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辦
「教師眼中 2018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結果公佈(2019 年 3 月 5 日)
教聯會與大公報合辦「教師眼中 2018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選舉活動於 2019 年 1 月份進行，
參與同工接近 400 人。經統計投票結果後，得出十大得獎新聞，現公佈得獎新聞、得獎者名單及頒
獎禮安排。
「教師眼中 2018 年十大新聞選舉」得獎新聞
1.

教師高壓工時長

健康有問題

負面情緒多 (80%)

教聯會於 12 月訪問 600 位中小幼及特殊學校教師，18 日公佈調查結果指 8 成半教師感到工作
壓力過大和略大，當中表示壓力過大的教師有三成半，較 2015 年的 17%上升一倍；同時，這
調查亦發現高達 79%教師每周工作超過 51 小時或以上，上升至近年的新高；當中 13%教師表
示每周超過 71 小時。超過半數教師認為工作壓力來自行政工作、教學（批改、備課、上課）、
學生行為問題及照顧學習差異。再者 96%教師於過去一周出現負面情緒，當中感到疲乏
(87%)、洩氣(62%)、憤怒(49%)、焦急(42%)及無助(39%)為五大負面情緒。同時 99%人過去半
年有健康問題，有過半教師的病徵分別是喉嚨痛(72%)、聲帶發炎/聲沙(61%)、腰酸背痛(59%)、
頸肩疼痛(58%)等。調查亦發現超過四成教師自認不快樂選擇 4 分或以下；香港教師的快樂感
總平均只有 4.97 分，低於及格水平 5 分，令人為香港教師心理健康感到憂心！
2.

政府採納專責小組建議

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 (78%)

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於 7 月 6 日發表諮詢文件，就業界關注的建立教師專業階梯、教師學
位化、增加中小學及特殊校中層主任職位、檢討校長副校長待遇等問題進行諮詢。教聯會 7
月 13 日舉行記者會促請當局必須就教師學位化、增加中層職位等提出明確時間表，讓業界有
所規劃，配合整體發展。現時中學、小學教師分別 99%和 97%持有學位，文憑教席早已不合
時宜，理應取締。教育局採納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建議全面落實教師學位化，今年《施政
報告》公佈下學年起一次過把公營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預計超過 9400 名文憑教師受惠，
文憑教師職位將成歷史。
3.

颱風「山竹」造成破壞

教聯呼籲翌日全港停課 (74%)

颱風「山竹」於 9 月 16 日吹襲本港，造成極大破壞，不少校舍面臨不同程度損毀。教聯會於
當日下午向教育局呼籲立即宣佈翌日全港停課，以確保師生安全。呼籲發出後，當局隨即宣
布翌日停課。「山竹」颱風 9 月 17 日雖遠離本港，惟街上不少棚架及大樹倒下，多處道路受
阻，十八區校舍損壞嚴重，有見及此，教聯會再度呼籲以保障師生安全為大前提，學校有需
要時可按照教育局指引啓動緊急停課安排，確保校園環境許可才復課。9 月 20 日教聯會又致
函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呼籲局方特事特辦，建議向每所學校發放 10 萬元一筆過撥款，以應付
各項維修工程及清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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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薪產假增至 14 周

教育局推 2019 年初實施 (72%)

香港有薪產假已實施 37 年，一直只維持 10 星期，落後於新加坡等其他已發展地區，而國際
勞工組織產假最低標準是 14 周。政府完成檢討法定產假後，在 2018 年《施政報告》建議將
法定產假由 10 周增至 14 周，而額外 4 周產假開支會由政府承擔，65 間官立中小學隨後已實
施。教育局於 12 月 18 日向所有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直資學校及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的幼稚園發出通告，公布由明年 1 月 1 日起，將合資格女性教職員的有薪產假延長至 14 周。
教育局指雖然修訂有關法例需時，但局方為推廣良好僱主精神，決定在資助學校等推行延長
產假的新措施；同時，局方亦鼓勵幼稚園為合資格教職員提供 14 個星期有薪產假。
5.

接連多宗虐兒個案

政府加强幼小社工 (65%)

年初接連發生多宗虐兒個案，情況令各界關注，教聯會就幼兒工作者處理疑似虐兒個案進行
調查。3 月 8 日公佈結果顯示逾五成虐兒個案沒有向社會福利署呈報，在處理疑似個案時業界
遇到困難，包括家長不願透露私隱，恐報警影響家校關係。年中社會福利署發表 2017 年度虐
兒個案統計，顯示新增 947 宗虐兒個案。2018《財政預算案》撥款逾 5 億元，在幼稚園推行 3
年社工服務先導計畫，初步預計社工與學童比例為 1 比 600。小學明年落實「一校一社工」，
每校將獲資助設立學位資歷的駐校社工，同時按班數有額外資助。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其後建
議改良至「1+1（輔導老師加社工）」方案。
6.

教聯促增教育經費

教育開支首破千億 (64%)

教聯會於 2018 年 1 月 10 日向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反映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指出香港教
育開支相比其他地區偏低，建議增加教育經費至 GDP 的 4.8%，並向全港中小學每年提供 50
萬元作教學用途。2018《財政預算案》教育開支預算達 1136 億元，較上年度大增 250 億元，
是回歸以來首次突破千億大關，以政府預算明年本地生產總值 GDP 計算，佔百分之 4，是近
年新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次強調教育是最有意義的投資，2018《施政報告》亦不負眾望，
新增多項涵蓋中小學、大專及家長教育的措施，涉及額外每年經常開支達 47 億元，遠超先前
預留的 34 億元。
7.

TSA「三不」政策

四成小學全級考 (63%)

教育局於 3 月 16 日接受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建議，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終採納「不記名、不記校、不收報告、抽樣參加」的「三不」政策，教聯會表尊重
委員會作出的建議，認為這安排已充分考慮各方的意見，並對於委員會在不影響教與學的前
提下，設法減少學校的壓力，消除操練誘因表示肯定；期望局方持續跟進改善 TSA，確保其
發揮作用，有效回饋學與教。小三 TSA 於 5 月 2 日復考口試，6 月中考筆試教育局每校抽
10%小三生應考，同時允許小學選擇全級考，今年有四成公營小學參與全級考。有報章 12 月
向考評局查詢 2019 年全級考學校的數字，考評局指按相關政策方向不會公布整體學校參與
數字，避免為學校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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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官民共推 STEM 教育

用新全方位津貼 (61%)

教育局於 10 月 18 日舉辦支援 STEM 教育暨學生學習成果分享活動，慶祝 STEM 教育中心開
展服務 1 周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應邀到訪，參觀中心設施及欣賞獲獎的學生作品和學習成
果，其中包括立體打印中華文化建築模型設計、氣墊滑動筏，以及模型氣墊船習作；特首亦
參觀中心的創客空間，觀察學生參與 STEM 學習活動的情況。此外，由徐立之教授擔任會長、
籌組接近 1 年的香港 STEM 教育聯盟於 11 月 3 日假座中文大學李兆基樓舉行成立典禮，當日
除頒發第一屆青少年 STEM 知識競賽獎項外，同時進行第一屆香港 STEM 教育論壇。特首在
典禮致詞時指學校可運用九億元全新、恆常的全方位學習津貼，在校內進一步推動 STEM 教
育。
9.

小學將增學位主任

校長副校職級有望調整 (59%)

2018《施政報告》預留款項改善小學校長的薪酬及中層管理人手，教聯會其後開展小學人事
編制和薪酬架構意見調查，11 月 21 日發表指八成受訪小學校長/副校長支持以全校教師人數
計算小學中層職位數目，逾九成受訪者認為要增加小學副校長職位以應付日益複雜的學校行
政。教聯會要求當局參考中學做法改以全校教師人數計算中層職位，並在新學年即時增加小
學學位主任比例至超過全校三分之一教師。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 12 月已遞交中期報告，教
育局長透露專責小組建議就小學校長、副校長級的薪酬調整作出建議調整；據報導每 2.2 名教
師有 1 名主任級教師，以全校 24 班計會有 12 名主任級，比現時多 4 人，而局方正在考慮相
關提議。
10. 中史列為初中必修

續推《基本法》教育 (56%)

教育局於 5 月 24 日公布中國歷史及歷史科修訂課程大綱，將中史列為初中必修科。教育局指
出初中中史科會將中國歷史分為 9 個歷史時期，中一課程是遠古至唐末，中二由現時教宋元
明延長為宋元明清，整個中三則將會教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中古代史的教授時間
會減少，中國近代史及現代史比例增加。大綱亦把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編入不同歷史發展時
期的不同課題，一併教授；新課程大綱最快在 2020 年 9 月在全港中一逐級實施。楊潤雄於年
底在中總明言教育局除將中史列為初中必修科外，亦會以「多重進路、互相配合」的方式繼
續推動《基本法》教育，讓師生全方位認識國情。
得獎者名單
冠軍：黃寶如
亞軍：鄭紫瑩
季軍：梁幗君
優異獎：利玉鏵、勞芷蔚、黃秀儀、廖嘉穎、黎詠儀、Chan Chi Shing、Chung Sum Yi、Tang Hoi Yan、
Wong Sui Wah
「教師眼中 2018 年十大教育新聞」頒獎禮
日期︰2019 年 3 月 18 日(一)
時間︰下午 5 時 45 分
地點︰教聯會會所(九龍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