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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下屆特首的意見調查 

(2017 年 2 月 28 日) 
 
 

隨著特區政府換屆在即，教育界十分關注下屆特首的人選。為了解教師對下屆特首的期望，教聯

會於今年 2 月訪問了 668 名教師，當中有 128 名任職幼稚園、264 名任職小學、200 名在中學任職，

以及 38 名在其他類別學校任職的教師。調查結果及分析如下： 

 
 

1.   表 1 列出下屆特首教育施政的訴求，近乎所有教師均期望能為師生提供穩定的教育環境

(99%)，97%教師希望下屆特首將教育放在施政首要位置。「全面檢討教育政策」(95%)、「增加

教育經常開支」(95%)及「委任教育專業人士出任教育局局長」(93%)分別有超過 9 成教師支持。 

 
表 1  對下屆特首教育施政的訴求 

  很同意/同意 不同意/很不同意 沒有意見 

  為師生提供穩定的教育環境 99% 1% 0% 
  將教育放在施政的首要位置 97% 3% 0% 
  全面檢討教育政策 95% 2% 3% 
  增加教育經常開支 95% 3% 2% 
  委任教育專業人士出任教育局局長 93% 2% 5% 

 
 

2.   對於下屆特首優先落實的教育措施，首五項依次為「改善班師比例」(63%)、「將合約教師納

入常額編制」(49%)、「增加行政及非教學人員」(45%)、「設立幼師薪級表」(41%)，以及「停

止縮班殺校」(40%)。與此同時，近 4 成教師認為下屆特首應落實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39%)，

以及設立教師帶薪進修機制(38%)。至於改善教師病假安排(34%)及融合教育(33%)，分別有三分

之一教師支持。 

 

按受訪教師任職學校分析，則發現其訴求略有差異。幼稚園教師最期望下屆政府設立幼師薪級表

(89%)及教師帶薪進修機制(56%)；小學教師希望優先檢討小學全日制(70%)及改善班師比例

(69%)。至於中學教師，認為需要首要需改善班師比例(69%)、停止縮班殺校(60%)及將合約教師

納入常額編制(60%)。 

 
 
 
 
 
 
 
 
 
 



 
 

表 2  教師期望下屆特首優先落實的教育措施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整體 
  改善班師比例 50% 69% 69% 63% 
  將合約教師納入常額編制 20% 56% 60% 49% 
  增加行政及非教學人員 34% 58% 37% 45% 
  設立幼師薪級表 89% 25% 30% 41% 
  停止縮班殺校 8% 43% 60% 40% 
  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 11% 43% 50% 39% 
  設立教師帶薪進修機制 56% 40% 24% 38% 
  全面檢討小學全日制 4% 70% 16% 37% 
  改善教師病假安排 34% 39% 30% 34% 
  改善融合教育 33% 27% 36% 33% 

 
 

3. 問到下任特首需要具備的條件，7 成半受訪教師認為必須有承擔及責任感。逾 7 成教師分別表示

「良好的管治能力」(73%)、「廣納賢能，用人唯才」(73%)及「願意聆聽和溝通」(72%)是特首

需要具備的。「能夠團結社會各界」(68%)、「有清晰的治港理念」(65%)、「具備長遠目光」(65%)

分別有 6 成半教師支持。此外，近半(48%)教師認為下屆特首過去應有具說服力的政績或工作表

現。以上反映教師對下任特首有一定的期望，認為必須符合多項條件。 

 
表 3  下任特首需要具備的條件 

  百分比(%) 

  有承擔及責任感  75% 
  良好的管治能力 73% 
  廣納賢能，用人唯才 73% 
  願意聆聽和溝通 72% 
  能夠團結社會各界 68% 
  有清晰的治港理念 65% 
  具備長遠目光 65% 
  過去有具說服力的政績或工作表現 48% 
  堅持落實一國兩制 44% 
  與中央政府關係良好 37% 
  與公務員緊密合作 35% 

 
 

4.   對於出任下屆特首的人選，近 4 成(39%)教師認為林鄭月娥是最合適的人選。問到支持的原因，

主要是認同她行政經驗豐富，具備良好管治能力；過去亦有一定的政績，也願意投放資源於教育。

就個人特質而言，受訪教師認為林鄭月娥有承擔及責任感、處事果斷、認真務實及立場清晰，是

出任特首的最佳人選。 

 
至於支持曾俊華的教師，則佔整體的 29%。支持的原因包括：願意聆聽和溝通、較具親和力，

能團結社會各界；亦有教師認為他熟悉香港財經事務，並具政府管治經驗等。與此同時，支持胡

國興及葉劉淑儀的分別有 6%及 2%，另有近四分之一教師仍未有支持的人選。 

 
 
 
 
 
 



 
 

表 4  教師支持的特首參選人 

  百分比(%) 

  林鄭月娥 39% 
  曾俊華 29% 
  沒有意見 24% 
  胡國興 6% 
  葉劉淑儀 2% 

 
 

5.   在開放題，教師對下屆特首施政提出不少意見，摘要如下： 

 

-  教育施政 

-    教育是一個國家或城市首要的一環，應該重視教育，並多投放資源。 

-    全面檢討教育制度，重新審視政策的背後理念，並制訂長遠發展方向。 

-    委任有能力的人任局長，勿外行人領導內行人，讓教育重歸專業。 

-    制訂教育政策前，要深思及多角度考慮，先有完善配套及足夠的教師培訓， 

     並定期作檢討及改善。過程中，要多聽前線教師、學生和家長意見。 

-    不要空談和拖延，聆聽業界聲音後立即跟進。 

-    改善整個教育生態，人性化地對待學生和老師。 

-   減輕學生學習壓力，提供多方面的升學出路，讓他們愉快學習。 

 
-  期望推出的措施 

 
         幼稚園教育 

           -     設立幼師薪級表，全面資助幼師薪酬。 

           -     增加幼教資助，全面資助幼稚園教育。 

           -     資助教師進修幼兒教育課程。 

  

         中小學教育 

           -     檢討融合教育政策，設立 SENCO 職位及增加教師人手，以更有效照顧融合生。 

           -     改善班師比例，將合約教師納入常額編制，增加人手處理行政事務。 

           -     全面檢討小學全日制及新高中學制。 

           -     容許教師達到一定年資，可申請一年停薪留職，讓教師完成人生目標。 

           -     停止縮班殺校，穩定教師團隊。 

           -     改善中小學薪酬架構，確保同工同酬，提升教師士氣。 

 
         其他議題 

           -     為香港整體長遠利益著想，解決民生問題。 

           -     多推出土地，加快建屋，壓抑樓價，保障就業。 

           -     制訂長遠支援長者計劃，令老有所依。 

 
 
 
 
 
 
 



 
 

6.   總結 

 

是次調查發現，絕大部分教師均期望下屆政府能夠重視教育，增加教育經常開支，並為師生提供

穩定的教育環境。事實上，不少教師期望政府關心前線的情況，增加人手編制，減輕工作壓力；

並改善教師待遇，確保同工同酬。 

 

對於出任下屆特首的人選，調查發現受訪教師較傾向支持林鄭月娥，主要是認同其過去的政績，

管治能力出色，並有承擔及責任感，且處事果斷。與此同時，亦有相當一部分教師支持曾俊華出

任下屆特首，原因是認為他願意聆聽和溝通、較具親和力。總之，教師對下任特首均有一定的期

望，需要具備多項條件。 

 

教聯會認為，現時香港教育已過時及迷失方向，下屆政府應具高瞻遠矚的視野，構建未來教育施

政的藍圖。要教育理念落實到位，關鍵在於未來教育局局長。教育界期望新任特首委派真正專業

的局長，解決積壓已久的教育問題，以保留優質的教師團隊。 

 

觀乎現時四位參選人的政綱，均有不同程度回應業界的訴求，無疑是好的開始。本會寄望各特首

參選人能夠廣泛聆聽教育界意見，以團結業界，凝聚共識，共同為香港教育作出長遠規劃，扭轉

現時的局面。 

 
 

 

 

 

 

 

 

 

 

 

 

 

 

 

 

 

 

 

 

 

 

 

 



教育界對下屆特首教育政綱的建議 

 

1. 教育施政 

 

- 香港需要一個有遠見、有魄力、有行動力和果敢的特首。 

 

- 教育要有長遠的目標和方向，人的教育需要時間及空間，要好好規劃整體

教育方針。下屆政府應具高瞻遠矚的視野，構建未來教育施政的藍圖。 

 

- 特首應帶領香港引進教育新思維，結合中西方教育的優點，為香港的教育

開創新紀元，包括徹底檢視、廢除已不合時宜的教育則例；全面檢視、優

化中、小、幼、特的人手編制、薪金待遇；針對素質教育制訂長遠的規劃，

而非「見血止血」。 

 

- 教育是投資而非支出，今天的投入為的是培育未來社會的棟樑，所以不能

只看着錢包行事，以「已經在教育上花了很多錢」為藉口，讓我們的教育

發展停滯不前。 

 

- 當教育局推行新政時，除提供一筆過撥款作起動外，還應確保學校得到恆

常撥款支持，令計劃得以持續發展。 

 

- 要教育理念落實到位，關鍵在於未來教育局局長。教育界期望新任特首委

派真正專業、有抱負和承擔的局長，解決積壓已久的教育問題，以保留優

質的教師團隊，讓教育重歸專業。 

 



- 全面檢討教育制度，重新審視政策的背後理念，並制訂長遠發展方向。制

訂教育政策前，要深思及多角度考慮，先有完善配套及足夠的教師培訓，

並定期作檢討及改善。過程中，要多聽前線教師、學生和家長意見，聆聽

業界聲音後立即跟進，不要空談和拖延。 

 

- 改善整個教育生態，人性化地對待學生和老師。減輕學生學習壓力，提供

多方面的升學出路，讓他們愉快學習。 

 

- 根據孩子的不同發展階段及特性，檢討現今不同階段課程存在的問題。致

力培養下一代成為良好品格，正面價值觀，成為愛國的公民，傳承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文化。 

 

- 公民教育絕不能缺少，必須制定一套良好及適時的公民教育指引，並落實

推行。 

 

2. 大專教育 

 

協助自資院校過渡收生危機 

隨著中學生人口持續下跌，自資專上院校面臨收生寒冬，部分甚至有倒閉的壓

力。雖然政府推出配對補助金計劃，協助自資院校開拓經費來源，但仍未徹底

解決收生問題。建議政府放寬自資院校招收非本地生的上限，以及簡化私立院

校課程評審機制，以協助過渡收生危機，確保香港專上教育的多元，並令不同

能力的高中畢業生皆有適切的升學途徑。 

 

 

 



設立專業大學或擴闊大學入學階梯 

不只以成績論生死，例如以不同範疇的卓越表現皆可考獲大學學位，包括 IT

能力、體育音樂等不同才華。外國大學早已如此，香港仍集中以成績決定。同

時，增加大學學額，減輕升學壓力。 

 

3. 中小學教育 

 

改善班師比例 

隨著教育環境急速變化，教師工作日益沉重，舊有的規劃已不合時宜。希望重

新規劃學校班師比例，小學建議由現時的 1:1.5 增加至 1:1.7；初中由 1:1.7 增加

至 1:2.0、高中由 1:2.0 增加至 1:2.3，以提升教學質素，回應時代的需要，讓教

師騰出空間備課及關顧學生，以及更有效照顧學習差異。 

 

全面檢討小學全日制 

在整個教改歷程中，小學經歷了長時間的縮班殺校潮，嚴重扭曲了教育生態。

加上小學由半日制過渡至全日制，但人手、資源及配套卻未能跟上需求，令教

師疲於奔命。建議全面檢討小學全日制，改善小學班師比例，減少教師上課節

數。因應小學教師沒有足夠時間午膳，出現腸胃問題，應檢討以保障教師職業

健康。同時，檢討小學全日制課時安排，騰出空間進行多元化學習活動，豐富

學生經歷，達至全人發展。 

 

落實「一校一行政」 

現時學校負責行政老師行政工作量極龐大，建議增設專責行政職員，處理學校

招標、採購、維修等行政工作，讓老師專注教育工作。 

 

 



改善教師病假安排 

教師帶病上課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教育局向學校提供的「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不敷應用，不少教師為免加重同儕的負擔，即使患病也不敢請假，病情加重的

情況屢見不鮮。希望政府盡快檢討教師病假安排，提高中小學教師病假計算準

則，並容許學校實報實銷聘請代課教師，改善同工帶病回校工作的情況。 

 

應對學生人口波幅 

本港出生率持續偏低，加上政府叫停「雙非」，小一學額需求將於 2019 年大幅

回落，縮班殺校潮恐再重現，合約教師無不人心惶惶。至於中學，個別地區仍

然收生困難，縮班危機未解。政府應預留撥款，延續及推出中小學「三保」措

施，以協助學校過渡人口下降危機。這樣既能維持軍心，又能提高教育素質。 

 

重設中小學「肥雞餐」 

隨著適齡人口下降，中小學將重現超額教師。建議政府設立基金，在中小學重

推「肥雞餐」，以吸引資深教師提早退休，同時讓年輕教師進入編制，加速教

師團隊的良性更替。 

 

凍結中一班級數目 

近年中學面對縮班殺校，投放大量時間和資源在收生方面，教師被迫「不務正

業」，教學空間不斷萎縮。現時各區人口分佈不均，弱勢學校面對縮班問題，

希望政府未來 3 年「凍班」，以穩定教師人手，長遠檢討派位機制。此外，教

學語言政策微調，產生上移錯配的問題，建議由學校自行決定教學語言。 

 

檢討中一派位機制 

以學姊學兄 PS1 成績決定學弟學妹的成績組別實不可取，況且 PS1內容超出小

學課程；試卷由中學校內老師批改，標準未必一致；成績以抽樣呈交，未能反



映學生成績的真像，對小學不公平。成績影響學弟妹的派位，對學弟妹更不公

平。 

 

全面檢討融合教育 

重新檢視融合教育政策，並為學校提供足夠的人手及財政支援，包括開設特殊

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常額職位，專門統籌校內融合教育的工作。 

 

增加教育心理學家的資源 

在現有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下，每名教育心理學家需要同時服務 6 至 10 所學校，

根本未能應付學界的需求。政府應增加教育心理學家，讓學校得到足夠的相關

支援。 

 

增加校舍維修撥款 

現時本港仍有不少五、六十年歷史的高齡學校，地方狹小、課室有限、設施不

足，導致競爭力隨時代愈減，對學校、家長和學生都不公道。再者，教育局的

校舍修葺工程撥款申請困難，經費不多，審批需時，學校往往被逼擱置、推遲

或進行斬件式維修。希望政府增加校舍維修的撥款，並檢討審批撥款的程序及

準則。對於高校齡的校舍應該提供額外的專款，供學校增建設施或維修。 

 

 

檢討小學教師薪級待遇，增加學位教師比例 

增加學位教席，將小學學位教師比例與中學看齊。縮窄中小學校長及副校長的

薪酬差距，同時檢討小學中高層教師的待遇，以吸引人才加強領導，持續改善

小學教育。 

 

 



盡快落實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建議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早前公佈最終報告，就預防學生自殺及加強學生心理健康

提出建議。政府必須切實跟進委員會的建議，增撥相關教育資源，盡快制訂「守

門人」訓練具體推行方案、培訓的內容及支援配套等，目標在兩年內達至每校

最少有一名「守門人」，讓高危學生得到及時支援。 

 

加強基本法的教育 

基本法對香港十分重要，讓港人認識基本法對香港的平穩過渡、繁榮安定和實

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有極其深遠而重要的意義。現今中小學基本

法教育不足夠，應增加基本法課時，以讓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在正規課堂學習基

本法。 

 

加強支援 STEM 教育 

STEM 持續投放資源，設立專責教席協助推動課程，並規劃未來 5 年 STEM 教

育的發展。此外，成立 STEM獎學金計劃，以幫助學生多元發展及香港科創研

究的發展。 

 

將資訊科技員轉為常額 

在現今資訊科技教育的資訊科技員(TSS)，對學校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部份。但現

行沒前景，大多任職一兩年便離職。建議為資訊科技技術員設立為常額職位及

薪級表，以配合 STEM 的推行。 

 

加強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現時大部分幼稚園只收少量非華語學童，未能達到當局取錄 8 名或以上非華語

學童的規定，因而得不到應有支援。即使達到收生門檻，相關資源亦不會按學



生人數遞增，對錄取大量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不公。建議政府考慮改以取錄人

數按比例批出撥款，讓學校有足夠資源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 

 

設立侍產假、產假、進修代課津貼 

現時收生不足、有超額老師的學校，不獲發還代課薪金。侍產假、產假是家庭

崗位元的需要。至於進修，例如是局方強制的(如 SEN 的培訓)，面對那些必須

的假期，而學校則要用營運津貼支付，既不公平，也不理想。政府宜對有超額

老師的學校放寬這方面的津貼處理。 

 

- 給予老師和校長專業提升的機會，容許教師達到一定年資，可申請一年停

薪留職，讓教師完成人生目標。 

 

- 每名學生都有資優的地方，建議多進行資優教育的研究，探討未來願景，

讓每名學生都能發展潛能。 

 

- 家長教育亦是一項艱辛的工作，期望教育局能制定一套如何令家校合作的

指引，使校方能明確進行家長教育。 

 

4. 幼稚園教育 

 

- 希望下屆政府能在這方面切實接納及正視業界提出的困難和憂慮，為過去

數十年百花齊放的幼兒教育訂定合宜的政策，並能真正考慮到幼教界經常

面對幼師薪酬、資歷、流失率、晉升、校舍租金及影響嚴重的收生問題一

一化解，讓幼兒能享受三年愉快的學前教育，在未來的學習路上打好穩固

的基礎。 

 



- 所有良好習慣及尊師重導的行為都是由小培養出來，幼兒教育為基礎教

育，幼兒教育是人生學習里程的基石，因此教育局對幼兒教育應除撥出充

份資源外，更應與校方多溝通、多指導、多協助。 

 

- 重新設立幼師薪級表，並按教學經驗及學歷給予幼師合理薪酬。長遠與中

小學教師看齊，以提升幼師的專業地位。 

 

- 為聘用較多資深幼師的幼稚園提供更多財政支援；將過渡期由兩年延至三

年，以配合幼稚園學制，並穩定業界。長遠實報實銷，全面資助幼師薪酬。 

 

- 解決幼師轉校年資不獲計算的問題，以肯定資深幼師的付出。 

 

- 為幼師進修提供資助，設立專款讓學校聘請代課教師，以及增加資助幼兒

教育學士學額。同時，當局必須制訂幼師學位化的時間表，以支持幼師的

專業發展。 

 

- 改善幼師的工作環境，進一步優化師生比例，特別為全日制學校提供更多

人手；並增撥資源聘請文職人員，以減輕幼師的工作量。 

 

- 在幼稚園設立代課機制，並提供資源改善幼師的辦公設施，以減輕幼師的

職業勞損。 

 

- 定期檢討幼稚園資助額，為細校提供適切的財政支援，特別加強對全日制

及長全日制幼稚園的資助。長遠逐步增加幼教經費，以讓免費幼稚園教育

覆蓋全港學童。 

 



- 幼稚園增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SENCO)，以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的學

習活動及協調康復訓練；亦須有社工提供專業輔導，支援不同需要的家庭。 

 

- 貫徹「先支援、後評估」的融合教育方針，即時支援所有懷疑有特殊需要

個案；擴展「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TSP)

免入息審查至所有輪候服務幼兒，以維持公平，讓所有輪候服務的幼兒均

得到即時支援； 

 

- 設立由專業人士及持份者組成「學前兒童康復服務委員會」協調及督導學

前兒童康復服務。 

 

- 與中小學校長一樣，幼稚園校長同持學位資歷，卻未能同工同酬，打擊士

氣。此外，幼稚園校長的職級安排(一級校長與二級校長)，按全校學生人

數劃分並不公平，應予以改善。 

 

- 按學生人數資助，令幼教市場化，細校面對經營困難。隨著出生率下降，

每區人口不均，部分收生不足的幼稚園面臨結業，應加強支援。 

 

5. 特殊教育 

 

現時特殊學校面對資源及人手不足的問題，卻一直備受忽略。政府應提升特殊

學校專業地位，重新制定長遠的政策，讓其發揮應有角色。 

 

提升班師比例 

近年主流學校增加取錄 SEN 學生，因此特殊學校取錄的學生健康、情緒及行為

問題日趨複雜及嚴峻。可是現時主流學校以 25 人即成一班，26 人已可開 2 班 (13



人一班)，特殊學校開班人數及班師比例卻仍維持不變，實是十分不公平。故宜

讓特校也享保留過剩老師的機制，以穩定老師士氣，造福學子。 

 

宿舍空調裝置及電費補貼 

教育局在資助學校的空調設備及電費補助時，一直沒有包括學校的住宿學生需

要。學校需要自行籌辦有關裝置，家長則需支付有關裝置設備及電費開支，是

十分不公平。此外，宿生大多有特別的健康關顧需要，適當的空調設備乃維持

他們基本健康生活條件。 

 

改善宿舍部舍監的待遇 

調整宿舍部舍監職級的頂薪點，以挽留經驗人才，發揮專業職能。宿舍部夜更

工作員薪酬缺乏吸引力，建議容許學校選擇凍結職位，可較自主地運用有關津

貼，及早補充職位空缺及聘請適當人力資源。 

 

- 每名 SEN 學生的資助，應以 1.5 名學生計算，讓學校有足夠資源支援 SEN

學生。 

 

- 學前 SEN 學生接受評估後，輪候時間超過 1 年，錯失接受治療的黃金時間，

希望改善有關安排。 

- 特殊學校難以聘請專責治療師，護士人手不足，影響對學生的日常健康照

顧，宜作出調整。 

 

- 殘疾院舍按年齡分類，加快流轉速度，讓離校特殊生得到適切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