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至○二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  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星期四 ) 
時間：  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30 樓  
 民政事務總署會議室  
 
出席者：  鄭慕智先生 (主席 ) 
 周厚澄先生  
 李崇德先生  
 簡麗嫦女士  
 許宗盛先生  
 黎葉寶萍女士  
 彭敬慈博士  
 狄志遠先生  
 戴耀廷先生  
 容永祺先生  
 張永雄先生   (教育署 ) 
 蘇張麗影女士   (廉政公署 ) 
 梁家永先生   (香港電台 ) 
 吳伍莉莉女士   (社會福利署 ) 
 曹振華先生   (民政事務局 ) 
 邱蘇淑儀女士   (民政事務局 )(秘書 ) 
 
列席者：  張信剛教授   (文化委員會 ) 
 何志平醫生   (文化委員會 ) 
 蔡淑娟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霍李娛馨女士   (教育署 ) 
 關永華先生   (民政事務局 ) 
 魏永捷先生   (民政事務局 ) 
 方毅先生    (民政事務局 ) 
 吳陳美華女士   (民政事務局 ) 
 陳恩慈女士   (民政事務局 ) 
 湯玉卿女士   (民政事務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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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克出席者：  陳展霞女士  
  陳錦祥先生  
  張賢登先生  
  馮崇裕先生  
  鄺心怡女士  
  馬力先生  
  譚榮根博士  
  謝淑賢女士  
  徐詠璇女士  
  黃碧嬌女士  
  伍淑清女士  
  黃繼兒先生  (律政司 ) 
  劉偉炳先生  (政府新聞處 ) 
  何澤勤先生  (警務處 ) 
  蕭景路女士  (香港電台 ) 
   
 
開會詞  
 
 主席歡迎文化委員會主席張信剛教授、委員何志平醫生、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蔡淑娟女士、教育署高級教育主任霍李娛馨女

士、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魏永捷先生及助理局長方毅先生出席會

議。  
 
(一 )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2. 委員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 跟進上次會議事宜  
 
公民教育委員會未來工作路向及 2001-02 年度工作計劃  
(上次會議紀錄第 4 至 6 段 ) 
 
3. 秘書報告，委員會在過去多次會議曾討論有關公民素質的問

題，並提出透過民意調查以了解市民大眾對公民素質的意見。為跟進

委員提出的意見，民政事務局已在本年七月進行的電話意見調查中，

加入有關公民素質的問題，有關調查結果將在隨後的議程 (五 )向大會

報告。



- 3 - 

(三 ) 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文件 CE 7/2001﹚  
 
4. 張信剛教授以一套由文化委員會製作的短片，向委員簡介文

化委員會的工作及諮詢文件的目的和背景。張教授稱，文化委員會的

目標是制訂一套原則及策略，推動香港的長遠文化發展。  
 
5. 狄志遠先生認為，要培養年青一代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必須

先從家長入手。他認識有些家長，縱然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也會盡力

讓子女參與文化活動，並且加以悉心栽培。家長本身認同文化活動的

重要性，才會鼓勵子女接觸文化活動。將文化融入生活，這自然有助

提升整體社會的文化素養。他又建議教師爭取校外的支援，與文化機

構建立夥伴關係，以加強文化藝術的教育工作，發展全人教育。  
6. 簡麗嫦女士對於文件提到「多元發展」的原則和策略表示支

持，認為應該加以推廣。她希望市民大眾多認識中國文化，並學習欣

賞及接納其他不同文化，開拓廣闊視野。  
 
7. 就文件申明香港文化發展的路向，是以切合文化與科技、經

濟及教育之間的互動關係作全方位推動，李崇德先生對此極表贊同。

他以中西區為例，說明藉著區內獨特的文化特色，不但可以推動旅遊

業，又可為學生提供了解本區文化歷史的題材。他認為中西區的推廣

活動很成功，各界的反應亦甚為理想。此外，對文件提出會就「文化

及藝術教育」、「圖書館」、「博物館」及「文化遺產」幾方面的工

作進行探討，他表示支持。李崇德先生並期望委員會可引領市民關注

文化生活，以提升整體社會的文化內涵。  
 
8. 何志平醫生指出，香港的社會風氣較為傾向功利主義，忙碌

的工作使一般人忽略了精神生活，亦缺乏了感受閒情逸緻的心境。他

希望市民可以騰出時間和空間，以平衡緊張的生活節奏。張信剛教授

說，推動文化的工作雖然絕不輕易，但委員會抱積極樂觀的態度。而

中國人的社會存著強大的家庭凝聚力，以及一直持守傳統的價值觀，

對開拓香港的文化視野亦有莫大幫助。  
 
9. 黎葉寶萍女士認為，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文化，利用潮流文

化，採納反傳統方法，或有助推動本地文化的發展。許宗盛先生亦提

出，年青一代有他們自己的文化，不妨讓他們自由發揮，以發掘新一

代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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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席認為潮流文化無疑可反映時代的變遷，但中國源遠流長

的優良文化及傳統價值觀卻是維繫社會秩序的基礎。兩者可以並存，

但後者更必須堅守。  
 
11. 戴耀廷先生指出，成年人對年青一代有很高的要求與期望，

雖然他們自己也許亦不能達到這些標準。  
 
12. 蔡淑娟女士說，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於下學年推出「學校文

化日」試驗計劃，該計劃與現時一般學校每年舉辦的運動會意念相

同。康文署鼓勵全港學校在學期中為不同級別的學生選定一天作「文

化日」，在當天進行文化活動。如有需要，該署可在安排活動方面提

供協助。  
 
13. 容永祺先生表示，「文化日」的構思值得支持。他並希望家

長能夠在子女年幼時已就開始培養他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  
 
14. 張信剛教授感謝委員的意見。他會詳細參考所有意見，並希

望日後與各有關政府部門能互相協調及緊密合作，務使文化發展的工

作得以順利進行。  
 
15. 主席感謝文化委員會主席及其他代表出席會議，與委員交換

意見。 (張信剛教授、何志平醫生、蔡淑娟女士、魏永捷先生及方毅先

生於此時離席。 ) 
 
(四 ) 一條龍辦學模式具體安排諮詢文件  (文件 CE6/2001) 
 
16. 教育署 (教育改革協調組 )高級教育主任霍李娛馨女士，就文件

簡介「一條龍」學校的理念和原則，以及在這個辦學模式下小六學生

升中的三個建議方案。她指出，諮詢文件的目的是徵詢學校及公眾對

現時中、小學之間的合作及中一學位分配機制的意見。  
 
17. 彭敬慈博士認為，「一條龍」的理念既然是為確保中、小學

課程的連貫性，就應該貫徹到底，由幼童入學階段開始實行。但現時

的建議卻摒棄幼稚園的連合，情況並不理想。李崇德先生指出，文件

強調「一條龍」的精神在於中學與小學之間的合作，目的似乎是為學

位分配而作出的行政安排，而忽視了教學的基本問題。此外，建議中

的「一條龍」模式，最受爭議處是部份現時同屬於一個體系的中小學，

會因為不能切合建議中「一條龍」學校的配對模式而被逼分柝，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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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尚有待解決。  
 
18. 主席指出，根據現時的建議，「一條龍」學校內的中學和小

學，在撥款理財、人手編制及學校管理各方面，仍維持為不同的個體。

他認為，這樣的安排實在不能提供理想的合作基礎。戴耀廷先生表

示，「一條龍」的目標應朝向現時許多國家採用的制度，即是中小合

一，第一班至第十三班皆屬於同一個管理制度。學生在統一的模式下

完成整個中小學階段，才是一個較理想的方向。  
 
19. 霍李娛馨女士回應委員提出的問題時表示，幼稚園與「一條

龍」中、小學分開處理，主要是由於幼稚園屬於私立體系，與中小學

的資助模式並不相同。至於中小學的連繫問題，文件建議各學校仍保

持獨立個體，是希望採取循序漸進的發展原則，日後可以朝著中小學

合一的方向進行。對於目前為直屬或聯繫學校的中小學，而資助模式

屬於不同類別，有關學校可以有十年時間與政府共同尋求解決的方

法。。  
 
20. 主席感謝霍李娛馨女士出席會議，並希望她將委員的意見向

有關當局反映。 (霍李娛馨女士於此時離席。 ) 
 
 
(五 ) 民政事務局二○○一年七月電話意見調查  (文件 CE5/2001) 
 
21. 教育組湯玉卿女士就文件簡介在本年七月進行的電話訪問收

集所得有關公眾對公民意識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在訪問題目的幾

個選擇範圍之中，市民普遍認為，以「在非吸煙區內吸煙」及「亂拋

垃圾或隨地吐痰」這兩個情況最需要改善。主席請各小組委員會參考

今次的調查結果，在日後的工作計劃中作出相應的跟進行動。  
 
(六 ) 其他事項  
 
22. 秘書就下列事項作出報告  —   
 
 甲 .  「香港是我家」推廣計劃創作比賽得獎作品  
 
  上述比賽完滿結束後，工作小組繼續作出跟進，於審

閱過四組的得獎計劃後，挑選了其中五個較合適的推

廣計劃，考慮予以實行。秘書處會再作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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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實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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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  宣傳小組報告  
 
  委員會與香港電台第二台合作的電台節目「愛心教室」

由今年四月開始，逢星期二上午七時五十五分在「晨

光第一線」節目內播出。第一階段的十三集已於七月

十日完成；第二階段的十三集由七月至十月播出。在

這一輯節目中，每次將加插一段訪問委員會成員的片

段，由委員與聽眾一同分享參與社會服務的經驗。  
 
 丙 .  青年高峰會議  
 
  青年事務委員會將聯同民政事務局、 生福利局及教衞

育統籌局，在九月十五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

「新一代全人培育：承諾與承擔」青年高峰會議。青

年事務委員會希望藉著這次會議，能就有關青年事務

政策，落實具體、實質，以及能聯繫跨政策局、跨部

門工作的建議。  
 
23. 廉政公署蘇張麗影女士報告，「真心親心廉潔心」全港親子

倡廉活動的進展情況，並請委員參閱於會上即席派發的各項活動細節

參考資料。她感謝委員會及各區議會的撥款支持，使各項活動得以順

利進行。  
 
24. 既無其他討論事項，會議於晚上七時十五分結束。下次會議

日期容後通知。 (會後備註：下次會議將於十二月七日﹙星期五﹚下午

四時在灣仔修頓中心二十一樓灣仔民政事務處會議室舉行。 )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二○○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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