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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跨境校巴配額增70％
【本報訊】政府估計，新學年深港跨境學生將增至一萬

七千人。當局遂將跨境校巴特別配額增加七成，由六十五個
增至一百一十個，容許部分學童在直通巴上接受關員檢查，
減少自行過境風險。至於羅湖口岸出入的 「禁區紙」則維持
二千六百張，予小三或以下的跨境童，但增設「替補機制」。

跨境學童過關險象環生，政府將於九月優化過關檢查程
序，在落馬洲（皇崗）實施跨境學童 「免下車過關檢查」，
預計約五百名學童受惠。政府每年均會批發禁區紙予跨境童
，讓他們乘保母車過關上學，就讀幼稚園至小四跨境童可申
請落馬洲支線學童禁區紙，今年在落馬洲支線交匯處增設兩
個校巴上落客位，即由去年五個增至七個，令進出該交匯處
的本地校巴由去年每小時二十架次增至二十八架次，增幅達
四成。

政府新學年亦會彈性處理申請，雖然羅湖口岸出入的禁
區紙維持二千六百張，予小三或以下的跨境童，但增設 「替
補機制」，若有人退回簽證，該學年均可接受其他合資格學
童候補申請，較以往每年只接受一次申請期更方便。

北區區議員劉國勳指出，新學年跨境學童大大增加，但
羅湖口岸禁區紙數目維持二千六百張，意味可能有更多跨境
童要獨自過關上學。他稱，明白不同口岸容納過境數目有限
，認為學校可設彈性上學時間，政府長遠要解決跨境學童分流
機制，紓緩羅湖、落馬洲等口岸的人流。同時亦應考慮改善
禁區紙政策，降低小四或以上學童獨自過關上學的風險。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今年五月已向學校及有關機構派發
《跨境學童交通安排須知》，提醒家長跨境上學會對學童的
精神和體力構成額外的壓力，直接影響其學習及成長，如非不
得已，不應安排子女跨境上學。同時，家長不宜倚賴利用禁
區紙取羅湖及落馬洲支線，作為過境的僅有途徑，應考慮讓
子女乘坐跨境校巴來港上學，或安排其他合適的交通途徑。

【本報訊】代表四百多間中學的中學校長會，認為教育
局毋須規定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但該會不贊成以罷
課作抗爭，因為無迫切性。該會又建議設立敏感議題公開教
材庫，讓公眾提議怎樣界定敏感議題，令教師可以安心
施教。

繼上周日發表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意見後，香港中學校
長會主席阮邦耀昨天出席港台節目 「千禧年代」申述該會立
場。他說，校長會已致函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反對一刀切把
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認為獨設一科，不是唯一及最好
方法，應讓學校自決。將國民教育放於不同科目施教，會有
較大彈性，校方亦有辦法確保講授的課時達到當局標準。他
說國民教育應該是透過親身體會的情感流露，毋須限定在課
堂施教。

談及教協反對國民科揚言發動罷課，阮邦耀表明中學校
長會不贊成罷課，認為現階段未有迫切性，又稱若將來情況
很差則不排除（罷課）可能性。他又認為需要精簡國民科教
學指引，應以德育教學作為主線，滲入國民教育。他續稱，
國民教育爭議對老師造成很大壓力，校長會建議設立敏感議
題公開教材庫，由公眾建議如何定義敏感議題，包括六四和
李旺陽事件等，同時建議教師如何教授，讓他們可以安心向
學生講解這些課題，學生也可自我批判，以保證課堂質素。

又訊，教育局最快今天公布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
員會」名單，中學校長會顧問黃謂儒已應邀加入。

再過兩星期，三萬
名大學新生（最後一屆
中七考生和第一屆中六

文憑試考生各半）將相繼開學，分別展開三年和四年
大學生活。同是中學畢業，這兩批大一生卻相差一歲
，會不會如學界擔心的中六生不如中七生？在本報與
教聯會和學者協會合辦的教育沙龍上，教育學院副校
長李子建表明要加強支援中六畢業生，浸會大學教授
蕭文鸞則道出中六生令人驚喜的一面，肯定他們在多
方面較中七生優勝。

本版上期（七月十二日）報道大學迎接雙班年的
對策。例如城市大學將安排中七生先開課，一星期後
才輪到中六生；每天上課時間表將由早上九點排到深
夜十一點，星期六為朝九晚七。浸會大學與理工大學
將共用九龍塘前李惠利空置校舍，教育學院要加建女
廁和物色市區教學中心，科技大學上課時間表排到晚
上七點半，又加設戶外餐座，增建三個實驗室，更自
設校巴。教院副校長李子建指出，為應付三改四和雙
班年，八大資助院校的資源存在張力。

加強支援中六學生
雙班年的落實，除了考驗大學校舍等硬件設施的

承受力，對編課功力和師資能力的挑戰更加嚴峻。李
子建說，近年大學教師要預備三三四、研究評核和教
學新要求，須投入龐大資源和心力，在在要求有正面
情緒。 「大學課程有其特點，八大院校從無劃一過，
從課程、定位到路向，可謂各有重點而富多元化。各
校都有通識教育，如何與中六生人人必修必考的通識
科銜接，兩者以往無連貫，今後要呼應。這是大學同
工要進一步思考的。」

李子建表示，同樣上大一，中七生與中六生相差
一年，就是有差別。 「如今有家長陪同子女面試（入
大學），但兩批學生無明顯不同。」未來做評估時，
對這些小一歲的同學，或需要關心多一些，看看他們
能否自主學習，學習管理的效率如何，這都需要多做
輔導，教院也知道要多加關心。

師資方面，教院這類只得二千餘師生的小型院校
，李子建說要增聘的教師相對少，但想聘富教學經驗
實在不易，小型院校因應雙班年而多收近一倍學生，

由是產生的教學文化，還有學生文化效應，都不容忽
視。加上近年擴大非本地生來源，本地、內地以至海
外生，再如跨學科以至於一年級共修、二年級選科，
又要強調國際化元素，全是說易行難的課題。

學者協會副主席譚鳳儀回應，以其了解，大學界
未考慮過如何銜接中學的通識科，教師本身也面對不
少壓力，在教資會要求下，大學近年銳意發展果效為
本學習，教師本身如何應付中七和中六生的差異，都
值得探討。

中七生未必比中六生成熟
大一歲，中七生就比中六生成熟？浸大中醫藥學

院教學部主任蕭文鸞表明未必，她披露了面試中六和
中七生各七百人的意外發現。 「我問了中六生學通識
科的利弊，有驚奇結果，他們說通識協助思維，但老
師也不大了解該科，師生都不熟悉，反而多了交流，
一齊投訴埋怨，氣氛好好。」

蕭教授說，通識科推行未完善，師資跟不上，加
上首屆七萬六千人應考，中六考生感覺周邊都是考生
，不期然感到壓力。但她注意到，中六生思考能力增
加。問及幾年新高中的學習，她所面試中六生的一致
看法是，有選科自由度，視野擴闊了，通識科有助分
析，不會讀死書，獨立專題探究令學生接觸社區，有
機會參與許多課外活動，與社會問題接軌，師生關係
更趨密切， 「反映新高中課程有明顯影響」。對比於
中七生，她認為中六生的普通話能力較優勝，又連聲
恭賀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 「（為新高中）所做努力
無白費」。

蕭文鸞補充，浸大廿餘年前就奉行新學制提倡的
全人教育，校方規定三改四下修滿一百二十學分才能
畢業，通識教育獨佔三十八分，另加必修的中英數歷
史哲學體育，又重視小班教學。 「我校前幾年就規定
，普通話及格才能畢業。」一如普遍院校，浸大新學
年也多收一倍學生，蕭文鸞說如何將大班變小班，以
及相應的教學助理何處來， 「校方要求各院系自行搞
定」。據稱，多間大學接收了相當一部分中學教學助
理作支援。

大學雙班年的挑戰沙龍之二

中六生有其優勝一面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大學迎雙班年挑戰教育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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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

科大副校長黃玉山

教院副校長李子建

浸大中醫藥學院教授蕭文鸞

「終於有人關注我們了。」受訪者的回應，令中大心理
學系二年級學生馬悅君感慨萬千，她所做殘障兒童家長的調
研入選香港中文大學I.CARE博群計劃最優秀項目，昨天獲
得校方嘉許。

馬悅君患有肌肉萎縮症，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小時
候走路都比別人慢，容易摔倒，中學時已必須用輪椅代步。
生活的不幸並未讓她喪失動力，家庭的支持使她以優秀的成
績考進中大。

「雖然媽咪很細心地照顧我，但其實壓力是一定有的，
社會上還有很多像我一樣的殘障兒童，他們的家長可能面臨
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他們需要更多的支援。」馬悅君參加
了中大I.CARE博群計劃，想運用專業知識服務市民。其選
題是《香港殘障兒童之家長所面對的壓力》，以問卷形式訪
問了131位殘障兒童的家長，但是肢體殘疾給她的調研帶來
很多不便。 「有時找很多機構幫助，因為比較遠，會有點辛
苦，有時媽咪會幫我去聯繫。」

在保密的問卷上，有家長這樣寫到： 「終於有人關注這
個問題了，多謝你們做這個調研……」馬悅君說，看到家長
的這些話，真的很感慨，她說問卷問題一條條很簡單，但是
很多家長都在短短幾條橫線上寫得滿滿的，有的甚至提議加
上這一條那一條， 「其實他們真的很渴望被關注，渴望社會
多點支援」。

馬悅君的調查結果顯示，感到自己被社會賦予連帶負面
標籤的家長，心理壓力較大，社會對他們的支援可以減低負
面標籤的影響，從而減輕他們的壓力。

中大I.CARE博群計劃於去年成立，上學年共收到逾40
份研究項目的申請，經評審後共有14個項目獲撥款支持，
包括馬悅君的項目。

筆者在美自費留
學九年，回港後完成
教育文憑，現從事教

育工作。在街上及在電視中看到某些政黨胡亂鼓吹
罷課，罷課不會影響學生進度云云，本人為此感到
十分痛心及可悲。我想大部分家長都不會明白香港
教育課程的緊密程度，一天的罷課足以影響學生在
公開考試的成績，某政黨更誇口罷課不會影響進度
實屬無稽之談。

罷課一天都難忍
本人曾於浸會大學修讀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及參

與國民教育科諮詢會，認為國民教育實在可行。為
什麼家長會認為是洗腦，我認為如果是洗腦的話，

等於學生本身沒有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能力，而我們要教導學生的就是這種能力。如果說
香港的國民教育科是洗腦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可
能是教育局和家長零溝通，二是家長自己並沒有批
判性思考的能力。

要從多角度分析
筆者問過一些60歲以上的長輩，他們上一代偷

渡來港，自幼接受國家的國民教育，他們跟我說他
們自幼接受多年洗腦式教育，但他們並未被洗腦，
他們能從事實看清楚事件的真實性，不是書本上說
的一定就是對的，要從多角度分析，由此事例我不
明白為什麼家長們會擔心子女們會被洗腦。其次，
大部分學校都有宗教背景，學生要上宗教課，如果

國民教育是洗腦課程，那麼為什麼宗教課不是洗腦
課程，而家長們又不去罷課。

試舉多個例子證明國民教育不是洗腦課程。筆
者在美國讀了一科倫理課的課程，教授說了一個在
美國發生的真實故事。有一個青年人在戲院看了一
場戲，內容講及故事人物把頭放在馬路邊，由貨櫃
車輾過，故事講到青年人其後復活，那位在戲院看
戲的青年相信及仿效了戲中的情節，把自己的頭放
在馬路邊由貨櫃車輾過，青年最後死了，也沒有復
活 ， 而 青 年 人 的 父 母 把 事 件 告 上 了 高 等 法 院
（Supreme Court），要法院禁播那套電影，最後
法院未有把電影禁播，如果我未記錯的話，原因
是因為那名年輕人的無知，而不是那套電影有問
題。

我相信香港大部分的青年人不會因為看過電影
而仿效情節，我也不大相信小朋友上完國民教育課
會被洗腦。如果單看文字可以洗腦，可能都是一件
好事，我在中國看到在牆上用紅色的漆寫上不要隨
處放飛劍，但國民有否遵從，大家心中有數。

（上）

教育觀點

國民教育是洗腦嗎？
教育工作者 慧 能

本港今年七月基本通脹率為百分之四點二，雖較
六月回落，但多項開學用品加幅仍遠高於通脹，如今
年校服加價百分之七，校巴亦加價約一成。聖雅各福
群會昨公布 「開學支出壓力」調查發現，六成半受訪
家長表示，子女的開學支出佔整體家庭開支兩成或以
上，最大開支是教科書，其次是興趣及補習班費用。
開學前夕家長負擔大增，逾半數家庭就此感到壓力，
建議政府增加基層學童書簿及開學津貼。

平均每人支出三千元
育有三子的張太，九月開學料花費近三萬元。她

說，一家僅靠任職酒樓工作的丈夫一萬多元薪金維生
。大兒子新高中剛畢業，升讀自資學院高級文憑課程
，單是繳交學費已花了二萬七千多元，連同就讀小學
及幼稚園兒子的教科書、校服等費用，估計整體開學
支出較以往大增二至三倍，張太惟有在買餸及衣服等
各方面都節省一點，及向親戚借錢交學費。

伍先生兩名兒子將升讀中一及小五，九月開學料
會花費約六千元。 「弟弟會用哥哥的舊校服，但長子
剛升中須買全新的校服及教科書。」伍生稱，目前失
業，加上來自單親家庭，須獨力照顧兩名兒子，只好
靠保險金及向親朋好友借錢應付。

求資助學校增逾30間
聖雅各福群會企業拓展（協作）高級經理張達昌

指出，不少家長新學年單是買教科書已動輒花二、三
千元，不少基層家庭反映張羅開學使費吃力，故該會
推出 「助學改變未來」計劃，每年開學時都為基層學
生提供書包、文具等物資，今年要求資助學校數目較
去年增加三十多所，約有六千至七千人申請，反映通
脹高企令基層市民的生活處境進一步惡化。他稱，今
年的 「助學改變未來」計劃，得到一田百貨支持，捐
出二百個書包，令更多基層學童受惠。

距離開學尚餘不足兩周，但教科書、
校服等各項雜費激增，為家長帶來沉重壓
力。一項調查發現，通脹持續升溫下，六
成二受訪家長表示，今年開學支出較去年
上升二成，每名子女平均開學支出達三千
元。今年向慈善團體要求資助開學用品的
學校增加三十多間，申請人接近七千人。

本報記者 劉家莉

終於有人關注我們了！
——中大生調研殘障童家長面對的困境

本報記者 潘婷婷

中學校長會不贊成罷課
倡設敏感議題公開教材庫

特寫

▶中大社會
及公民參與
督導委員會
委員何培斌
（左）為馬
悅君（右）
頒發獎狀

本報記者
潘婷婷攝

▲開學在即，教科書
、校服等各項雜費激
增，為家長帶來沉重
壓力

◀有百貨公司捐出二
百個書包，令更多基
層學童受惠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政府因應新學年深港跨境學生增加而增加跨境校巴服
務

▲浸大中醫藥學院教學部主任蕭文鸞表示，中七
生未必比中六生成熟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