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辦 

「教師眼中 2014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各位校長和教師： 

踏入 2015 年，祝願大家身心健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與大公報邀請  貴校參與這項選舉，
藉著回顧 2014 年教育新聞，引起同工對教育時事的關注；請代複印此問卷分發給  貴校教師，於
2015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傳真回 2770 5442。最先選中最多的十位同工可獲 300 元書券和紀念品。
如 需 了 解 有 關 候 選 新 聞 的 背 景 資 料 ， 可 瀏 覽 教 聯 網 頁
http://www.hkfew.org.hk/upload/article/20141223/2014news.pdf。如有查詢，請電 2770 3918
江卓豪先生。 

大公報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同啟 

                                                                       2015 年 1 月 2 日 

********************************************************************************************** 

請在以下二十則 2014 年的教育新聞中，選擇十則你認為對本港教師較為重要的事件。 
 
� 1. 副學位收生人數下降  2021/22 學額多於學生 
 
� 2. 政府推先導計劃  學徒 4年可獲 10萬津貼 
 
� 3. 怪獸家長常投訴  政黨建議適切安排課外活動 
 
� 4. 北區小學叩門增三成  2017 年跨境學生將增至 8萬 
 
� 5. 教院正名入直路  新科協同育教師 
 
� 6. 升中收生不足  教局依計保中學 
 
� 7. 教師聯署爭取中小學增學位教席 
 
� 8. 全港有 3.7 萬 20 至 24 歲雙失青年 
 
� 9. 校巴荒  130 間學校促正視 
 
� 10. 幼園加學費  政府增學券面值 
 
� 11. 校園政治化  教聯帶頭拒罷課歪風入校 
 
� 12. 佔中霸街阻路  令灣仔中區停課多天 
 
� 13. 校園偷拍普遍  教師憂發佈偷錄 
 
� 14. 國慶 65周年  學校慶祝活動新低 
 
� 15. 教育城推電子書櫃  促電子學習 
 
� 16. 戴耀廷被揭代捐款  並指定用途推違法「佔中」 
 
� 17. 通識科課程瘦身  「佔中」令檢討政治化 
 
� 18. 浸大校長向學生直言  籲大學生尊重典禮 
 
� 19. 教育預算長期偏低  教師求維修校園和更新網絡 
 
� 20. 各界關注落實 15年免費教育  

 
� 21.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教師眼中 2014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參加者資料 
� 請於 2015 年 1月 31 日或之前傳真至 2770 5442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希望獲取 300 元書券和紀念品的同工，請填寫下列資料)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聯會會員編號(如適用)：_____________   
 



                           合辦 

 

「教師眼中 2014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候選新聞背景資料 
 

 

1.  副學位收生人數下降  2021/22 學額多於學生 

據教育局於 2014 年 1 月公佈的資料，副學位人數除 2012 至 2013 年「雙軌年」外，收生人數自 2010

至 2011 年後下降，2013 至 2014 年收生人數約二萬一千五百人，比 2011 至 2012 年下跌一成七。有

學者表示，過去十多年來，副學位升讀政府資助學位比率只有約一成；隨中學生人口下降及大學

資助學位增加，副學位報讀人數將於未來三至四年持續萎縮，料八年後即 2022 年將步入收生谷

底。若相關院校不轉型提升競爭力，不排除有更多院校提早「斬纜」，放棄開辦副學士課程。 

  

2.  政府推先導計劃  學徒 4 年可獲 10 萬津貼 

獲政府委託執行職業教育及就業支援先導計劃的職業訓練局（VTC）於 1 月公佈推出「職學創前

路」先導計劃，與政府及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合作， 為機電業中七大行業，包括空調、燒焊、屋宇

設備、電梯業及消防工程等課程學員，提供專業培訓及在職訓練；學員在 4 年培訓期內可獲僱主及

政府提供合共逾 10 萬元津貼，加上當學徒的基本薪金，月入可逾 1 萬元，預計有 2000 名學生受

惠。 

 

3.  怪獸家長常投訴   政黨建議適切安排課外活動 

教聯會 3 月訪問 442 名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發現過去半學年內，38.6%受訪者曾因學校工作被家

長投訴，當中 3 成人被投訴 1 次至 2 次，另有近六成教師有份處理家長投訴個案，投訴內容大多圍

繞對學生獎勵╱懲罰、功課量和朋輩相處等。民建聯於 11 月調查發現，有近六成幼稚園家長認為

報讀課外活動會助孩子贏在起跑線，逾五成幼童報讀 1 至 3 個課外活動，同時有逾 17%家長自認

「怪獸家長」；民建聯建議家長放手讓子女有空間自由發展，一至兩項課外活動已足夠。 

 

4.  北區小學叩門增三成  2017 年跨境學生將增至 8 萬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於 6 月公佈，教育局今年首次為跨境學童設立「跨境校網」，撥出 3000 個學額

予跨境學童。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指，增加跨境校網至黃大仙、東涌等區，有助紓緩北區學

位緊張的壓力，但相信大部份雙非家長仍然會以北區學校作首選，今年「叩門」的雙非家長將會增

加兩至三成。而南華早報報導據深圳機構預計跨境學童將於 2017 年增至 8 萬人。 

 

5.  教院正名入直路  新科協同育教師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仁良於 6 月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透露，7 月將正式向教育局提出「正名」申

請，若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順利於明年初到校進行評審，屆時教院將可正式成為大學。張仁良表

示雖然教院在「正名」過程增加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範疇，但會努力將之變成協同效應，在培訓

教師的過程中，增強他們的世界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已成立相關評審小組，並計劃於 2015 年

提交報告。 

 

 

 



 

6.  升中收生不足  教局依計保中學   

學生人口下降令升中學生更易入讀心儀校，但亦令學界面臨收生不足，出現縮班殺校危機。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於 7 月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會繼續實行「211」或「111」的減派方案，以做到「保實

力、保學校、保教師」，並維持 26 人開兩班的「開班線」，希望不會出現殺校危機。吳克儉表

示，未來數年學生人口會繼續下調，但 4 年後將會上升，故當局將繼續推行「三保」政策，其中減

派措施實行至今已是第二年，當局會依照原來計劃繼續推行。 

 

 

7.  教師聯署爭取中小學增學位教席 

教聯會就中小學教師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於 7 月發起教師聯署向政府反映問題，成功收集來自

94 所 2024 位中小學教師，分別以學校及個人名義聯署支持。教聯會指出逾萬名教師獲認可學位，

但被迫接受非學位教席薪酬，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要求政府正視問題，即時將中學學位教師比

例由 85%增至 100%，小學學位教師比例由 50%增至 75%。與此同時，業界建議政府在小學引入一

級文員職位和檢討小學校長薪級，以提升小學的領導和管理能力。 

 

 

8.  全港有 3.7 萬 20 至 24 歲雙失青年    

港專根據政府統計處按季發布的綜合住戶調查，於 7 月編製出 2000 至 2014 年 15 至 24 歲青少年

「尼特指數」，即雙失青年人數。如按年齡分類，今年首季 20 歲至 24 歲尼特指數為 114.1，而 15

至 19 歲則為 44.3。港專指出，在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間，15至 19 歲尼特族人數一直有下調趨勢；

但 20 至 24歲的尼特族人數則間中上升。港專預測年底全港有 37,300 名 20 至 24歲的尼特族，有關

雙失青年趨勢實令各界憂心和關注。 

 

 

9.  校巴荒  130 間學校促正視 

近年校巴供應短缺，費用不斷上升，教聯會趁開學前夕請願，高舉「校巴費狂加家長負擔又增

加」、「校巴問題不容忽視立即檢討發牌制度」等橫額和標語，由金鐘步行至添馬艦政府總部，向

教育局和運輸及房屋局遞交請願信與來自 130 所學校的聯署，要求政府立即解決校巴荒，紓緩學生

車費加價的壓力；但奈何，政府年內仍未有提出適切的相關措施。 

 

 

10.  幼園加學費  政府增學券面值 

教育局於 9 月份宣佈，批准全港超過八成幼稚園加學費，平均加幅 8.2%，創近 10 年新高；大部份

幼稚園學費加幅在 5%至 20%，有兩間幼稚園加幅約三成。教育局指今學年加大學券面值至二萬

元，並提高學券制幼稚園的學費上限等措施，平均加幅較去年高，但屬預計之內。東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表示，雖然學券金額提高可略為減輕家長的負擔，但幼稚園學費平均加幅較去年高近一倍，加

上書簿校巴等雜費相繼加價，「骨牌效應」對家長造成經濟壓力。 

 

 

 

 

 

 

 

 

 



11.  校園政治化  教聯帶頭拒罷課歪風入校 

為了避免罷課歪風衝擊校園，教聯會於 9 月尾發起請願行動，要求教育局正視中學生罷課問題，確

保校園正常運作。教聯會表示中學生是未成年人，鼓勵採取罷課以表達訴求的激進手段，不僅嚴重

干擾學校辛苦建立的校園常規和教學秩序，而且亦對培養學生理性思考、遵紀守法等品德教育產生

負面影響；教聯會要求當局正視罷課歪風入侵中學校園的嚴重性，並採取有效措施，勿讓中學校園

政治化。 

 

 

12.  佔中霸街阻路  令灣仔中區停課多天 

受「佔中」霸街阻路的影響，港島交通受阻，灣仔和中西區所有幼稚園、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於 9 月

尾至 10 月初停課數天，涉及 150 多所學校，共影響約六萬名學生。教育局表示「佔中」違法集會

影響了校巴、保母車路線和接載點、午膳供應安排等；教聯會曾發表聲明，呼籲佔領金鐘一帶的示

威者，應以下一代成長為重，不要阻礙區內學生正常上學，勿因政治犧牲孩子的教育。 

 

 

13.  校園偷拍普遍  教師憂發佈偷錄 

教聯會 10 月以問卷成功訪問 223 位中小學教師，發現 37％教師表示學校曾有學生偷錄同學；21％

指曾被偷錄教學情況；15％指曾在校內公共空間如走廊被偷錄。另外，有 31％受訪教師表示，曾有

學生被同窗偷拍後公開發佈，16％教師稱曾被偷錄並發佈；64％教師表示對可能被偷錄感擔憂；而

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偷錄欠尊重、破壞校園氣氛。教聯會呼籲政府和學校要正視問題，培育學生品

德的成長。 

 

 

14.  國慶 65 周年  學校慶祝活動新低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值得祝賀，但教聯會 10 月份調查卻發現，15%受訪學校無舉

行慶祝活動，較去年增 3 個百分點；而舉行升旗禮、懸掛國旗、國情專題活動周會、展板展覽等國

慶活動，均屬 2012 年以來同類調查的新低。教聯會表示對結果感到詫異，估計原因是部分學校受

「佔中」和罷課等政治議題困擾，擔心激進家長及校友會借學校辦國慶活動而加以攻擊，故減少辦

慶祝國慶活動，令學界 65周年國慶活動較去年平靜。 

 

 

15.  教育城推電子書櫃  促電子學習 

為配合電子學習發展趨勢，香港教育城於 10 月推出跨平台雲端電子書櫃「教城書櫃」，書商製作

電子書後可統一於該平台上架，公眾及學生則可從桌上電腦及多款智能產品登入，購買和閱讀電子

書，並啟用三語發音和即時回饋等功能，及以雲端同步儲存個人化筆記。目前已有二十家書商正製

作電子書，至今有近一百三十本教科書和讀物上架，料兩至三年後可達一萬本；書商可因應版權及

內容自訂書價或免費上架。 

 

 

 

 

 

 

 

 

 

 



16.  戴耀廷被揭代捐款  並指定用途推違法「佔中」 

傳媒報道戴耀廷曾四次以匿名方式，向港大多個院系合共捐 145 萬元，部分涉及推動違法「佔中」

相關活動，質疑此做法是否合乎大學規定。戴耀廷承認其中 80 萬元捐到港大民研計劃，是支持佔

中 622 全民投票；20 萬捐到港大文學院，是支持研究助理費以協助佔中商討日、全民投票及相關研

究。其後，戴稱神秘捐款是來自朱耀明，然而朱耀明壽宴也要學者贊助，讓人感捐款事件疑點重

重。有輿論更促請港大勿讓戴耀廷蒙混過關，必須交待為何可讓捐款人指定捐款用途。 

 

 

17.  通識科課程瘦身  「佔中」令檢討政治化                                                                                                                                                                                                                  

通識教育科被指範圍廣泛，令師生承受極大工作量，教育局有意減少該科內容一至兩成，減少五至

十條涵蓋全球化及公共生等單元的探討問題。此外，當局亦曾於 2 月向學校發放問卷，率先就該

科簡化獨立專題探究進行諮詢，鼓勵學生使用二手資料，並建議減至兩次呈分。近期的「佔中」違

法集會，據報有人將大量學生參與「佔中」歸咎於通識科，有政黨則建議通識科「去政治化」，教

育局則指通識科檢討程序早已訂定，與「佔中」事件無直接關係。 

 

 

18.  浸大校長向學生直言  籲大學生尊重典禮 

浸會大學於 11 月舉行畢業禮，個別畢業生不理會莊嚴的儀式，在典禮台上舉傘表達個人的政治立

場。陳新滋校長強調大學政治中立，無意干涉同學意見，但畢業殿堂神聖不可侵犯，而有關學生

「舉傘行來行去」明顯是不尊重儀式。就部分學生的不滿，陳新滋其後引用清末學者梁啟超詩句

「獻身甘作萬矢的」及「十年以後當思我」回應，指縱使今日自己受到批評也甘心，並相信學生在

10 年後回想，會明白校方並無做錯。 

 

 

19.  教育預算長期偏低  教師求維修校園和更新網絡 

2014/15年度的教育預算總額 754億元，較 2013/14 年度修訂的預算減少 15億元，總開支佔本地生產

總值（GDP）的比重下降新低為 3.4%，與國際和國家數字相比嚴重偏低。教聯會於 11 月向全港學

校發出問卷，進行「教師期望來年增加經費的教育措施」意見調查；發現有九成受訪教師認為政府

應「加快撥款給學校更新電腦和網絡設施」及「增加校舍維修和翻新工程的開支」，以免學校學習

環境惡化。這反映在教師眼中，現時學校的硬件配套上極需作即時改善。 

 

 

20.  各界關注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 

研究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的小組委員會於 12 月初交代工作進展，初步就資助框架、校舍、幼師薪

酬、租金等給予意見，包括建議政府資助半日制非牟利幼稚園的標準學費，剩餘款額及其他雜費由

家長承擔。至於業界關注的幼師薪酬問題，委員會認為應訂定教師與校長的專業能力架構，並考慮

將幼師入職資歷提高至學位水平，但人力和薪酬安排則有待研究。有幼教界人士則希望政府可將資

助擴展至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幼稚園；各界關注政府早日落實 15年免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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