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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一五六年級幼園高班返半天 其他年級 29日起返學
疫境下
的新學年
今 天 開





始，全港
學生都要

「上課不返校」，主要以網課形式迎接開
學。隨着疫情緩和，教育局昨日宣布，9 月
23 日起將分兩階段恢復面授課堂，首階段
包括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
六，及幼稚園高班七個年級的學生可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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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天形式回校學習，而其他年級則於 29
日起復課。另針對新生輔導及公開試補課
特別需要，學校亦可因應校情於 9 月 16 日
起先讓不多於全校六分之一學生回校上課
半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停課多月，學校師生家長對新學年安排甚感焦
急，昨日開學前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終於公

布了學界等候多時的復課時間表。他表示，局方一直
留意疫情發展及諮詢衞生專家意見，並與學界保持緊
密聯繫；鑑於近期疫情有緩和趨勢，認為已具備基本
條件給予學校時間準備在 9 月下旬逐步恢復面授課
堂。
復課安排分為兩階段，首階段為9月23日，中一、
中五及中六級，小一、小五及小六級，以及幼稚園高
班可率先回校上課；第二階段則由9 月 29 日起，中二
至中四、小二至小四、幼稚園低班及幼兒班恢復面授
課堂。國際校及特殊校亦大致跟從上述時間表，私校
與教育中心也會按階段復課，另幼稚園學前班（N
班）復課時間則由社會福利署負責。

新生考生可因應校情 9．16 回校
楊潤雄解釋，因中小學高年級生需要面對升學及公
開試，中一及小一新生則需時間適應新的學習規律，
幼稚園高班則有較佳的自理能力，故安排其首階段復
課，面授課堂將以半日形式進行，避免學生在午膳時
候脫下口罩，藉此減低感染風險。
而因應包括迎新適應輔導等生活課堂較難以網課取
代，加上部分學生急切需要回校補課準備公開試，教
育局建議，在首階段復課前一星期，學校可因應校
情，考慮由 9 月 16 日起讓不多於全校六分一學生回校
學習半天。

跨境生仍協調 呈分可延至明年
跨境生方面，楊潤雄指由於涉及港深兩地的防疫抗
疫及出入境管制政策、交通安排等，仍在與內地有關
部門商討協調，但預計會首先處理中四至中六生，各
學校亦會持續支援他們在家學習，如有進一步安排局
方會再作公布。
其他學校行政安排方面，楊潤雄指，若學界能於 9
月下旬全面復課，學校仍有時間為小六生安排升中呈
分試，可在 10 月 20 日前呈分；而若有跨境生或其他
因素，呈分期限則延至明年1 月 15 日，並至少提交一
次分數。至於新學年點算新生數目（俗稱「數人
頭」）的程序上，由於部分學生因疫情關係無法返
校，教育局亦會作彈性安排，若學生有出席網課、註
冊，而校方有為其投放資源，亦會將其點算在內。

考評局今公布文憑試安排
由於上課時間減少，楊潤雄表示，局方已與考評局
商討，從文憑試的公平性、可信度、實際運作及對學
生影響等專業角度，考慮就 2021 年考試進行調整。
據了解，考評局今天會公布有關修訂及應變安排。
楊潤雄又強調，由於疫情未來仍有機會反覆，在此
「新常態」下，即使學校能按計劃在 9 月下旬恢復面
授課堂，日後仍有機會再次要網上授課或半日上課，
他已要求要作好準備，隨時靈活應變，彈性運用不同
教學模式，希望家長及同學能理解和配合。

■楊潤雄強調，香港從來沒有所謂「三權分立」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楊潤雄：港無
「三權分立」教科書須準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高中通
識 科 推 行 11 年 但 教 科 書 長 期 「 無 王
管」，致令出現大量偏頗及政治洗腦內
容，至今年教育局終於落實了「專業諮

有所謂「三權分立」的制度，「這些事
實必須清楚在教科書中說出。」
楊潤雄表示，是次通識「專業諮詢服
務」，是要就書本與課程宗旨能否配

「普檢校」全面清洗無礙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本港學校將於本月分階段恢復面授
課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
示，被用作檢測中心的學校會確保
安全，過程與事後均會作全面清
洗，不擔心出現交叉感染或影響復
課安排。學界及社會人士呼籲師生
及家長積極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共同協助控制疫情。

普檢今展開 籲師生參與
楊潤雄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將於
今日展開，呼籲學校教職員、學生
及家長積極參與，以保障學校全體
員工及學生的健康，為稍後恢復面
授課堂締造更加有利條件。

對於有人擔心學校成為檢測中心會
為師生帶來風險，楊潤雄強調檢測中
心經衞生署及機電署審查，防護工作
充足且每日至少清潔兩次，檢測完成
後政府會為場地作全面清潔，「這段
期間學校沒有學習活動，只有個別老
師或乏人照顧的學生回校，涉及人數
不多，亦會確保跟檢測中心有適當分
隔。」他指檢測計劃最遲於 14 日完
結，而16日並非硬性復課安排，學校
可因應實際情況彈性處理。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教育工
作者有責任保障學生安全，愈多人
參與檢測，愈有助控制疫情，才能
讓教學回歸正常。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指，部

分官立學校被借用作檢測場地，明
白教師、家長和學童可能憂慮有感
染風險，故促請政府做足校園消毒
和清潔措施才批准重開校園。另他
認為當局應加強宣傳，鼓勵師生積
極參與檢測。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檢測計
劃有助阻截校內出現傳染鏈，但很
多家長均對檢測以至疫情存在不少
疑問，「如有家長查問做一次檢測
的成效；是否每隔一段時間都需要
做檢測才有效果；亦有家長關心若
有學生或教職員感染，又或者有學
生及教職員是緊密接觸者，學校是
否需要立刻停課」。他呼籲政府盡
快推出指引，做好溝通工作。

中小幼復課安排
第一階段
◆ 9 月 23 日 （ 星 期 三 ） 起 ， 幼 稚 園 高 班
（K3），小一、小五及小六 ，中一、中
五及中六可恢復面授課堂

第二階段
◆9 月 29 日（星期二）起，幼兒班及低班
（K1 及 K2），小二至小四，中二至中四
可恢復面授

面授課堂以半日制形式進行
特別安排
◆9 月 16 日（星期三）起，學校可根據校
情，安排少於全校六分一學生回校進行不
多於半天學習活動，包括適應輔導、公開
試補課等

國際學校及特殊學校

各界支持分階復課 盼教局有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教育局昨日宣布面授課程分階段復
課，最早可在 9 月 16 日按校情彈性
展開，社會各界普遍支持決定。有
中學校長表示，恢復面授課堂大前
提是必須要在確保安全及充分支援
情況下進行，希望局方盡快公布更
多細節及指引，予學校跟從；有小
學校長則認為小一生適應環境需
時，考慮會先安排小一級學生於 16
日開始回校。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表示，教界
歡迎復課，但希望在專業、有支援
及有清晰指引的情況之下進行，
「雖然近日疫情有緩和跡象，但隱
形傳播鏈仍然存在，期望局方可提
供詳細指引，例如不幸再有學生、
家長或老師中招，各類情況應該如
何處理，通知、清潔範圍如何，有
何支援等，這些都需要有個說
法」。
此外，該校已知有約 100 名跨境

張翔勉新生傳承港大「基因」創新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下香港大學
亦為新生舉行了網上入學禮，校長張翔分享指，
新冠肺炎為全球帶來重大危機，鼓勵同學傳承港
大的「基因」，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運用創
意新思維解決難題，為世界創造新機遇。
張翔寄語學生，面對疫情危機，若能以新思維
來應對，或可化危為機，甚至得以保持領先優勢。
他鼓勵同學傳承港大的「基因」，在大學生活中勇
於嘗試開創新領域，以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無法預
計的狀況，運用創意新思維解決難題。他又以港大
的科研學者為例指，他們多年來一直努力研究冠狀
病毒，於是當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並擴散時，港大已
具備人才及設備來妥善應對危機。
張翔表示，期望學生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
抱持開放、擁抱多元的態度，又強調鼓勵大家積
極討論和思辯，同時彼此互相尊重，並對自己言

詢服務」，局方及專家向出版社提供意
見，讓其修訂多處錯誤及引導煽動性不
當內容。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強調，
通識書需要釐清事實，例如香港從來沒

合、內容是否持平、真實及全面演繹給
予意見。對於有書本原引用坊間長期以
來錯誤描述香港政制屬「三權分立」，
及後被刪，他強調教科書需要清晰準
確，香港於回歸祖國前後均沒有所謂
「三權分立」制度，是牽涉事實陳述、
基本概念，教科書必須清楚說明。

■張翔鼓勵同學傳承港大「基因」，以樂觀積極
態度面對，運用創意新思維解決難題。港大供圖
行負責及遵守法律。
新學年教學安排方面，港大於 9 月 1 日至 21 日
會全面採網上教學，9 月 22 日起到 11 月 30 日則
會實行「混合教學模式」並恢復面授，在提供網
課同時學生亦可選擇回校，但不會強制。另除特
殊科目外，期末考試全以網上形式進行。

學生仍未返港，「雖然面授、網課
在技術上可同時進行，但對老師而
言，同時兼顧這兩批學生，挑戰很
大」。
伍煥傑指，上一次復課時跨境生
回港面對不少難關，「部分初中生
首先要一個人接受 14 日酒店隔離，
然後來宿舍住，足足兩個月無法回
內地跟父母見面，對初中生來說非
常折磨」，而且 14 日酒店費用不
菲，若疫情反覆要再停課，情況會
非常麻煩。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
成指出，小一生的適應問題不容忽
視，他們需要有實體課堂協助適應
課堂生活，學校擬讓小一生於本月
16 日返學。至於呈分試，孔偉成指
局方早已有清楚指示，整體問題不
大。

張國鈞促落實「港康碼」助跨境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關注跨

◆大致跟從上述時間表

跨境生
◆仍在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協調，若有安排
會再作公布，並優先處理中四至中六生

升中呈分試
◆學校呈分期限延至明年 1 月 15 日，至少提
交至少一次分數

「其他」
類別私校、教育中心

■張國鈞促請政府落實「港康碼」並
與「粵康碼」互認。圖為跨境學生經
關口到香港上學。
資料圖片
境學童的復課安排，促請政府盡快
落實「港康碼」，並與「粵康碼」
互認，將有助解決跨境學童上學難
的問題。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湯修齊表示，家長普遍支持本月逐
步恢復面授課程，但今次未包括幼
稚園兩歲班(N 班)，有幼兒家長期望
社會福利署盡快公布重返校園的日
期。

◆ 9 月 16 日起，可容許校舍限額六分一的學
生回校上課；9 月 23 日開始，可容許限額
半數的學生面授；9 月 29 日起全面復課。
校內不准飲食

預防措施
◆所有學校要做好清潔消毒、體溫健康申
報、控制社交距離及人群聚集，校內及上
校車須時刻戴上口罩。教育局與衞生防護
中心短期內會向學校發更新版的復課防疫
指引，加強說明當出現確診個案或緊密接
觸者時應如何處理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教聯會：逾七成教師憂網課學習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疫情下
全港學校 9 月底始陸續恢復面授，網上
學習對師生都是重大挑戰。教聯會調查
顯示，逾七成教師對網上授課感憂慮，
不少人擔心學生有欠專注及缺乏軟硬件
支援，影響學習成效，促請教局正視網
教的難處及提供支援。
教聯會在 8 月底以隨機抽樣問卷訪問
了 552 名大中小幼及特殊校教師，超過
七成人對網上授課感憂慮或十分憂慮。
他們認為網課面對種種困難，最大問題
是定居環境會影響學生專注度，而基層
家庭學生缺乏電腦或視像鏡頭等硬件，
及學生對軟硬件操作不熟練，情況也令
人擔心。
針對應否盡快全面復課問題，受訪

教師意見較分歧，逾四成人認為應
該，但亦有逾三成人不評論，約兩成
七認為不應該。

倡教局統籌統一平台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調查結果
反映教師既擔心網上教學會造成學習
差異，但也顧慮疫情對學生健康安全
的影響。他又特別提到，跨境生因地
域原因，無法連接上個別網上平台，
嚴重影響學習進度，建議教育局應擔
當統籌角色，協助學校使用統一平
台，同時加強相關支援。
本身為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
林翠玲指，由於軟硬件資源及操作問
題，幼師所面對的困難比中小學更

■教聯會調查顯示，逾七成教師對網上
授課感憂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甚至會有數名幼師使用同一部電
腦，或幼稚園需自費加購寬頻流量應
付教學的情況，促請當局將電子學習
學校支援計劃擴展至幼稚園，以及開
展「一校一 IT 技術人員」計劃，提供
必須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