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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語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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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無人中
二獎：0.5注中，每注派1,346,060元
三獎：49.5注中，每注派72,510元
多寶獎金：8,673,030元

動漫節資料
日期

時間

票價

售票地點

焦點活動

2012年7月27日至31日

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9時
（31日將於下午8時結束）

成人三十元，可攜帶一名11歲以
下小童進場

7-11及OK便利店、場內售票處

●中港台日Cosplay嘉年華
●原創漫畫新星大賽
●LEGO積木——中國成語故事
「樂高建築師」 比賽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國民教育
科的教材問題引起全港熱議。工聯會榮譽會
長陳婉嫻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澄清工聯會立場
，她表示國民教育是需要的，但是個人立場
不同意中國模式教材只講好，不講壞，現在
各界意見很多，希望特區政府慎重考慮今年
九月可否暫緩在小學推行。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張國華昨日出席
DBC 數碼電台節目時表示，《中國模式國
情專題教學手冊》由非政府組織編寫，教育
局也已承認小部分內容有失偏頗，但是這個
手冊只是作為學校參考資料的其中一本，而
非國民教育教材，更非 「洗腦工具」。

出席電台節目的陳婉嫻表示，工聯會一
直關心事情發展，但是國民教育確實是需要
的，現在社會各界意見這麼大，希望特區政
府能再討論一下。她續說，自從九七年回歸
以後，在 「一國兩制」下，很多同學都有興
趣了解，到底我們國家是個什麼樣的情況，
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大家可以有不同的
看法。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近日不斷借
題發揮，扭曲國民教育，為選舉增加政治本錢，甚至
煽動教師罷課。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公開闢謠，強
調政府並非強制性要求所有小學開課後，推行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政府設 「三年的開展期」，學校可有獨
立性編寫他們自己的教材，並按各自的步伐推行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該科目百分百非 「洗腦式」教育，完
全不需要罷課抗爭。

林鄭月娥昨日傍晚出席一個展覽的開幕典禮後，
澄清外界對國民教育科的誤解。她強調，政府沒有要
求所有小學今年九月開課後，強制性推行該科目，而
教育局設有一個 「三年的開展期」，讓學校循序漸進

地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目，並有獨立性編寫他們自
己的教材，故一些辦學團體並非退卻，而是爭取更多
時間來籌備相關的教材，與教育局的鋪排脗合， 「我
覺得近日有說最後一着是要罷課，要作出抗爭，這是
完全不需要。」

鼓勵學生多角度思考
另一方面，她強調，該科百分百非 「洗腦式」教

育，所有辦學團體、老師都要培養學生的分析、明辨
是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無論作為一個政府官員或
者我本身作為一個家長，我都反對洗腦式的教育。」
她表示，教育局在未來會繼續與辦學團體溝通，協助

他們在其各自獨立的能力內編製教材，學校可按各自
的步伐和老師的準備情況來推行國民教育科。

此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在教局專欄 「局中人
語」中撰文，以 「不打分、不排名次——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的評估」為題，指出社會近日對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的討論，存有不少誤解，強調本科建議採納多種
方法評估如觀察、反思、學習檔案。教師可因應學校
及學生的需要，鼓勵學生能從不同視角，加深對自己
的了解。而所建議的評估方法，絕對不是要為學生貼
上標籤和作出比較，更不會以此用作學業評分和派位
升學的參考指標；希望大眾能消除不必要的恐懼，讓
學生發展良好的品格，才德兼備。（詳見另文）

林鄭為國民教育科闢謠
無強制性推行 百分百非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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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男身綁65手機
深港海關攜手緝獲
【本報記者黃仰鵬、唐剛強深圳二十四日電】日前，一

名年輕男子身上綁藏六十五部手機準備經深圳沙頭角口岸出
境時，被深港海關連手布控並查獲。據透露，自今年六月份
以來，深圳沙頭角海關通過接獲香港海關通報情況，而成功
截查涉嫌走私入境的案件已有兩宗。目前，該案件已移送海
關緝私部門作進一步調查處理。

據海關人士介紹，一名年輕男性旅客乘坐車牌號碼為
LT××95 的客車，日前準備經沙頭角出境時，引起香港海
關注意，懷疑其身上可能綁藏有電子產品。深圳海關方面接
到香港海關沙頭角管制站高級督察王先生對該名男子的樣貌
和特徵通報後，立即布置查緝。

經攔截檢查，該名男子腰腹部及小腿部位綁藏有六十五
部未向海關申報的手機，其中HTC手機三十五部，索尼愛
立信手機三十部，初步估計案值約十八萬元。

深圳沙頭角海關人士表示，自從設立了深港海關聯絡電
話後，雙方就以電話為依託互通情報，互享資源，建立起良
好的聯繫溝通機制。除了設立聯絡電話外，深港海關還採取
定期會晤、聯合組織開展專項行動等方式，加強聯繫配合並
確保口岸暢通。

據統計，今年以來，沙頭角海關已接獲香港海關沙頭角
管制站通報的情報十二宗，查獲走私違規情事四宗，而該關
也曾先後兩次協助香港海關遣返未辦結港方手續出境車輛。

【本報訊】實習記者蔡加怡、王金丹報道：香
港書展昨日閉幕，受十號風球韋森特襲港影響，書
展最後兩天早關遲開，七天展期結果只錄得九十萬
人次入場，較去年的九十五萬人次下跌百分之五。
超過六十個參展商批評主辦單位貿易發展局，在颱
風期間安排失當，令他們損失近六小時 「生意時間
」，單日生意額下跌六至七成，要求貿發局道歉賠
償。

貿發局前日於天文台發出八號風球預警後，提
早於下午五時四十五分開始關閉，昨日延至中午十
二時十分重開，原定下午五時結束，不過六十間參
展書商包括皇冠出版社、次文化堂、上書局、榆林
書店、城邦出版集團等，不滿貿發局安排混亂，於
清場時拒絕離開，要求延長開放時間。他們原打算
留守至凌晨十二時，但因運輸車陸續抵達， 「焗住
」把書本運走，結果於晚上七時許陸續收拾離場。

次文化堂社長、中小企書刊業商會會長彭志銘
稱，貿發局於八號颱風清場的安排混亂，工作人員在
八號颱風預警發出後隨即停售門票，令他們的營業

額單日損失近七成，要求貿發局公開道歉及賠償。
貿發局發言人回應稱，天災難以預測，不會對

參展商作出賠償，重申前日 「清場」是為保障市民
安全。由於展場隨即移交準備舉行動漫電玩節，所
以不能延長書展展期。

雖受颱風影響，但拖着書展尾巴掃便宜貨的人
亦不少，即使開幕已數小時仍然要 「打蛇餅」排隊
進場，書展場內人頭湧湧。許多參展商抓緊最後機
會，以平價優惠吸引書迷。有參展商開出六折優惠
，書迷平均購買二至三本書，收銀處只見龍頭不見
龍尾。

場內亦隨處可見拉着行李箱掃書的書迷。有書
迷表示一小時內 「掃」了四百多元書；亦有書迷抱
怨書展的開放時間太短，加上各攤位人數太多，
「舉步維艱」，到發現喜歡的書時書展也快結束了

。有專誠到來 「掃平貨」的學生表示，準備花五百
元購買小說和散文，心情並無受天氣影響。

城邦出版集團營業經理張捷明指，感覺今年市
民買書的意慾稍微下跌，亦改變了口味，過往受歡
迎的漫畫封面今年卻 「銷情麻麻」。另外，台灣參
展商人人出版公司業務經理嚴正表示，香港的讀者
都很熱情，書展最後幾天的銷量更好。

鼻咽癌復發 八成已轉移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鼻咽癌是本港第七號癌症

殺手，初發治療過後，仍有一至三成復發機會，八成屬遠端
轉移，即多在鼻咽以外位置復發，根治率只得七成。臨床腫
瘤科專科醫生張文龍表示，腫瘤最初只是小於三毫米、不能
憑肉眼或儀器偵察到的擴散點子。他表示，局部放射治療和
持續服化療藥，患者的延長存活期中位數，由年多延長至五
年半，更有病人復發後八年仍健在。

鼻咽癌的平均患病年齡，只得五十一、二歲，較肺癌患
者年輕二十年。張文龍說，鼻咽癌患者復發位置，最多在頸
椎、腰椎、盆骨等中軸骨骼位置，佔七成五，亦有三至四成
患者，腫瘤擴散至肺或肝。由於病徵不明顯，患者淋巴脹大
都不覺痛，他們多在癌症二、三期時，才發現癌症復發，根
治率只得七成。

過往治療多以化療為主，為期六周，配合鉑類藥物輔助
。張文龍指，醫生可在為病人驗血、掃描後，根據情況處方
嘧啶類、紫杉烷類和吉西他濱等化療藥，效果更佳。若腫瘤
數目少於五粒，可以電療等技術清除腫瘤。即使未能完全切
除腫瘤，患者平均存活期，可延長五年以上，更有患者復發
後八年仍健在。

展商批安排差 累生意跌60%

書展入場人次少5萬

第十四屆香港動漫電玩節於本周五至下周二，一
連五日於灣仔會展舉行。今年主辦單位與參展商簽訂
合約，列明參展商不能於會場發售限量產品，動漫迷
需要先在網上訂購限量品，再到會場取貨。動漫節行
政總裁梁中本表示，往年 「排隊黨」對展覽形象及安
全有影響，相信新安排能杜絕 「排隊黨」。他續表示
，不鼓勵會場內有市民將限量品轉售圖利，若有人於
會場內擾亂秩序，將交由會展保安處理。

促進兩地動漫融合
另一邊廂有參展商表示，主辦單位未有於合約定

義 「限量品」及訂明其數量，認為新措施令參展商無
所適從。參展商智傲集團公司總經理施玲玲表示，
「消費者十分重視產品的銷售數量，有助他們研究場

內搶購貨品的策略。若不公布產品出售數量，反而會
引起混亂，令動漫迷盲目排隊搶購貨品，最終矛頭又
指向我們（參展商），十分不公平。」

今年動漫展以 「創意激泉」為主題，主辦單位首
次舉辦 「中港台日 Cosplay（角色扮演）嘉年華」及於
「原創漫畫新星大賽」開放參賽資格予國內漫畫新秀

。主辦單位表示，今年漫畫比賽勝出者全由江西省及
北京市的代表包攬。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比賽，促進中
港兩地的動漫文化融合，開拓國內動漫商機。

主辦單位冀人次破關
此外，樂高積木（Lego）於場內展出 「樂高士多

」，展出以積木砌成的七十年代舊式士多，把摺櫈、
樽裝可樂、卡式錄音機等 「集體回憶」一一砌出；樂
高又舉辦 「中國成語積木建築比賽」，讓動漫迷票選
最具代表性的成語積木組群；遊戲商微軟於會場出售
限定版 「Xbox360主機英倫奧運特別版」，及多達三十
款新遊戲，電玩迷不容錯過！

主辦單位預期，今年入場人數有望打破七十萬大
關。入場票價則與往年相同，成人票價三十元正，更
可憑券免費攜帶一名十一歲以下小童入場，一同感受
動漫氣氛。

動漫未開鑼 展商已抱怨
批評禁售限量品措施欠妥

緊接書展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將於本周
五開鑼。主辦單位為了杜絕排隊黨對動漫
節運作造成混亂，今年跟參展商達成協議
，不會於會場發售限量版貨品。有參展商
則批評主辦單位的安排欠清晰，未有於合
約訂明 「限量品」 的數量限制，對新措施
感到無所適從。

本報記者 吳卓峰

渣馬賽倡改道進行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建議明年渣打馬拉松賽事尾段的賽

道，由銅鑼灣東角道的內街，改跑軒尼詩道至怡和街、再轉
入糖街到維園終點，以擴闊賽道並改善駱克道、記利佐治街
行人橫過馬路情況，但灣仔區議會昨日對此表示反對，擔心
相關路段封閉逾九小時會癱瘓港島交通，並造成行人擠擁。

IT僱主招聘意慾仍低
■受歐債陰霾籠罩職場影響，本港僱主招聘意慾稍為下

降。有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發現，本港三成八受訪僱主將於
第三季增聘人手，較上季減少三個百分點。當中，資訊科技
業及銀行金融機構招聘意慾比率，亦較第二季輕微下跌一至
兩個百分點。

跨國人力資源機構Hudson今年六月調查本港、內地、
新加坡及澳洲四地，共六千八百名僱主，本港受訪者有四百
三十多人。結果發現，受歐債陰霾和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朗因
素拖累，七成一本港受訪僱主對未來的經濟前景抱審慎態度
，更有百分之七人感到悲觀。

在增聘員工方面，三成八本港受訪僱主擬在第三季增聘
人手，較上季四成一為低；內地的招聘意慾最高，有五成六
人打算增聘人手，但同樣較上季比率為低；而新加坡及澳洲
則排榜尾，分別只有三成半及不足三成人。

領匯推員工購股計劃
■領匯昨日宣布推出 「企業員工購股計劃」，資助合資

格員工於公開市場購買領匯基金單位，參與的員工可選擇每
季供款形式認購，由領匯按員工年資及表現評估資助金額。
領匯表示，資助計劃目的是為員工提供多一種儲蓄選擇。

家計會籲孕婦盡早檢查
■孕婦接受早期懷孕評估，可減低出現併發症風險，但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設立的早期懷孕評估診所在過去三年，
僅四百五十名懷孕初期婦女求診，經評估後發現逾半數出現
問題，當中近一成小產，兩成三有流產先兆。家計會呼籲孕
婦進行早期檢查，以評估胎齡及了解胎兒健康狀況，亦可減
輕公營醫院負擔。

社會近日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討論，存有
不少誤解，其中包括本科評估理念和方向。我希
望能藉這篇短文，讓大家了解本科所建議的評估
方法，消除不必要的疑慮。

有意見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 「分數」
，會影響學生派位升學甚至公開考試的成積。我
在此重申，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評估，是學習的
一部分，着重於促進學習的提點及鼓勵反思。本
科並不屬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亦沒有設立
公開考試或呈分制度，因此不會對學生派位及升
學，構成任何影響。

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本科會鼓勵學生刻意
「作假」，只寫一些 「討好」或 「偏頗」的答案

，以求在考試得到高的 「分數」。本科課程指引

，已清楚指出不建議學校給學生 「打分」或以「分
數」將學生互相比較，以及設置測驗、考試。

本科建議採納多種方法評估如觀察、反思、
學習檔案。教師可因應學校及學生的需要，鼓勵
學生能從不同視角，加深對自己的了解。《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第93至97頁列舉評估模
式例子以供參考。

評估只是培養品德、學習過程的一部分，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所建議的評估方法，絕對不是要
為學生貼上標籤和作出比較，更不會以此用作學
業評分和派位升學的參考指標。我希望大眾能消
除不必要的恐懼，讓我們善用評估，讓學生發展
良好的品格，才德兼備。

不打分 不排名次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評估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男子身上綁藏六十五部手機經沙頭角準備出境時，被
深圳海關查獲 本報攝

▲動漫展行政總裁梁中本（後排左一）與一眾參展
商及動漫展代言人及模特兒合影 本報記者吳卓峰攝

▲書展最後一天吸引大批市民前往，參展商亦
紛紛推出優惠價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