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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眼中 2013 年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候選新聞背景資料 

 

1. 教聯倡同步優化學券  政府成立委員會研 15 年免費教育 

近年幼稚園業界經營艱難，通脹壓力持續，租金、非教學人員薪酬等成本不斷上漲，教聯會於年初

引述審計報告指有 37%參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錄得淨虧損，建議政府加大半日制學校的學券面值近

50%，由現時 18000 元增至 26000 元，全日制幼稚園學券面值則增加三分二至 29000 元，並即時加

大參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學費上限至 30000 元。今年四月，教育局宣布成立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

會，用兩年時間探討研究免費教育工作，並向政府提供可行方案；委員會下設多個小組，研究包括

每班人數、薪酬架構等問題；鄭慕智主席指將聽取不同團體意見，以及參考其他先進國家的幼稚園

政策再作討論和向政府提出可行建議。 

 

2. 九成直資校指特教撥款不足 四類特殊需要幼童未有融合服務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支援問題備受社會關注，施政報告提出加強師資培訓、增加津貼上限等。不

過，有關措拖卻只限於公營中小學推行，直資學校未有直接受惠。教聯會及直資學校議會今年 2 月

的調查顯示，超過 7 成直資學校教師認為，學校用於特殊教育的資源不足；更有 9 成直資校校長認

為，當局撥款不足；八成半人稱，現有特教津貼向公營學校傾斜，認為直資校應獲同等津貼。再

者，現時只有四類融合生在幼稚園階段得到服務，情況並不理想；教聯會於 11 月向教育局反映要

求政府增加在幼稚園階段對融合生的支援，以便盡早辨識、轉介、糾正和轉導這批幼兒。 

 

3. 調查顯示逾 8 成中小學教師 不參與佔中行動 

教聯會於 4月底至 5月初，以電話訪問逾千名中小學教師，調查顯示逾 8成教師表示不參與佔領中

環，近 70%反對教師鼓勵學生參與「佔領中環」，逾 60%教師支持按照基本法規定設計 2017 年普選

特首方案，另有多於 60%教師不認同採用以身試法的方式爭取政治訴求。教聯會表示不支持任何以

身試法的行為，認為大多數教師是理性並且不會參與佔中行動。 

 

4. 3 成教師日做逾 12 小時 應提供正向心理學課程 

教聯會 5 月底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調查，兩周內獲 547 位在職教師回應，調查發現，本港 3 成以

上受訪教師每周工作時間超過 61 小時，即每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教師壓力亦較 2011 年上漲近一

成半，少於半數教師認為做非教學工作是快樂的。表示自己有四大負面情緒(疲乏、洩氣、焦急、

憤怒)的教師平均比例均有所上升，教聯會建議教育局撥出資源為教師提供正向心理學的課程，以

提昇教師的抗逆力；這不單有助教師提昇情緒指數、疏導工作壓力而引致的負面情緒，相信亦有

益於教師為有需要學生和家長提供相應的情緒輔導。 

 

5. 傳統名校爭先恐後轉直資未遂 

本港傳統津貼名校紛紛走上直資的道路，2013 年內，先後有港島西半山名校聖士提反女子中學及灣

仔聖保祿中學紛紛擬轉直資，欲爭取更多資源。然而，不僅聖保祿中學的申請被教育局否決，聖士

提反女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 6月擬轉直資學校，亦引起一批家長及校友不滿，聯同教育界立法會議

員公開批評校方漠視基層學生入學需要，最終聖士提反女子中學的轉直資計劃亦擱置。正如有反對

轉直資的名校舊生指，直資校變得「貴族化」，嚇怕家庭經濟能力差的基層學童。據政府數字，現

行 519 間中學中，共有 61 間直資中學，直資學額佔總學額 12.3%。 

 

6. 校巴報價增 1/4  九成僅 1公司投標 

教聯會今年 6月調查 228 間中小學幼稚園，其中 172 間有招標校巴服務的學校，九成招標學校發

出 7 份邀請書，平均只獲一間校巴公司回覆報價。逾九成半學校指出，報價平均加幅達 26.3%，遠

超去年同期調查的 11.4%加幅，其中九龍區加幅平均 10%，而屯門及元朗區加幅達 50 至 60%。教聯

理事陳美娟表示，建議政府津貼校巴服務，以及監管發牌制度，防止炒賣，吸引更多校巴投入服

務。 



 

7. 一小學女教師爆粗辱警 有損教師形象 

社民連成員、寶血會培靈學校小學女教師林慧思，今年 7月在警方執法期間，突然無理超越警察封

鎖線，並使用粗口辱罵警員，激發社會各界群起聲討，教局收逾百電話投訴。教聯會發表聲明強

調，任何人對警方執法有不滿，均可循正規渠道申訴，不必以粗言穢語阻礙執法，盼望教育人員專

業操守議會立案跟進，回應事件有否違反教師操守。行政長官梁振英公開回應事件時，表明警方責

任在維護社會秩序，要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林慧思事件提交報告。目前，報告已提交教局，該老

師仍未復課。 

 

8. 7 至 8 名準教師爭 1教席 教育局要關懷年青教師的入行機會 

準教師協會統計兩大教師招聘網頁的教席空缺紀錄，發現從 4月份至 6月中下旬，沒要求年資的中

學教席空缺只有 356 個，不及中學教育師訓畢業生數目的一半；中學通識科更只有約 39 個教席，

僅為畢業生數目 1成。該會擔心，絕大部分準教師，將會畢業變失業，要求政府額外批撥款予學校

聘請準教師，以及繼續發放通識科津貼；令人可惜的是，今年有關爭取並未獲妥善照顧，準教師和

新教師的入行困難勢將持續惡化。 

 

9. 團體倡檢討通識必修 教聯建議取消必答和專題探究 

關注通識教育的社會及教育界人士成立「關注通識教育聯席會議」，就通識科的議題和教材提出意

見和訴求。聯席會議召集人兼立法會議員梁美芬於 2013 年 8 月表示，她和其他成員向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提出，檢討通識必答題的必要性及通識科應否作為必考科目，而吳克儉表示會積極考慮，並

承諾支援老師。教聯會於 10 月訪問 62 間學校，逾 80%受訪通識科教師認同，取消通識教育科的

「獨立專題探究」，及取消卷一的必答題，希望當局正視業界訴求。 

 

10. 教育局取消指定學校 學者籲提升少數族裔的中文水平 

融樂會總幹事王惠芬 9月表示，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委員會討論香港少數族裔兒童被安排入讀所謂

「指定學校」，以及中文水準普遍低的問題，關注該種現象產生的孤立或隔離效應，阻礙兒童將來

就業機會及獨立生活能力。教育局發言人回覆指，政府一向鼓勵及支持非華語學生盡早融入社會，

並於本學年開始取消指定學校措施，改為向學校提供 30 萬至 60 萬元的津貼及校本專業支援服務，

擴闊非華語家長的學校選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施仲謀於 10 月指出全港現有三萬多名少數族裔學

童，中文水平普遍低落，連口語和書面語亦未能分辨，促請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設立「中文為第二

語言的課程」，並據之編訂合適教材及工具書，同時加強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師資培訓。 

 

11. 港逾 20 萬貧童 政府研解跨代貧窮之法 

政務司司長林鄭月娥於 10 月向立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講解政府扶貧委員會制訂香港首條貧窮線

的工作，特別強調香港現有逾二十萬貧窮兒童，佔兒童人口近兩成，情況十分不理想，政府正研究

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補貼，支援下一代在學需要及協助在職貧窮家庭。其中一個方案包括發放低收入

補貼，向在職貧窮家庭的每名兒童發放每月不多於 1,000 元的現金資助。救世軍調查了 360 多個基

層家庭家長，12 月公佈結果發現相關家長心目中的脫貧條件首位為安穩住所，英語能力及大學畢業

分別位居第四和第五；但家長對脫貧的信心不大，逾七成人指子女能完成大學是困難或非常困難

的。 

 

12. 國教風波連累 今年國情活動減少 

自去年反國教風波後，有關國家的題材在本港學界變得敏感，不少學校停止推行國情教育活動或轉

為低調。教聯會 10 月初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回收的問卷顯示，今年學校在國慶節期間升國旗、

辦展板和參加社區慶祝活動都創近年新低，可見去年國教風波，引起的寒蟬效應依然困擾教學。有

資深教育工作者指出，推行國民教育天經地義，政府應帶頭落實支援，推動國教，使學生認識國家

正透過深化改革開放，以求完民族復興之夢。 

 

13. 逾七成港漂願留港工作  近兩成坦言曾遭歧視 

香港集思會於 2013 年 10 月對 500 名居港不足七年的「港漂」進行調研，發現香港毗鄰內地、港校

科研水平優良及知名度高是港漂選擇來港的最主要三個原因。逾七成受訪者短期內打算留港工作，

但不足三成將香港視為長遠理想發展地，39%選擇返回內地。一成八受訪「港漂」指因是內地人而



遭歧視，學校是最常發生衝突的場所；調查又指，「在港有被歧視感覺」已成為「港漂」計劃離港

的原因之一。 

 

14. 國際小學學額仍缺 4200 個  政府籌劃建新國際小學 

教育局預計 2016/17 學年全港將欠缺約 4200 個國際學校小學學額，局方正計畫在大埔、西貢及南

區推出兩幅土地及兩所空置校舍，發展國際學校；預計 2016/17 年前可提供 1150 個額外小學學額

和 210 個中學學額。其中位於南區前鴨　洲聖伯多祿天主教小學校舍，將發展為一所國際小學，提

供 580 個學額，有區內關注團體留意到學校附近的環境情況，要求日後的辦學團體須強制學生乘搭

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學校，以及規定學校的上課時間應安排在早上八時四十五分後；如獲區議

會支持，教育局將邀請辦學團體表達意向。 

 

15. 高中教師期擴本科生資助學額  88%中文教師撐引入範文 

教聯會 11 月進行了一項調查，以了解高中教師對新高中課程及公開考試的看法。結果顯示，就當

局研究在中文科引入指定的文言經典篇章，近 88%受訪教師支持；亦有 81%人認同將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論科分拆為會計及商業，以減少課程內容。教聯會要求教育局和考評局多聽取業界意見，為

不同科目的修訂制訂可行方案；並要求政府應增加本科生的資助學額，擴大公營副學士銜接學位課

程的數目，以提升本地年輕人的競爭力。 

 

16. 津小計錯薪升錯職 20 師無奈遭追還薪 

教育局多年來覆核津校教職員薪金工作「歎慢板」，於 2013 年 11 月卻忽然向懷疑「亂升教師」的

資助津貼學校「翻八年舊帳」，要求這些學校向當局「回水」退還多付的薪金。有教育團體接獲逾

二十宗津校教職員求助，主要涉及因早年在受聘學校「計錯數」獲多付薪金，現被追討累積「畀

凸」的薪金差額，最嚴重個案涉及逾四十萬元。教育局回應指，如學校聘任教師人數與教師編制有

差別，當局會要求學校澄清及糾正。 

 

17. 跨境學童再攀升  教育局一人一學位措施 

跨境學童令本港的學額競爭愈來愈烈。為此，教育局設立跨境學童專用校網，八個鄰近邊境的校網

中所有小學每班小一撥出至少兩個學額供跨境生，合計最少可以增加 900 個學額。深港兩地政府於

11 月簽署合作協議，同意在深圳 7 間設有港人子弟班的民辦學校，收生範圍即時擴展至雙非學童，

開設「港籍學生班」，新增 200 個學額予雙非學童，課程銜接本港中學，供雙非家長多一個選擇。

教育局於 12 月表示，鑑於公眾及家長對大埔和北區幼稚園收生的關注，已特事特辦採取六項特別

臨時措施，致力完善區內幼稚園招生程序，大埔及北區學生「一人一學位」措施，以免加重幼稚園

學生家長找學位的困難。 

 

18. 教聯呼籲凍結中一班數兩年 

中一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跌，下一學年再大減五千人，教育局推出區本和校本減派方案，將「殺校

線」調低至兩班二十六人，令全港中學本學年順利過關達至「零殺校」，全港僅縮減十二班中一，

遠低於部分教育界早前估計的約一百班。但有中學校長擔心下學年適齡學童人口再大跌，縮班殺校

危機未除。由於中一學童數目將於 2017 年起止跌，加上教育局答應儘可能不殺校，並延長了超額

教師的保留期至 3 年，作為「保學校、保教師、保實力」的有效措施，教聯會建議教育局以

2013/14 學年為標準，凍結未來 2 年的中一班級數目，此舉既不會引致太大開支，又可節省每年開

學後「數人頭」的行政工作，亦能有效穩定全港中學教師的士氣。 

 

19. 教局申半億推電子書 被評進度太慢 

教育局於 2013 年 12 月向立法會提交的文件中建議撥款半億，其中 3500 萬用作向邀請的 100 所學

校提供一筆過津貼，由約 24 萬至 60 萬元不等，支援學校設置無線網絡環境及購置流動電腦裝置，

望千所學校 4 年內建無線網絡。教育局長吳克儉聲稱 3 年內可為全港約 1000 所中小學設置無線網

絡，連同軟件可在 5 年內完成建立整個電子學習平台；有團體憂慮計劃步伐過慢，表示如果只是先

導計劃，做 1 年之後第 3 年才出檢討報告，令本來 3 年做好的東西要拖到起碼 5 年。 

 

20.  教師期望政府優化教育 增加來年教育經費 

教聯會於 12 年發表調查指校長和教師均期望政府增加資源優化學校教育，當中較優先的項目



有全面落實一校一行政、校舍維修、電子學習、凍結全港中一班數和增加中小學學位教席等，

教聯會促請政府回應業界訴求，撥款優化中小學的教育措施。在 20 個選項中，有 4 成半教師

期望政府「不再拖延，立即落實在中小學增加一個行政主任職位」，教聯會要求教育局盡快全

面落實「一校一行政」，讓行政人員專門地統籌和刪減校內行政工作，以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工

作量。同時，有 4 成教師認為政府應優先「增加中小學學位教席」，顯示不少同工不滿現時中

小學學位教師同工不同酬的狀況。教聯會要求現屆政府立下決心，於任期內將中學教師全面學

位化，小學非學位教師編制由現時佔 50%，壓縮為 25%，以還全港中小學非學位教師的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