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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觀點

香港勿變文化沙漠
教育工作者 小 雪

長久以來，香港被
稱為文化沙漠，很多港
人沒有禮貌沒有修養，
只重視外表和利用名牌

來自我包裝，在國際上已成為了笑柄。
最近，法國客戶調查機構（Presence），調查結果

新加坡烏節路名列榜首；香港排名倒數第二，調查指出
，香港人不友善、不夠熱情和缺乏微笑。此外，美國
CNN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旗下生活網站 CNNGo 力數
港人醜態。調查根據2009年3至5月報章報道香港消費
者的平均網上交易額為203美元（約1583港元），較全
球顧客平均花178美元（約1389港元）高出14%。負責
研究的公司解釋，港人在網上訂購高級的國際品牌、衣
服等，大大扯高平均交易額，並已經是全球之冠。

港人開口閉口都講錢講搵食，卻很少花時間去欣賞
藝術創作，更否定文化藝術的價值。據了解，很多港人
根本沒有興趣去看展覽和文藝表演。過去幾年，康文署
轄下的博物館，每年入場人次只維持在約四百五十萬人
，部分博物館的入場人次更是持續下降。

本人曾舉辦及參與過不同的展覽，並且擔任藝術館
導賞員十餘年，可是，經過細心統計觀察後，發現大多
數展覽只是小圈子的遊戲，來來去去都是那一批人。那
麼，又如何可提升香港的文化素質？文化藝術除了創作
，還需要有觀眾。

我認為如果政府真的有決心搞好文化藝術，應該從
根本的教育做起。藝術科在學校裡不受重視，只能作為
閒科。教育局從來沒有要求在小學裡任教美術老師要專
修美術科資格。這種不重視美術專科專教的教師，學生
又怎能學好美術？經過惡性循環，最後只令學生家長不
認同藝術的重要。事實上，在中國內地的中小學一直以
來都有專料專教的制度。

現在新高中的制度，也扼殺了學生對視藝科的興趣
，2011 年，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對現時新高中視藝
科的調查中，共有 193 名視藝科教師回覆，來自最少
105間中學，超過一半以上的教師認為在新高中視藝科
下未能鼓勵學生發展創意及研習視藝的興趣。更有校長
認為在舊制中，視藝科尚可佔一席位，但在新高中學制
下，修讀其他科的學生人數會減少，其中在文學及視藝
科等較 「冷門」科目較為明顯。檢討現行的視藝教育的
編制及課程是刻不容緩，希望現屆政府不要再像以往般
敷衍了事，玩弄遊戲數字來蒙蔽廣大的市民。

曾被審計署踢爆博物館人流量只得預算十分之一的
康文署，竟然在二○○九年為催谷參觀人數，動用公帑
資助商業味道極濃的時裝品牌展覽，事件被揭發後引來
各界窮追猛打，可惜康文署未能吸取教訓。

去年，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的 「彼思（Pixar）動
畫 25 年」展覽，展品全屬美國的卡通動畫人物及手稿
，商業味道極濃。當局為鼓勵市民入場參觀，更將購買
標準門票人士會獲贈 「限量版精美紙磚禮品」及總值一
千元的 「迪士尼開心優惠券」，結果，入場人數當然十
分理想。多名學者質疑當局的做法只為催谷參觀人數而
已，此舉亦與香港的文化無任何關係。真心希望香港能
成為國際文化中心，只是道路漫長而艱鉅，政府當局應
全心全意去發展文化事業及令港人不再只是以賺錢為主
，尊貴的議員、學校及市民也要共同參與如何可以提升
港人文化藝術素質的工作，或者認識到文化藝術能夠陶
冶我們下一代的心靈，以免香港的文化進一步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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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自決是否開科

【本報訊】教育局提醒擬為子女申請在明年九月入
讀官立或資助小學一年級的家長，必須由下星期一（九
月二十四日）開始遞交申請表，申請期共四天，至下周
五截止。

發言人提醒家長，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學校會先
處理有兄／姊在該校就讀或父／母在該校任職的申請，
凡屬此類別的申請人，必獲取錄。其餘的申請，學校則
須根據 「計分辦法準則」來分配學位。家長只能為每名
子女遞交一份申請表，否則其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將會
作廢。

若家長選擇只為子女申請 「統一派位」，則須將填
妥的申請表及有關證明文件，在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四
日至二○一三年一月十八日，交回灣仔皇后大道東269
號呂祺教育服務中心2字樓教育局學位分配組（小一入
學）。

【本報訊】聯合國將每年九月二十一日訂為國際和平
日。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 UNESCO HK 今年特
別邀請本港九百多間學校及各界人士參與和平文化活動。

昨天參加的教育機構、商會、青年團體，分別舉行宣
揚和平活動，宣讀《和平宣言》，支持世界和平。透過拍
下活動過程照片並上載 UNESCO HK Facebook http://
www.facebook.com/UnescoHongKongAssociation 以示支持
。這些學校包括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聖保祿學校、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青松侯寶垣中學、中華基金中學、香
港聖瑪加利女書院、聖保祿中學、天主教總堂區學校、聖
文德小學、啟思中學等。

隨國際和平日，UNESCO HK 聯同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本土文化及創意教育研究觀測所亦開展啟動 「頌
慶和平」計劃，提供一個平台予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
生，讓他們能作深入的交流，增進學生對不同文化的了
解。

該項活動分三部分。一是今年十二月八日在香港教育
學院舉行的開幕禮。二是十周以上（十二月至明年二月）
的經驗學習活動，來自國家領事館或國家代表，如商會和
國家旅遊局等通過不同形式支持，本地學校和國際學校學
生組隊，開展文化探索項目。

第三部分是和平慶祝，訂於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科學
園舉行。通過一天博覽會形式的活動，各組在指定展區展
示學習成果，促進和平和文化敏感度。同時包括舞蹈表演
、傳統服裝展示、藝術工藝品、和平宣言、迷你美食節等
文化活動開展。

小一入學申請下周遞表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新任考評局
主席陳仲尼表明，上任後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
檢討新高中課程及提升新高中文憑試認受性，
讓社會各階層有更多認識。對於坊間關注他身
兼全國青聯副主席，會否影響其中立性？他強
調回應，青聯的職務與考評局無半點關係，亦
無任何衝突，希望社會大眾給他時間， 「事實
及真理勝過千言萬語」。

陳仲尼昨日出席 「考評專業創未來」時間
囊啟動禮時，回應傳媒有關他身份的提問。他
說考評局是一個獨立組織，公開考試是由獨立
審題委員會負責出題及制訂評核準則， 「考評
局主席是不會參與任何過程，亦無任何角色可

以扮演」。
陳仲尼呼籲大眾要對考評局有信心， 「局

方不會因為任何人出任主席而改變」，他亦會
根據考評局條例及內部指引盡力履行職務。問
到會否辭去身兼全國青聯副主席一職時，他稱
相關任期到二○一五年，但兩者職務並無衝突
，希望大眾可給予時間去證明。

陳仲尼表示考評局主席一向由非教育界人
士出任，外界要對考評局的 「專業、獨立、公
平及公正」有信心。他表示上任後希望可以提
升局內的人力資源的資歷質素及局內的透明度
，加強大眾信心，歡迎社會及傳媒監察。

考評局正與教育局及課程發展議會檢討新
高中課程，陳仲尼說上月已就二十四科文憑試
科目諮詢老師，希望明年初會有結果。考評局
亦參考教育界意見，把原本二○一四年要推出
的十一科校本評核推遲到二○一六年推行，平
衡各方需要。

陳仲尼又稱，現時有一百五十間海外教育
機構及大學承認新高中文憑試資歷，希望日後
會愈來愈多。他在未來三個月會帶領團隊到英
、美、加三地推廣，同時亦 「不會放鬆香港」
，尤其對工商界、專業界及中小企解釋資歷。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為
紀念成立三十五周年及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昨日
舉行 「考評專業創未來」時間囊啟動禮，選取一些別具
意義的物品存入時間囊內。

啟動禮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考評局主席陳仲尼
等主禮嘉賓各選取一件對二○一二年香港公開考試發展
有特別意義的物品存入時間囊內。吳克儉選了新學制的
資料套及光碟、陳仲尼選了二○一二年香港中學文憑證
書樣本。封存十五年後，會在考評局五十周年時重開，
以見證香港教育的變遷。

另外，考評局定於下月 6 日及 13 日會舉行評核中
心開放日，介紹文憑試的最新發展及公開試閱卷工作，
同場考評局及公開考試制度發展歷程回顧展，詳情可瀏
覽考評局網頁（www.hkeaa.edu.hk）。

考評局設時間囊
紀念首屆文憑試

陳仲尼：將檢討新高中課程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成立 「利
國偉中大金禧獎學基金」，成立儀式主
禮嘉賓包括利國偉夫人、偉倫基金行政
總裁梁祥彪、中大校長沈祖堯以及中大
副校長鄭振耀。利夫人代表偉倫基金捐
贈港幣三千萬元支票予中大，成立 「利
國偉中大金禧獎學基金」。

「利國偉中大金禧獎學基金」為常
設基金，將以每年衍生的利息，用以永
久資助多項學生獎學金；獎學金將由二
○一三至二○一四年度開始頒發。包括
每年資助一名成績優秀的內地學子入讀
中大，就讀四年制本科生課程並提供生
活費資助；每年資助法律學院學生獎學
金及醫學院學生獎學金各港幣三十萬元

，頒發金額和人數將按學院建議而釐定
；其餘的利息用以資助成績優異而又有
經濟困難之本科生（包括本地、內地及
海外地區的學生）參加為期一學期或一
學年的海外交流計劃，頒發金額和人數
將按學生交流地區及家庭經濟情況等而
釐定。

中大特別設立 「利國偉中大金禧獎
學基金諮詢委員會」，專責監察和管理
獎學金之頒發情況及挑選合適之獎學金
領受人，並會按大學發展需要而作出調
整。適逢政府剛推出第六輪大專院校配
對補助金計劃，中大將獲政府配對額外
的資助，讓更多學生受惠。

【本報訊】教育局出版幼稚園概覽，包括兩間東
華三院屬校在內的十一間幼稚園，安排幼兒唱國歌升
國旗，竟被亂港傳媒《蘋果日報》及其姊妹報《爽報
》指為 「洗腦」。對此，東華三院嚴正聲明， 「教導
學生唱國歌及升旗，是本港很多學校亦會進行的教學
活動，不同意視為 『推洗腦課程』或 『推行洗腦國教
科』」。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L'Oreal（香港）公司將贊
助優秀的研究生遠赴法國實習，與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
中心和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合辦 「L'Oreal 研究實習
獎學金」計劃，獲資助學生可於巴斯德研究所實習三個月。
計劃於昨日啟動，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出席啟動禮。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柏雅諾、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中
心行政總裁 Roberto Bruzzone 以及 L'Oreal（香港）公司總
裁Stephen Mosely，於昨日啟動計劃並簽署合作備忘錄。獎
學金計劃共設四個研究實習名額，申請人必須為香港或澳門
的永久居民，受資助的研究生必須在科研領域上有出色表現
，並有意在法國修讀博士或博士後研究課程。

總領事柏雅諾在啟動禮上致辭，表示此計劃是香港與法
國關係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可進一步深化法國與香港的科研
合作。Roberto Bruzzone稱，計劃可讓學生體驗另一種校園
生活，領略到新鮮及多姿多彩的文化，甚至對人生的發。

獎學金於本月至11月底期間公開接受申請。每個受資
助學生的獎學金額為港幣四萬五千五百元，以支持研究生於
二○一三年六至八月接受為期約三個月的實習訓練，受助學
生可親赴法國巴斯德研究所著名實驗室，按所選擇研究學科
進行探究。有興趣學生可致電查詢詳情28168403。

幼稚園唱國歌升國旗
東華三院：正常教學

港法合作培訓科研人才

回應民間對開設國教科的議論，特首梁振
英在本月八日宣布取消中小學必須在三年開科
的死線，容許學校自決開科，教育局隨後抽起
受關注的 「當代國情」課程及相關評估，局方
昨天再通告全港學校已發放的五十三萬開科津
貼毋須上繳， 「無論學校以何種方式推展有關
教育及其相關項目，都可以靈活運用有關津貼
，配合校本有關教育及其相關項目所需的準備
及教學。」通告補充， 「由於 『德育及國民教
育支援津貼』乃公帑，學校必須遵從教育局有
關採購服務、購置物品及聘用職員如代課教師
等適用於一般津貼的相關通告及指引。」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傍晚出席 「考評專
業創未來」時間囊啟動禮後表示，經過政策修
訂後，學校有更大自由度處理有關科目及資源
運用。而津貼的應用是行政指令的部分，有行
政需要盡快向學校交代。他重申，國教科不會
列為公開試科目。出席同一場合的考評局主席
陳仲尼認為任何國民都需要依照事實認識自己
國家，不需要迴避國家發展不足的地方。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委員會昨日下午舉行
首次會議，主席胡紅玉在會後向傳媒表示，學
校無須將今年八月發放五十三萬元的德育及國
民教育支援津貼退還，各校可靈活使用該筆津
貼。至於民間反國教大聯盟要求撤回國教科課
程指引，她說此次會議沒有討論，暫時未有結
論。又稱基本上任何問題都可以談。

國教科委員會委員、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

會主席奚炳松透露： 「會議主要討論五十三萬
津貼的使用問題，並沒談及討論範圍以及是否
撤科的問題。」胡紅玉則表示： 「不會給學校
壓力退還津貼，以便學校多途徑開展國民教育
科以及與價值觀有關的教育。」

出席會議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補
充： 「學校可根據自身情況以及專業判斷使用
這筆津貼。只要與該科有關以及與有關教授價
值觀，甚至宗教相關科目都可申請使用。津貼
沒有時限，學校可保留津貼用完為止。」

問及為國民教育成立基金，給需要開科的
學校及組織申請的建議，胡紅玉回應： 「需要
一段時間，進行廣泛討論」，且 「如設立基金
，會面向整個公民社會，層面範圍很大」。她
續指委員會的名單暫時沒有變動，也沒有再邀
請陳惜姿等家長關注組成員參加， 「但以後會
接觸有關人士，有的已經接觸」。

回應委員會會否審查有關教材，胡紅玉說
，日後必討論有關問題。

另外，堅持不加入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委
員會的學民思潮表示，未收到委員會主席胡紅
玉邀約見面。該組織又指教育局不收回發給學
校的五十三萬開科津貼是另有企圖，更稱會向
傳媒舉報部分迫害反國教學生的學校名單。

學民思潮昨晚舉行反國教團體交流會，召
集人黃之鋒對教育局不收回國民教育科開科津
貼表示疑慮，認為是教育局為明年繼續推科預
先派錢。

【本報訊】學界歡迎教育局不收回兼放寬五十三萬國教科開科津
貼的用法，教育評議會主席鄒秉恩認為有利於開展其他學科，比如德
育、生命教育、性教育等。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則表示，教育局任
由學校決定開科與否兼自由運用，已經同撤回科目無分別。

教評會主席兼聖匠中學鄒秉恩稱，教育局向學校發出的新通函，
清楚地解決了學校的困惑，因為有些學校校長會認為用了這個國民教
育科津貼就等同於要開國民教育科，但現在教育局的新通函賦予了學
校酌情處理的權利，學校可以多點資源運用，有利於開展其他學科，
比如德育、生命教育、性教育等。他呼籲，不必過分憂慮國民教育科
，要相信專業人員的判斷。

鮮魚行學校表明本學年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其校長梁紀昌則
稱，國民教育津貼只夠學校請一個教師，以文憑教師起薪點請兩年，
現在的新通函是政府的進一步讓步，給學校更多的彈性處理這一個科
目和津貼， 「但現在的情形已經同撤回無分別」。

國教津貼無須退回
在特區政府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策作重大政策修訂後，教育局昨天表明

學校無須退還已收取的五十三萬元啟用款項，局長吳克儉重申只要用於相關範
疇，可以靈活運用。而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在昨天召開首次
會議後稱， 「各校可靈活使用該筆津貼。」 委員會沒有討論所謂撤科問題。

本報記者 張綺婷 實習記者 彩 雯

學界歡迎彈性運用津貼

◀利國偉夫人
（中）捐三千萬元
予中大設立 「利
國偉中大金禧獎
學基金」 ，中大
校長沈祖堯接收
。右為偉倫基金
行政總裁梁祥彪

▲吳克儉（左）和陳仲尼親自把挑選的物品放入時
間囊 本報記者張綺婷攝

◀開展德育
及國民教育
委員會主席
胡紅玉會後
表示，學校
可靈活運用
國教津貼

中通社

▲一眾嘉賓舉杯慶祝 「L’Oreal研究實習獎學金」 計劃啟動，左三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考評局主
席陳仲尼（前
）希望社會大
眾對考評局
團隊有信心

本報記者
張綺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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