活與社會科的學校，當局現正發

展一個15小時的「憲法與基本法」獨立單
元，今年中旬供學校使用；而當局列舉上述
與基本法相關的學習內容，可讓教師在本科
教學時自然地指出兩者關連和關係，但在這
些學習點上無須重複獨立教授。為了讓學校
更好地規劃課程，當局於2016/17學年起，
持續為校長和教師舉辦專業培訓課程，以提
升學與教成效。
首場有關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的學

校課程持續更新簡介會於禮頓山社區會堂舉
行。對象為中學的統籌主任、副校長和校
長，昨日有三百多人出席，簡介會為時兩小
時。

《課程指引》暫定八重點

會上課程發展議會主席楊綱凱講解學校課
程的持續發展與未來方向，公開大學副校長
（行政及發展）李榮安講述本地、區域及全
球轉變下的課程發展與學生學習，課程發展
處代表則講解《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的更新
重點與未來發展；最後是公開討論環節，供
出席教師發表意見。
根據當局提供的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

引》暫定稿件，當中提到八個重點，包括：
強化價值教育（包括德育、公民教育和基本
法教育）、加強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習、延伸
「閱讀中學習」至跨課程語文學習、推廣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及
資訊科技教育、培養企業家精神、擴闊全方
位學習經歷、加強資優教育，及加強中文為
第二語言的教學。
強化價值教育的其中一個方向是推行基本

法教育，《指引》提到現時中小學課程亦有
融入基本法教育，而基本法教育可令學生明
白「一國兩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的重要性。
在實行方面，初中的中國歷史需有24小
時的課時教授基本法，以鞏固學生在高中學
習基本法。若學校設有生活與社會科，就需
有15小時課時教授基本法；若學校沒有開
設該科，則可以15小時獨立教授「憲法與
基本法」單元。
此外，歷史科和地理科亦要用10小時和
兩小時教授基本法，令初中3年基本法總課
時逾50小時，新安排在新學年推行。

高中課程19日25日簡介
在高中學生方面，學生會從通識、中史和

歷史科學習基本法，學校亦可安排參觀、比

賽、夏令營和交流團等讓學生學習基本法。
課程發展處將在本周四（19日）及下周三
（25日）分別在葵涌及九龍塘舉行同樣的簡
介會供教師參與。
有出席的中學教師指，席間不少教師就

各科的課程框架和課時等提問，他對未來
課程發展方向感到樂觀，而學校可以按校
本處理基本法教育，課程緊迫與否不成問
題。

蔡國光：用於生活才有效
教評會主席蔡國光認為，基本法教育作為

法律教育，有需要在中小學推行，但現有課

時需要進行不同的課程教學，因此仍要研究
如何把基本法教育校本化。
他續說，基本法屬於法律條文，學校和教

師要探討如何深入淺出和生活化地向學生施
教，令學生明白法律背景精神和如何在生活
上應用，不止是資料性地學習，基本法教育
才會有成效。

校長：基於課程大框架可接受
裘錦秋中學（屯門）校長許振隆則認

為，當局是基於現有課程而進行優化，
基於現時的課程大框架下是「可以接
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教育局正就《中學教育課

程指引》作出修訂，昨日舉行首場簡介會，向學界介紹指引

的更新部分。據現場派發的暫定稿顯示，當局擬在初中的3

年間，讓學生於生活與社會、中國歷史兩科，修讀共39小時

的基本法教育；連帶非必修的歷史、地理科亦會撥出課時教

授基本法，故整體的教學時數將逾50小時。學界對未來課程

發展方向感到樂觀，亦有校長指未來要按校本研究如何深入

淺出推動基本法教育，令學生學得更有成效。

■許振隆認為現時
課程指引的大框架
下是可以接受。

溫仲綺攝

為人父母甚艱難，憂柴憂
米諸事煩。如果為人父母
「這一行」需要納入最高工
時的框架內，相信每日24
小時也不足以衡量父母對子
女的付出。父母為子女設想

和擔憂，自然期望他們能出人頭地，自立自
足，不用為三餐奔波勞碌。為確保子女將來
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大部分父母的觀
念中，成績、分數等便是成功的指標，入讀
大學更是穩定收入的保障。
然而，青少年時期的子女，正值年少氣
盛、追求自主的年紀，與孩提時期的乖巧順
從大不相同，不會對父母的期望照單全收。
可是父母在人生競賽場上打滾多年，深明
「搵食」艱難之理，相比在父母蔭庇下羽翼
未豐的雛鳥，亦自然不會輕易改變立場。
這個深層次矛盾似乎早在社會撕裂以前，

便已發生在家庭當中，並且帶來很大程度的
傷害。
假設所有子女也是品學兼優、出類拔萃的

學生，深層次矛盾或會降級為低層次矛盾。
不過，在這個每年學位供應率不足兩成的香
港社會，絕大多數學生基本上只能於學士學
位銜接課程或工作中二擇其一。
面對如斯競爭激烈的現實，不少學生早已

調整自己的目標，由升讀學士學位轉為尋找
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計劃進修相關的知識
及課程。

子女調整目標 父母誤解消極
不過，父母通常將子女的目標調整理解為
態度消極，認為是放棄入讀大學這個理想的
出路。因此，社會上總會聽到父母表達其困
擾，擔心孩子的將來，又抱怨子女不求上
進，浪費時間等，實在是誤解叢生。
矛盾發生的原因，不外乎溝通不足，期望
不同。解決上述期望落差的關鍵，在於如何
達成共識。其實如果父母能嘗試耐心地聆聽
子女的想法，不難發現他們並非抗拒讀書或
升讀大學，只因學科要求艱深，或他們另有
發展的方向，才造成表面上消極學習的態
度。
這時候父母適宜協助及鼓勵子女尋找相關

的升學資料，嘗試與他們一同分析其想法的
利與弊，避免急忙表達自己的經驗和立場，
相信這樣子女會較樂意與父母交流。
俗語雖云：「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
九。」但試問父母真正能陪伴照顧子女的時
間可有多少？如果子女能有清晰的方向、獨
立分析的能力，相信也能為自己找到適合的
路。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王信光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升學或搵工
溝通減誤解

九龍城區聖
公會蔡功譜中
學 上 月 舉 辦
「學校資訊及
開放日」，設
有資訊講座、
學科攤位遊戲
等活動予區內
小學生、家長
及社區人士參與，該校亦接待來賓
參與體驗課，讓小學生從中體驗中
學學習形式，了解該校辦學特色及
學校文化。
校方表示，「學校資訊及開放

日」約數百名家長出席，由校長林
玉琪介紹教學理念及校本計劃，家
長反應踴躍。
至於學校安排的體驗課內容，包

括使用雙氧水與洗潔精進行名為
「大象牙膏」的化學實驗；以朱古
力、棉花糖等食材製作「奶酪小盆
栽」、於「English Fun Class」使用
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教學等。
校方安排學生向到場家長分享校

園生活點滴，加深小學家長與同學
對中學生活的認識。

■記者 姜嘉軒

■生物科攤位介紹人體構造。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姜嘉
軒）教育局昨日
宣佈與泰國教育
部簽署教育合作
諒解備忘錄，加
強兩地教育協
作。局長吳克儉
形容，備忘錄標
誌着香港與泰國
在教育領域開展
更緊密合作的新
里程，兩地日後
將有更具體的教
育合作，為港生提供更多學習和發展機會。

3個月洽商 簽諒解備忘錄
吳克儉昨日在facebook網頁分享與泰國討
論教育合作事宜的經過，他去年10月代表香
港到秘魯出席APEC教育部長會議時，與泰
國教育部長見面及開展討論，經過3個月洽
商後，雙方終達成共識，昨日完成簽署教育

合作諒解備忘錄。
他指泰國為東盟第二大經濟體，亦是「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並且是港人經商及文化
交流熱點之一，備忘錄將建立框架，互利共
贏措施包括獎學金；教育範疇內知識、專業
技術和經驗的交流；教育文獻、教具和示範
材料的交流，以及學者、教師、專家、學生
和其他教學人員的交流等，將能促進香港與
泰國教育群體的策略協作。

■教育局與泰國教育部昨日簽署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吳克儉表示高興。
吳克儉facebook相片

新年伊始，巿民陸續
收到由不同機構送贈的
年曆和利是封。為提倡
環保風氣，香港浸會大
學「校園低碳先鋒」計

劃的成員透過回收活動，收集浸大師生
餘下且簇新的利是封和年曆，讓有需要
的人領取。他們計劃農曆新年後收集賀
年食品等剩食，將之捐予食物銀行。上
述計劃成員、浸大文學院四年級生李文
傑表示，現已收集近50個年曆，從上年
農曆新年起收集的利是封已派發近3,000
個，成效理想。
浸大自2011年起推出「校園低碳先
鋒」計劃，讓學生參與環保活動，例如
環保領袖訓練營、環保嘉年華、工作
坊、講座等活動。浸大物業處支持學生
舉辦回收活動，以提倡環保意識，減少
浪費。
物業處主任（環境健康及安全－傳

訊）鄭嘉穎表示，各部門同事每逢年底
都會收到許多公司和機構贈送的年曆，
但同事往往只需要一個年曆。他們希望
把剩餘年曆向有需要的人分享，今年起
物業處和學生舉辦年曆回收計劃，去年
12月底至今同步回收及派發。
上述利是封回收活動連續舉辦至少5
年，每年農曆新年後都會回收仍然簇新
的利是封，留待明年對外派發。截至本
月初，他們已回收近50個年曆及已派發
近3,000個利是封。「校園低碳先鋒」
成員在浸大李作權大道和方樹泉圖書館
外擺放攤位，供師生捐贈或領取年曆和

利是封。

交換生電器床鋪等 轉贈有需要者
上述計劃其中兩名成員，文學院四年

級李文傑和中國研究（主修經濟）三年
級生黃樂兒均認為，浸大師生在節能和
物品回收方面均有所實踐。李文傑指，
留意到師生下課後都會主動關上課室的
燈和投影機省電。黃樂兒表示，浸大每
學年都會舉辦兩次宿舍物品回收行動，
每次都有不少宿生響應，本月初亦是交
換生退宿期，他們收集了交換生剩下的
家居用品如電器、床鋪和衣架等，期望
將之轉贈有需要的人。

衣架短袖T恤價廉 回收最多
李文傑指出，衣架是回收數量最多的
物品，價錢便宜，轉贈他人亦不覺「肉
赤」，因此不少宿生退宿前都會棄置衣
架或回收；但衣架「來得快亦去得
快」，不少宿生會接收剩餘衣架。
回收量屬第二多的物品是短袖T恤，

他估計原因亦是因為價錢便宜，加上部
分交換生或來自寒冷地區，短袖T恤不
會再穿。
黃樂兒補充指，學期完結時回收到近

10大箱物品，他們會在新學年開始前向
有需要同學派發。
同時，他們與環保署認可的回收承辦

商合作，把回收得來仍可正常操作的電
器捐予有需要的人，壞掉的則可拆件回
收；罐頭食品捐予食物銀行。他們計劃
農曆新年後回收賀年食品。■記者 黎忞

■「校園低碳
先鋒」把收集
得來的年曆和
利是封向浸大
師生免費派
發。圖為其中
兩名成員李文
傑（左）和黃
樂兒（中）。

浸大供圖

■學生領取宿舍所需物品。
「Hkbu Low Carbon」

fb專頁圖片

■浸大校園李作權大道和方樹泉圖書館外擺放攤位，供師
生捐贈或領取年曆和利是封。

「Hkbu Low Carbon」fb專頁圖片

■教育局舉行首場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簡介會。
溫仲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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