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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眼中 2015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20 則候選新聞 

 

1. 多所大學退聯公投  專上學聯剩 4 成員 

2014 年佔領運動結束後，大專界即出現退出學聯潮。自 2015 年 2 月起，港大、理大、浸大及城大

學生會相繼通過公投退出學聯，學聯成員由原本八間大學減至四間，公信力大減。各校學生列舉

了退聯的理由，包括學聯「凌駕院校意志，騎劫同學立場」、「架構不民主」、「雨傘運動中行動失

當」、「行政不透明」及「無誠意改革」等。有評論指退聯乃雨傘運動的後續現象，雨傘運動儘管

未能奪得任何成果，卻改變了本地新生代的政治生態，部分大學生更趨激進；評論又認為退聯潮

後，未來學運的領導將出現雙胞胎，第一是進行組織改革後的學聯，第二是以若干院校為骨幹的

本土派跨院校組織。 

 

2. 校巴服務短缺  車費狂飈  家長喊苦 

近年校巴供應短缺及收費急增問題日益嚴重。為了遷就校巴時間，有學校被逼減少課外活動及更

改上課時間；而校巴費連年上升，亦加重了家長的經濟負擔。2015 年 3 月，運輸署終在多方壓力

下，回應學校和家長的訴求，建議增發 A03R 特定的學生服務批註，牌照只准用作校巴用途，以

增加校巴的供應量。教聯會於 2015 年 5 月跟進校巴服務調查發現，逾 9 成受訪學校指校巴公司對

入標的反應冷淡，顯示學校招標校巴仍然十分困難；而校巴公司的報價繼續上升，並高於通脹水

平，情況未有改善。至 11 月，有團體成功推動校巴業界成立網上資訊平台，詳列所有校巴公司的

資訊，讓學校挑選，以期紓緩學校招標校巴的困難。 

 

3. 新高中學制中期檢討  多個學科提出優化措施 

政府於 2015 年 4 月公布新學制中期檢討建議，包括減少新高中課程總課時及鼓勵能力高的學生讀

四個選修科。在 24 個高中科目中，當局優化其中 17 科的公開考試，包括調整比重及考試時間、

增加題目類型或合併考卷等。通識科文憑試的卷一則保留現有考核模式，但建議出題目時採用更

多不同議題；而「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則縮減 15％課程內容。有業界人士指出，2014/15

學年有 72 間學校削減選修科，當中更有 8 間減超過一科，認為此舉令學生選擇變少，與教育局鼓

勵學生多選的目標背道而馳。教聯會建議教育局長遠要探討減必修科的課時比重或將通識科改為

選修的可行性，讓高中生有較大的選修空間。 

 

4. 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檢討  各方意見不一 

教育局自 2015 年 4 月起就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進行諮詢，並在 5 月公布短期方案的修訂建議。當

局希望在不改動教學內容和教科書的原則下，根據「詳近略遠」的原則調節各級教學課時安排。6

月當局公布近半數學校不同意增加近代史比例修訂，只有 37%表示同意。11 月，教育局舉行初中

中史課程諮詢會，向學界講解初中新修訂中國歷史課程的未來路向，其中包括改革現時偏重政治

史、學習內容分量多及有限課時致難以完成整個課程的學習內容的情況，並加入學生感興趣的文

化史。有資深中史科老師認為，新修訂嘗試打破原有框架；但亦有老師擔心，新課程會導致歷史

內容支離破碎。 



 

5. 公布 15 年教育具體建議  政府加大對幼教的承擔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於 2015 年 5 月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就幼稚園教育的未來發展提出逾 40 項

建議，若政府接納，最快可在 2017/18 學年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經業界爭取，《報告》提出將師

生比例設為 1 比 12、向全日制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及為幼稚園每個職位釐訂薪酬幅度等建議，皆

有益於提升幼兒教育的質素。12 月有報道指行政會議敲定免費幼稚園教育細節，包括向幼稚園提

供租金津貼和為半日制、全日制及長全日制的幼兒提供資助，估計全港會有多於七成就讀非牟利

幼稚園的學生免交學費。各項新安排預計在 2017 學年實施，屆時每年資助幼稚園的公帑將由目前

的 41 億元上升至 60 多億元，但有人質疑政策中僅得七成幼稚園生不用交學費，實非免費教育。 

 

6. 鉛水風波蔓延學校  港府錯失解決先機 

自 2015 年 7 月起，全港多個屋苑接二連三被驗出食水中含鉛量超標，及後鉛水風波更蔓延至學校，

師生健康備受威脅。特區政府雖有採取措施，優先為有 6 歲或以下學童的 2005 年或以後建成的學

校安裝濾水器，社署亦為特殊幼兒中心及兒童院安裝濾水器，但由於當時的化驗所忙於為屋苑驗

水，故未能及時而全面地為全港學校驗水，令學校鉛水風波蔓延。加上，政府各局各自應對，缺

乏一個具前瞻性的全面行動方案，以致未能有效地於短期內拆解鉛水危機。及後，有幾名幼童沿

血後發現血鉛水平偏高，需關注智力發展有否受影響。至年底，仍陸續有多間學校及幼稚園驗出

熱水爐含鉛，有民眾對政府處理鉛水危機手法不滿。 

 

7. 大學學歷膨脹  畢業生起薪跌 

有團體於 2015 年 7 月公布來自統計處橫跨二十年的大學畢業生的數據分析，發現在 2013 年，

25 至 29 歲年輕人幾乎每兩人就有一人持大學學位，而大學生的起薪點及加薪速度卻明顯下滑，

遠追不上樓價升幅；以單位呎價計算，時下畢業生須花月薪六成，才能購買一方呎。有大學講師

指，大學生人數激增，不少人甚至「投資」讀碩士學位，期望可擔任較高管理層職位，但隨着市

場飽和，行業缺乏足夠職位吸納所有高學歷人士，他們唯有退而求其次，做文員、助理物業主任

等職位；他又謂最快在 2024 年，人人都會是大學畢業生，香港社會的學位貶值情況將愈益惡化。 

 

8. 合約教師自殺亡  學界促關顧年青教師 

2015 年 7 月，擁有 3 個碩士學位、失業年多的中學陳姓合約年青教師自殺身亡，令合約年青教師

問題再受關注。陳老師在 4 年間轉了多間學校仍不獲續約，年半前更開始失業，終在住所自殺身

亡。此事震撼教育界，業內批評合約制度造成年青教師的壓力爆煲，加上學校常額編制飽和，令

大量年青教師畢業後難以入職；縱然獲聘，大多是受聘為合約制教師或教學助理。教聯會促請政

府全面檢討教師人手編制，擴大常額教師編制以吸納合約制教師；而學校亦應以合約教師而非教

學助理聘請需擔負教學工作的同工，以改善年青教師的困境。與此同時，教聯會亦要求政府調整

各相關計劃的人手計算基準，使年青合約教師助理的薪酬也能追上通脹。 

 



9. 政府推電子學習 業界盼釋除憂慮 

教育局於 2015 年 8 月公布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ITE4），藉此促進香港學生的自主學習，

加強學生解難、協作、計算思維、創意、創新甚至創業精神，並培育學生成為具操守的資訊科技

使用者。是次行動方案包括為全港所有公營學校分階段加強課室的無線網絡設備，但業界對此意

見不一。有評論表示在香港電子教學發展的進程中，仍有不少前期工作未完成，例如師生的應用

水平、家長的準備、學校基建及教材等，都需要有完善的支援及解決方案；亦有意見對電子教學

能否提高教學效能存有疑問，希望政府能盡快釋除學界疑慮。 

 

10. 「正名」之路幾經波折  教院拍板名「教育大學」 

經多年爭取和努力，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的歷程，只欠立法會修例便完成。教院早於 2007 年 6 

月向政府申請正名為大學，幾經波折終於 2015 年 9 月獲教資會通過其建議，批准正名。同年 10

月，教院校董會拍板同意以「香港教育大學」作為「正名」後的校名。教院校長張仁良表示，「香

港教育大學」之名乃一萬多名師生及舊生的選擇：「他們可能覺得教育是闊一點，師範是其中一個

範疇，因此沒有選擇師範大學為校名。」張續指，教院「正名」後，相信可提高畢業生的士氣，

又稱相信大學的名銜對日後尋找海外合作夥伴、取錄交換生等都有幫助。 

 

11. 中學畢業生減少  自資院校收生急跌 

2015 年 9 月，有報導指縮班殺校潮蔓延至專上教育界，不少自資院校的收生人數均大幅下降。報

導指每年資助及自資學士學額有約 2.4萬個，資助及自資副學位課程學額則約有 3.3萬個，但應考

中學文憑試的考生人數卻持續減少，自資院校課程學額數量恐出現供過於求，弱勢院校正面臨收

生急降的倒閉危機。有消息指，未來中學畢業生下跌將令大專生源逐年減少，由高峰期逾 8萬人，

跌至 5萬多人，對自資院校收生造成一定壓力。有教育界人士預料，面對收生及經營困難，逐漸

停辦自資副學位課程屬大勢所趨，料未來將有部分較小型的自資院校會為止蝕而相繼結業。 

 

12. 小三 TSA 操練成風  檢討委員會研隔年考 

教育局自 2004 年實施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原意提升學校學與教的效能，但今年卻有幾萬家長

不滿小三 TSA 考評過深及操練過度，令師生和家長飽受壓力。2015 年 10 月，有家長於社交網站

發起爭取取消小三 TSA 和「不願小朋友成為功課奴隸」的群組，事件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教育局

回應指 TSA 是小學唯一能夠提供客觀、全面的基本能力評估，有不可或缺的功能，不應輕言取消，

並承諾會檢討 TSA 的執行細節及呼籲學校正視 TSA操練及初小功課量問題。負責檢討 TSA 的委

員會於 12 月 23 日召開會議，教育局副秘書長會後指出抽樣考、隔年考、分科、暫緩明年小三 TSA

等均被納入檢討方案，但委員較不傾向支持抽樣考；與此同時，負責檢討 TSA 試題設計及操作的

工作小組會加入新委員，並將 2016 年 1 月底交檢討報告。 



 

13. 雙非童劇減 北區幼兒競爭降 

北區幼稚園近年學位緊張，收取入學申請表時常見人龍；2015 年則大相逕庭，北區幼稚園除排隊

人數大減，有幼稚園收到的入學表格較去年少近六成。2011 及 2012 年是本港出生率高峯期，分

別有 9.5萬及 9.1萬名嬰兒出生，當中雙非嬰約佔 4 成，政府其後於 2012 年 4 月宣布停收雙非，

令出生人數較之前一年急跌約 37%至約 5.7 萬人。2015 年 10 月，有報導引述業界人士意見，指

2016/17 學年北區報讀 K.1 學童人數較少，幼稚園今年需面對收生不足問題。另有幼稚園校長稱，

早年收生高峰期時曾收到逾千份申請，有感「吃不消」，亦曾聽聞有家長為子女報讀三十多所幼稚

園；現時，受惠於一生一表的措施，區內的收生壓力已減。 

 

14. 小學校長退休潮  逾半副校無意扶正  學界促檢討待遇 

小學校長行政工作繁重，壓力不輕，令副校長及主任均不願升遷。津貼小學議會、資助小學校長

會等團體於 2015 年 10 月發表調查報告，指出雖有六成八小學校長將於十年內退休，但逾半副校

長無意升任，主因是擔心校長職責太重與個人性格不合。有業界人士指，校長職責愈來愈重，令

中高層教師卻步，有辦學團體為副校長舉辦的校長培訓課程，欲為即將退休的校長接班，但課程

結束後，僅一成副校長表示有意升任校長。另有意見指小學校長薪酬架構已沿用多年，不僅與副

校長相差不多，更遠低於班數相若的中學校長薪酬，認為當局應檢討小學校長薪酬以吸引人才及

改善小學領導的工作環境。 

 

15. 大學校園政治化  港大排名跌不休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於 2015 年 10 月公布最新「全球最佳大學排名榜」，港大在亞洲排名跌出

三甲至第五位，比去年下跌兩級；而在全球排名則暴跌二十二位，由去年的四十二位跌至今年的

六十四位。有報導指，近年港大高度政治化，自數年前李克強總理訪問港大發生學生衝擊事件開

始，港大的政治風波便未曾止息，先是去年成為佔中運動的大本營，其後其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

廷涉違規接收捐款，年中又發生副校長任命風波，加上港大校委會會議竊聽及校友透過港大評議

會多次提出干擾校政的建議；相關政治事件至今餘波未息，嚴重影響港大運作和學術發展，亦令

港大的國際排名跌不休，引起公眾憂慮香港這所百年名校的未來發展。 

 

16. 港大偷錄風波蔓延  中小學校園偷錄亦趨普遍 

2015 年 10 月，港大校委李國章在會議上的發言被偷錄並洩露予傳媒，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學界偷

錄事件。及後，港大向法庭取得臨時禁制令，禁止商業電台及其他相關人士，使用或發布閉門錄

音；而因商台與港大達成協議和解，高院於 11 月初解除針對商台發出的臨時禁制令；11 月期間，

多名校委在校務會議內的發言被持續地上載至互聯網，令港大偷錄事件持續發酵。另一方面，中

小學偷錄之風亦日漸普遍。據教聯會於 12 月 3 日發表的調查報告，有接近 4 成回應教師指曾有學

生偷錄同窗在校內的言行舉止，當中有近 1 成教師表示每月便發生一次；也有近 3 成教師反映曾

有學生在課堂上偷錄教師的教學情況。此兩者皆比去年上升，看來學校要正視培育學生對人的尊

重，不要因任意偷錄而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17. 升中學生再減  學界力爭凍結中一班數 

2016 年是香港升中學生人數的低點，中學收生及縮班情況將更嚴峻，估計剩餘中一學額亦將大幅

攀升。2015 年 12 月，教育局預計將有 4.61萬名小六生參加 2016 年 9 月入學的中一派位，較 2015

年少約 600 人。學界指出，由於教育局用作紓緩縮班的「減派」措施完結，估計新學年將出現約

5000 個剩餘學額，全港 18 區中有 16 區均出現學額過剩，其中以屯門、沙田及黃大仙最為嚴重。

因應升中一學生人口再降，不少學校面對收生不足的困境，縮班殺校危機逼在眉睫，教聯會於 2015

年 12 月再次促請教育局撥出額外資源，將「三保措施」延長兩年，凍結全港中學的中一班數，以

確保業界得到全面穩定的教學環境。 

 

18. 代課教師津貼不足  教局被批無意調整 

代課教師津貼不足的問題一直為業界詬病。教育局在 2005 年推出「整合代課教師津貼」，一年的

津貼額以學校編制內教師數目乘 2.5 日計算，供資助學校聘請代課教師。業界一直反映津貼經常

不敷應用或撥作其他用途，要求政府認真檢討及改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 2015 年 11 月的立法

會會議上回應指，大部分學校對現行的安排沒有負面意見，學校呈交 2013 年的財務報表顯示，只

有兩所設有法團校董會學校的「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帳目出現赤字，並承諾會向有財政困難的學

校提供援助。12 月，有團體調查發現七成八受訪教師表示因津貼不足及要補回代課節數，即使患

病也不敢向學校請病假，甚至有女教師因操勞過度而小產；有近九成受訪教師希望當局回復以往

「實報實銷」的制度。 

 

19. 全球英語水平港列 33  官指評測自選自薦 

2015 年 11 月，有私人教育機構公布全球的「英語能力指標」，調查包括全球 70 個國家地區共 91

萬人在網上自願進行英語測試的數據。結果顯示亞洲區內首 3 位的國家，分別是新加坡、馬來西

亞與印度；而香港的英語水平在世界排名持續下降，在全球 70 個國家地區中排名僅 33，在亞洲

區中亦只排行第 9，較韓國及越南低。教育局回應指有關調查的受試人群為自選自薦，未必能真

實地反映參與國家或地區的英語水平，又指不少可靠的本地和國際評估及測試數據皆顯示香港學

生的英語水平未有下降，如 2014 年港人在 IELTS的平均成績有 6.4 分，比鄰近國家如日本、南韓、

印度和越南的成績高。 

 

20. 國力書院涉偽造文書 警方正調查涉嫌串謀欺詐 

2015 年 11 月，國力書院被指幫學生造假以便提前畢業，事件牽涉了多間大學的高層教學人員。

嶺大原協理副校長兼總務長夏迪星的太歷國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亦涉嫌抄襲，其後引咎辭職。另

一方面，有牽涉的院校澄清指相關教師平均用 2 至 3 年完成課程，校方並要求受資助員工每學期

提交報告，畢業論文亦交由校方存檔，顯示相關同工擁有實在的學位；而任兩菲大學客座教授的

藍鴻震亦指兩校均有超過 100 年歷史，其學士、碩士及博士課程皆獲國際認可，並不擔心其資歷

遭受質疑。教育局 11 月按《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去信國力，要求提供有關收生和

課程資料等，其後發垷一宗懷疑偽造文件個案，有人涉嫌串謀欺詐提前入學日期而提早畢業；案

件正由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案調查組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