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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接納開展國教委會建議

德
育
及
國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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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科
事
件
簿

2010年10月
醞釀近十年，政府提出 「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 獨立成科建議

2011年上半年
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
程指引諮詢稿並進行公眾諮詢

2012年4月
教育局計劃於2012年9月新學
年開展課程，開展期為3年

2012年5月-7月
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
組及教協等團體發動遊行、鼓
動罷課，企圖迫使政府撤回國
教科

2012年8月
教育局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委員會，邀請各界人士參
與討論

2012年8月30日
學民思潮發起在政府總部集會

2012年9月3日
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宣布無限
期佔領政府總部外廣場

2012年9月5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呼籲反對者及
各界人士加入討論

2012年9月6日
學聯發起於9月11日各大專院
校罷課反對推出國教科

2012年9月7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主動發信邀請
學民思潮等三個團體代表會面

2012年9月8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宣布取消國教
科的三年開展期，由學校自行
決定是否開辦國教科及開辦方
式

2012年9月10日
教育局抽起國教科 「當代國情
」 部分

2012年9月27日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主席胡紅玉稱國教科課程指引
「失效」

2012年10月8日
政府接納開展國教科委會建議
， 「擱置」 國教科課程指引，
但不撤科

特區政府昨天宣布，接納胡紅玉領導的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建議，將該科課程指
引擱置但不撤科。政府決定對國教科課程指引不修訂也不檢討，教育局不再為此科訂任何官方
指引，不會作為視學依據，更不建議學校用此指引。特首梁振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同稱，
希望藉此平息社會爭議，重建政府與民間互信， 「讓教育回歸教育」 。

本報記者 呂少群

反國教聯盟
續揚言圍政總

擱置指引擱置指引
無需撤科無需撤科

特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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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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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於上月八日宣布國教科無需獨立成科，
亦撤銷全港中小學三年內設國教科的死線，更容許學校
自決開科與否，但未被學民思潮等反國教團體接納，它
們堅持政府必須撤科兼撤回課程指引。

梁振英繼早前委任胡紅玉出任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委員會」主席，又表明委員會可以討論任何議題後
，昨天傍晚五時許，聯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委員會
主席胡紅玉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特首辦門外宣布接
納委員會建議，正式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
，但同意委員會結論：無需撤科。

期望 「讓教育回歸教育」
梁振英支持委員會的立場，認為德育、國民及公民

教育是教育重要一環，學生接受德育、國民及公民教育
乃理所當然。他呼籲，社會應尊重和信任學校開辦國教
科的專業決定。又稱，國教科爭議已持續多個月， 「不
單造成分化和衝擊，更對學校運作和教學造成負面影響
。」他希望政府接納有關建議，有助平息爭拗、重建互
信，讓教育回歸教育，由校方自決是否開辦國教科。

林鄭月娥補充，希望接納委員會建議後，能化解爭
議，重建社會互信， 「給予我們的辦學團體和學校在一
個安靜的環境裡面，用他們專業、自決的教學方法，培
養學生全能的發展。」

胡紅玉說，有關建議是委員會一個月來六次會議結
論。關於不撤科但擱置課程指引，她解釋，既然政策容
許學校開科，政府就不應也不必禁止學校開科，所以建
議不用撤科。胡紅玉解釋，擱置課程指引是代表有關指

引失去官方的導引功能，至於是否避用 「撤回」，她稱
「撤回」具一定含意，即需要作評估才決定應留下什麼，
認為這樣較難處理，又稱既已決定不作檢討，認為擱置
是適合名詞，而政府不應要求學校使用兼作為視學依據
。她希望事件可以畫上句號，又稱委員會將盡快解散。

刪內地交流團參加記錄
出席同一場合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會盡快落

實委員會建議正式擱置國教科課程指引，不再要求學校
使用，教育局亦不會以指引作為視學依據。他說教育局
不會就指引進一步修訂，亦不會再就科目提供任何規定
性、官方性指引。他補充，每年有四萬學生獲政府資助
參加內地交流團，局方決定刪除記錄參加者名單的資料
，以免外界憂慮及猜疑。

冀平息爭議非舉手投降
本報記者問，政府宣布的政策決定是否向反國教聯

盟舉手投降？胡紅玉搶先回應，對她而言並無投降不投
降的問題，關鍵是社會有爭議就要平息，她的目標是盡
快解決事件，擱置課程指引就是最快達到目標的方法，
無需檢討亦無需修訂。她形容現階段是社會討論的起點
而不是終點，又稱教育改革問題是重要課題，家長老師
也想參與教改，她希望交流平台可以深化。

吳克儉則稱，作為專業及負責任政府，不會看誰贏
誰輸，而要看政策是否達到目標，是次國教科政策最後
推行期聽到很多不同意見，政府須聽取並回應民意，再
以委員會主動搜集意見。

【本報訊】雖然特區政府已決定將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擱置，但 「民間
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揚言，堅持下周
三如期在政府總部集會，給立法會和政府
施壓。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稱，政府擱置
國教科課程指引，是從善如流，亦是市民
爭取的成果，他們會繼續監察政府建構公
民教育。

另一方面，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表
示，政府已在多方面回應社會的關注，包
括不使用中國模式教材及擱置指引。問及
新政府上場一百日就要擱置指引，是否打
擊政府威信，羅范椒芬表明不認同，又說
新政府努力做實事，相信市民對新政府的
觀感會逐步改善。

【本報訊】多名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委員都稱， 「擱置課程指引」並非撤科
，是政府尊重學校自主權。 「委員會中有
兩位成員投棄權票，並非是委員會就此議
題未達成一致。」

身兼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徐聯安表明： 「委員代表不同團體，棄權
並非反對。指引是否有問題應由專業人士
界定，指引也並非完全無參考價值，不要
完全抹殺，對編寫者應有起碼的尊重。」
據悉投棄權票的是中學副校長鄧飛和參與
編寫指引的大學教授馬慶強。

談及無限期擱置之議，徐聯安認為，
早前特首梁振英已決定五年內不會再推，
加上這次的「擱置指引」，其實已有結論。

另一委員、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廖亞全
說： 「擱置是對學校自主權的尊重，並非
撤科。也不能強求政府無限期擱置，因現
屆政府五年任期，現屆政府不可能決定下
屆政府的政策。且吳克儉已講任期內不會
再次推行。至於是否需要將指引從教育局
網站下架，是個技術問題。指引失效不代
表毫無參考價值。而國教科的配套措施並
無強制性，應具體了解其內容再作判斷。
如果與國教相關的配套都要停止，那歷史
科、通識科都包含國民教育的內容，是不
是連這些科目的配套措施都要停呢？」他
呼籲社會： 「讓教育重返教育，別再抓住
政治不放。」同為委員的李少鶴期望，政
府接納委員會建議後，教育應回歸平靜。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指出： 「政府已經
作出最大的讓步，不可再讓。（反國教）
大聯盟也應認識到社會不同人士、團體有
不同意見，不可能一刀切。」校長：自訂課程讓學生了解國家

鮮魚行校如期推國教

【本報訊】實習記者彩雯報
道：回應特區政府決定國教科課
程指引擱置，鮮魚行小學校長梁
紀昌明言，對政府在此事上立場
軟弱表失望，堅稱 「不論政府是
否擱置指引，學校都會繼續推行
國民教育科。」

在國民教育科被反國教團體
妖魔化，多所學校對開科與否持
觀望態度，並在開學時因抵不住
壓力而決定不開科的時候，梁紀
昌按照原計劃開展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並用學校自己編寫的教材
推行課程。面對社會的質疑，他表示： 「試行一學年後
會檢討，並會開放課堂，歡迎家長觀摩」。

梁紀昌認為，政府抵受不住部分政治壓力。他指責
： 「現時社會上出現靠惡，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情況
。」但他表示學校不會因政府的決定而有任何改變。
「教育是一門藝術，且必須要因時制宜」他以此次南丫

島撞船事故以及最近要召開的中共十八大為例： 「從南

丫島事件中教育學生如何面對危
難及生命的寶貴。而十八大則是
學生認識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切
入點。」

梁紀昌表示不會因為政治敏
感而刻意迴避，學生需要去了解
國家。 「國家好的一面可以讓同
學建立對國家的自豪感和歸屬感
，而不好的一面則是提醒學生仍
要不斷進取，培養學生的使命感
與責任心。」至於現時對國民教
育會 「洗腦」的質疑，梁校長認
為是對本港教師的專業質素沒信

心，也都是對過去本港教育質素的質疑。

網民紛支持校長
網民在香港討論區論壇，紛紛支持梁紀昌。有網民

指責政府太軟弱。網名 「灰爆」的網民留言： 「梁校長
真係慘，辛苦你啦，政府爭氣啲啦，唔好攪到梁校長咁
難做，企硬，唔好再畀班友得寸進尺。」

擱置指引決定
尊重學校自主

▲鮮魚行小學校長梁紀昌

▲政府宣布，接納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建議，將該科課程指引擱置但無▲政府宣布，接納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建議，將該科課程指引擱置但無
需撤科。圖左起：吳克儉、林鄭月娥、梁振英、胡紅玉需撤科。圖左起：吳克儉、林鄭月娥、梁振英、胡紅玉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