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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明年起逢返學掛國旗
升國旗奏唱國歌每周一次 校舍許可下幼園照跟規定

為促進國民教育及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

和民族感情，及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認

同，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昨日向全港中小

學和幼稚園發出通告，由明年1月1日開

始，中小學須於每個上課日、元旦日、香

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和國慶日升掛國

旗；升國旗儀式每周須舉行一次，及上述

日子或其前後的上課日應舉行升國旗儀

式，其間須奏唱國歌。幼稚園則應在其校

舍條件許可下，盡可能參照中小學的規

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因應國歌條例於去年6月12日正式刊憲生效，教育
局早於去年6月18日已就展示國旗和區旗、奏唱

國歌等事宜，向全港學校發出新通告。當時文件只是要
求中小學必須在舉辦慶祝元旦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紀念日、國慶日的活動時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
昨日發出的通告進一步要求中小學須於每個上課日、
元旦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和國慶日升掛國
旗；升國旗儀式每周須舉行一次，及上述日子或其前後
的上課日應舉行升國旗儀式及奏唱國歌。

教局：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感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2021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
已於上周五正式刊憲生效，根據有關條例，教育局局長
須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有關每日升掛國旗
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向學校發出指示。
教育局強調，國旗、國徽及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
誌，所有公民必須予以尊重，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是中小學教育的其中一個重要學習宗旨，亦是學校
教育應有之責。
除了上述規定，教育局亦強烈建議學校在重要的日子
和特別場合，例如畢業禮、水運會、陸運會等舉行升國
旗儀式。
幼稚園方面，指引表示校方應考慮校舍空間、設施、

環境等因素，在條件許可下盡可能參照中小學的規定升
掛國旗及區旗，以及舉行升國旗儀式，讓學生從小認識
自己國家的國旗和國歌；局方亦鼓勵國際學校及其他私
立中小學及幼稚園參照指引。
至於專上院校方面，有關《條例》訂明專上院校須參

照教育局局長向中小學發出的指示，處理有關每日升掛
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教育局昨日已致函
相關院校，提醒院校在有關《條例》下的責任。
昨日發出的通告亦羅列了教育局為支援學界教導學生
認識和尊重國旗、國徽和區旗，並教導學生歌唱國歌而
持續提供的課程支援措施及相關學與教資源，包括「國
民教育一站通」網上資源平台（www.edb.gov.hk/tc/
neosp）及「認識國旗、國徽、國歌及區旗」主題網頁
（www.edb.gov.hk/tc/nationalsymbol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過往有「黃
背景」的教師或非教學人員肆意在校園「煽
獨」，遺害學生，而香港國安法實施逾年，
學校為了保護學生，在推展國安教育之餘，
亦積極要求教師和非教學人員守法，以免學
校陷入法律風險。有媒體引述社工界及課外
活動導師指，不少學校在新學年起要求他們
到校舉辦活動或講座前，要先簽署聲明，表
明會遵守香港國安法，而且不可在校內作政
治活動或宣示政治立場等；也有學校會事先
審查及檢視活動內容，反映學校開始有「自
我保障」意識。

有學校事先審查檢視活動內容
有媒體引述前線社工指，今年7月起有官
立中學要求機構入校舉行活動前，要簽署聲
明表明遵守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後來其他
中小學相繼提出相關要求，拒簽聲明者無法
進校，有學校要求社工每次入校都簽署聲
明；另有學校容許以「機構身份」簽署聲明。
有關社工指，管理層亦已制定指引提醒同

事保持政治中立，不要說無事實根據的事，
有學校現時會事先審查及檢視活動內容，例
如索取生涯規劃講座的投影片，有學校甚至
有「不建議邀請的講者名單」，名單包括經
常評論時政的學者。
有為學校提供自然課外活動的導師表示，

其任職的機構近日首次接到學校要求，導師
進校前要簽聲明，條款包括嚴格遵守國安
法，不可在校策劃或進行政治活動，不可利
用服飾宣傳個人政治傾向。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當局就維護國家安

全、推展國家安全教育，已為學校提供詳細
的行政和教育指引；學校已按校本情況，制
定工作計劃並會盡快落實各項相關措施。
此外，學校有責任確保教職員、以購買服
務形式聘用的人員的工作表現操守符合學校
要求，包括遵守香港法律。

律政司助教師備法治基本法教材
為加強社會的向心力，特區政府致力提

升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昨日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法治教育的質素對促
進香港社會對法治的正確理解及實踐至為
關鍵，律政司在賦能起動法治項目下，以
中小學生及老師為對象，推出了「明法．
傳法」計劃及教師培訓計劃等，並協助教
師預備法治及基本法教材。
鄭若驊表示，繼早前推出了律政動畫廊和

小學巡迴演出話劇，律政司今年9月舉辦了國
際青年交流會，最近又編制了一本名為《聚焦
法治、賦能起動》的小冊子，並推出了「法治
之旅」、小學法律常識問答比賽、中學生短片
創作比賽等活動，繼續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向中
小學生灌輸正確法治觀念和守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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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昨
日發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概覽 2020/21 學
年」網上版，提供全港逾千
所幼稚園資料讓家長參考。
疫情持續下普遍幼稚園今年
凍結學費，不過最新概覽顯
示，部分幼稚園代辦的雜費
仍屬較高水平，多所學校包
括校服、書簿、茶點等收費
總數逾6,000元，對家長構成較重經濟負擔。

絕大多數幼園凍結學費
據教育局早前公布，2021/22學年絕大多數參

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都決定凍結學費，包
括502所半日制幼稚園，及520多所全日制/長全
日制幼稚園，整體來說約九成半日制校維持全免
學費，而全日制校每期學費中位數則為約880
元。
而為幫助家長助子女升學選校，教育局昨發布

幼稚園概覽網上版（www.chsc.hk/kindergar-
ten），當中羅列1,050所各校校長與教師學歷、
學生人數及師生比例、課程資料、支出比例及各
項收費等資料，並同時顯示幼稚園接受質素評核
及是否已達到指定標準情況。
概覽並列出各幼稚園上學年（2020/21學年）

主要代辦雜費價目，包括
校服、書簿文具、茶點及
寢具等。香港文匯報翻查
多所幼稚園資料，部分學
校列明「沒有直接代辦」
相關項目，亦有學校收取
超過6,000元的較高費用，
例如嶺南幼稚園（小西
灣）各項雜費總數為5,936
元至6,963元，當中單是茶
點便要收2,900元，而又一

村學校及上水培幼幼稚園，雜費分別為6,224元
及6,210元。
其他雜費較高幼稚園則包括香海正覺蓮社佛教

林黃明慧幼稚園的5,426元至5,806元，佛教陳策
文伉儷幼稚園5,648元，及元朗商會幼稚園5,251
元至5,534元。

國際校報名費註冊費超上限
其他幼稚園收費方面，現時教育局設定了40

元的報名費上限，而註冊費上限則為970元（半
日班）與1,570元（全日班），但如幼稚園向當
局申請獲批，則可收取較高費用。最新概覽顯
示，多所國際學校均有收取較昂貴費用，如香港
學堂國際學校報名費達2,800元，德瑞國際學校
報名費則為2,350元；註冊費方面，加拿大國際
學校半日班為20,000元，亦超過上限20倍。

幼園代辦雜費 多校逾6000元

●教育局發出通告，由明年1月1日開始，中小學須於每個上課日、元旦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
念日和國慶日升掛國旗。圖為創知中學舉行升旗禮。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翻查多所幼稚園資料，有學
校收取超過6,000元的雜費費用。圖為九
龍塘又一村學校。 資料圖片

區議會議席大量懸空，大部分區議
會處於停擺狀態，地區民生服務大受
影響。民生無小事，基層市民和正
當、地區服務團體都迫切希望，特區
政府有必要透過強化分區委員會職
能、設立地區民政專責官員等途徑，
吸納更多合適人才，與建設力量團結
合作，盡快恢復地區民生服務，擺脫
區議會不能運作的困擾，更好地服務
基層市民、建設社區。

區議會是本港地區民生事務的重要
承擔者，例如幫助弱勢社群申請政府
福利、推進地區小型工程、將公帑撥
款用於地區文娛康體等。但近年攬炒
派將區議會政治化，民生事務被拋落
一邊，市民福祉嚴重受損；完善選舉
制度後，多名攬炒派區議員被DQ或
自行辭職，大部分區議會因達不到法
定人數而無法召開會議，實質上處於
癱瘓狀態。

地區行政架構重構刻不容緩，至於
如何重構，目前各界提出不同方案，
包括促請政府就區議會、分區委員
會、滅罪委員會及防火委員會、互助
委員會及民政處等角色和職能進行深
入探討，作出切合社會實際需要的調
整；考慮從互委會、分區委員會等架
構，吸納一些合適的人才加入區議會
內，讓議會內包含當然、委任及民選
議員，令有關組成更具多元化，議政
眼光更遠更闊，更全面地顧及社區需

要，有利提升議事、服務市民的水
平。

事實上，區議會和分區委員會無論是
在人員構成還是職能上，都有頗多重合
之處，區議會議員兼任分區委員會委員
是慣例；分區委員會則利用撥款，推動
市民參與政府活動，亦可就地區事務向
不同部門提出諮詢，向民政事務處提供
意見。因此，已經完善的分區委員會代
行區議會職能，有利盡快恢復地區服
務，值得政府認真研商。

更快更好恢復地區服務，政府應更
主動作為，如考慮強化民政事務專員
角色。民政事務專員是政府在地區層
面的代表，專責落實和統籌地區工
作。有意見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後，
行政主導大大強化，政府可賦予民政
事務專員更大權力，強化其在協調政
府地區工作上的角色，例如可按立法
會地區直選的選區分布，在全港設置
一定數量的政治委任的問責制地區專
員，建立地區管治團隊，承擔起服務
地區責任，直接處理民生問題，更有
效管理地區事務。

隨着大批攬炒派政棍離開區議會，
社區重回正軌，基層市民對良政善治
的要求更高。政府和建設力量、基層
社團作為愛國治港者，責無旁貸加強
良好合作關係，盡心盡力做好地區工
作，讓居民安居樂業，有更多的獲得
感、幸福感。

重整地區行政刻不容緩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與多家香港媒體座談

交流，介紹中央近期惠港利民政策的制定背景和
落實進展，以及中聯辦國慶期間開展的「落區聆
聽、同心同行」活動總體情況。中央今年以來推
出的一系列政策，眼於香港謀劃整體長遠發展
和解決迫切現實問題，政策既宏觀又貼地，措施
精準到位；中聯辦落區聆聽盡職履責，尤其是重
視聽取基層市民對中央惠港政策的反應，了解政
策的落實情況和意見建議，並且與特區政府充分
溝通協同。社會各界期望並且相信，中央系列惠
港政策還會陸續有來，各方共同努力把這些政策
措施落實好，香港就能夠發展好，港人就能得實
惠，獲得感、幸福感不斷提升。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表示，「真誠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中央一直十分關心香港經濟發展和
民生改善，回歸以來相關的政策措施綿綿不斷。在
香港實現由亂及治的轉變後，今年以來，中央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挺港惠民政策措施，為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注入巨大動力。這些政策，既有宏觀戰略
謀劃，又有微觀精準施策，其中「十四五」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前海方案等等，是對港作出戰略部
署，可以讓香港有明確的融入國家發展的方向目
標，開拓發展空間；而面向漁農、法律、中醫、青
年等的諸多扶持政策，具有高度精準性和針對性，
可以為這些具體行業、特定人群提供發展機遇，克
服發展困難，創造發展條件。

另一個維度看，中央的系列政策，既注重打開
政策「大門」，又努力敞開細則「小門」，例如
前海方案明確提出兩地法律事務規則銜接，首次
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已成功舉行並成為制度安
排，有效構建香港律師進軍內地的執業通道。從

政策措施的制定過程看，既有基於自上而下的系
統設計，充分考慮香港實際需要，主動制定政
策，設計「大禮包」，例如推出「惠港青年 8
條」，幫助港青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又有來
自由下而上的意見訴求，部分政策是中央有關部
門聽取香港業界訴求後，作出的積極回應，例如
「國家藝術基金」對港全面開放，就是國家回應
香港文藝界強烈要求的結果。

為全面高效落實惠港政策，「十四五」規劃宣
講團專門來港宣講，中聯辦聯合有關團體舉辦了
十幾場政策宣講會，以及國慶期間落區聆聽活
動，盡可能擴大政策知情面和影響力，讓政策落
地生根。中央出台實施惠港政策，確保有效落
實，反映中央貫徹「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的決心和意志。香港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
駐香港的機構，擔當中央廣泛聯繫香港各界、促
進兩地共同進步的重要橋樑角色。國慶期間，中
聯辦由駱惠寧主任帶領，各級員工深入基層和社
會，進社區、看住房、訪商舖、入校園，了解惠
港利民政策的落實情況，直接聆聽社會各界聲音
和訴求，以實際行動履行中聯辦密切聯繫社會各
界的職能，更好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中聯辦落區聆聽探訪，共收集到6,347條意見、
訴求和建議。對此，駱惠寧主任明確要求 「每一
條都不放過」，要「詳細記錄、匯總造冊、分類
處置」，屬於中聯辦職能範圍內的，馬上依規辦
理；屬於特區政府施政範圍內的，梳理清單轉
交。社會各界相信，中聯辦全面深入了解民情民
願，把握市民訴求期望，向中央、特區政府及時
準確匯報、反饋，落區聆聽下功夫、見真章、有
實效，可以令惠港政策和工作更貼民心合民意。

共同努力把中央挺港惠民政策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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