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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副主席
蔡若蓮、王惠成、
黃錦良。

問卷調查
教聯會於3月
訪問了544位小學教
師，以了解他們的
工作狀況及對教育施
政的看法。當中逾4
成（41%）受訪教師每
周工作61小時以上，
超過8成（86%）反映工
作壓力大，壓力主要
來自行政工作（63%）、教學（61%）或學生行為問題
（61%）。逾4成半教師自評快樂指數為「不合格」，
以10分為滿分，平均只有4.67分。

教聯會調查發現，小學教師普遍工時長、
壓力大，4成半受訪者更自評「不快樂」。受
訪教師普遍不滿意當局的表現，最不受歡迎的
政策是「融合教育」。若以0至10分評價小學
教育施政，當局只得3.39分。

蔡若蓮：擔心2019危機再現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雙非學童潮將於
2019年完結，屆時小學將會面臨另一波縮班殺校危
機，促請政府推出措施，例如減少教師課節、改善
班師比例等，以應對學童人數下跌。她又促請當局
改善小學教師待遇，增加小學學位教師的比例、長
遠實施全面學位化及實現同工同酬。

調查又發現，小學教師普遍不滿意當局的表
現，若以0至10分去評價小學教育的施政，7成受訪 黃錦良：「融合教育」百上加斤
者評為不合格（4分或以下），當局平均只得3.39分。
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批評，現時小學界對「融
最不受歡迎的三項政策分別是「融合教育」、「校 合教育」政策非常不滿，因為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
外評核」及「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教聯會呼 （SEN）學生比一般學生需要更多人手和時間，在小
籲當局日後推行政策之前，必須先聽取業界意見。
學統一派位的制度下，學校要到下學期才能識別出

SEN學生，加上不少
家長擔心被標籤，
故拒絕接受校方提供
的治療服務，令教學
工作百上加斤。他要
求政府開設常額統籌
主任職位，專責照顧
SEN學生，以減輕教師
工作壓力。

王惠成：課擔重自然不快樂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
指出，現時小學教師的工
時長、課節多，加上大量
行政工作，甚至回到家中
仍要處理公務，自然感到
不快樂，他呼籲當局檢討
小學教師編制，以減輕同
工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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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立刻回應小學教師的訴求

小學教師工作壓力瀕「爆煲」，情
況嚴峻！教聯會一項調查發現，小學教
師的壓力源自過長的工時，近9成受訪教
師表示壓力大，逾4成半教師自評快樂程
度不合格，以10分為滿分，平均只有4.67
分。對現時小學教育政策評分，更低至
平均3.39分，當中以融合教育最受詬病。
現時小學業界面對的種種問題，教
育局責無旁貸。自回歸以後，教育改革
一浪接一浪。當中不少頗具爭議性，例
如推行融合教育、小學全日制及全港系
統性評估（TSA）等，壓力排山倒海而來。
更甚的是，在整個教改歷程中，小學經
歷了長時間的縮班殺校潮。當年政府勒
令收生不足的小學停辦，為業界帶來極
大震盪，不但出現大批超額教師，更嚴
重扭曲了教育生態。

其中，過去數月引起不少爭議的
TSA，就在小學正值縮班殺校潮時推行。
加上有教育局官員濫用數據施壓，令學
校被迫操練學生，冀提升TSA成績起死回
生。在這情況下，原本用作了解全港教
學情況的TSA成績，評估目的被僭建成為
個別學校的業績，甚至用作量度教師表
現的一把尺，對教學構成極大壓力。
融合教育的推行，亦令教師疲於奔
命。當初政府推行政策的原意，是希望
讓融合生適應主流學校的學習環境。但
政策推行多年，資源配套仍然匱乏。融
合生情況各異，但大部分教師相關培訓
不足，令日常教學面對不少困難。雖然
當局推出試驗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讓
學校聘請特教統籌主任，但申請門檻過
高，只有少數學校受惠。當務之急，當

副主席 蔡若蓮
局應檢視融合教育政策，並開設特教統
籌主任常額職位，專門統籌融合教育工
作，以減輕教師的負擔。

小學教師待遇不公
在重壓之下，小學同工更長期面對
不公平的待遇，實在令人洩氣。其中，
小學教師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始終未有
解決。根據最新數字顯示，現時受聘於
公營小學的19,410名教師中，有11,460人
受聘於非學位教席。在非學位教師中，
當中有10,760人已持有學位，佔整體的
94%。由於待遇問題，過去多年文憑教師
的流失率一直高於學位教師。為免人才
進一步流失，當局必須增加小學學位教
席，落實全面學位化，以實現同資歷同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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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政府近年的教育施政，似乎
將重點放在中學及幼稚園，對小學教育
著墨甚少。以合約教師為例，今年《施
政報告》提出在中學推行「常額換津
貼」，以解決中學合約教師的問題。但
不能忽視的是，現時小學亦有1成教師受
聘於合約制，政府卻隻字不提如何幫助
這批教師，令同工感到失望。
隨著本港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小
學教師的工作量和壓力只會不斷增加。
事實上，小學全日制推行多年，卻未有
全盤檢討教師編制問題。
我們謹此呼籲，政府應該立刻回應
小學業界的訴求，先減少教師工作量，
著手改善小學班師比例，為教師騰出更
多空間做好教學工作。更重要的是，政
府必須重視小學教育，正視小學教師面
對的困難，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當選人專訪系列之四

我們不要求學生萬能—訪沈祖堯
撰文：「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委員會
本學年接連有學生輕生，青少年的 作。這次的不幸發生後，大學即時增加輔
壓力及情緒問題再度引起社會關注。「有 導員，並聘請駐校精神科醫生治療有需要
時面試，有些學生拿來一大個資料夾， 的學生。我亦希望能使教職員自覺去留意
裡面有幾十張不同範疇的證書，（那些學 及關顧有情緒問題的學生，不要等學生求
生）像萬能一樣。我覺得我們真的不需要 助。當然這並非只是大學的問題，在中、
如此『萬能』的學生讀大學，如果所有人 小學生中也有相似的情況，故希望整個社
都認為這樣才能上大學，孩子的壓力就會 會能討論如何在教育制度中培養學生有正
十分大，亦可能因此而賠上了一個愉快 向的思考及積極的人生態度。」他補充：
的童年，這對他們身心靈的發展有很大影 「這需要整個學界及家長與學生溝通，除
響。」超過20個自殺的青少年中，中大學 了供書教學及生活所需，年青人更需要被
生佔了幾個，校長沈祖堯嘆息：「我發覺 聆聽及了解。如電影《少年滋味》裏，9
有些自殺的同學不是成績落後於人，而是 個年青人有各自的掙扎，背負著社會的不
為自己訂了很高的標準，給自己的壓力大 同取向及期望。我們不甚了解他們內心的
得超乎想像。」中大會議室內，沈校長從 掙扎，所以溝通很重要。我亦希望整個社
學生自殺談起，與我們分享了他對香港青 會的價值觀能有改變，不要只覺得當醫生
年和教育的看法。
律師就是有成就，應放手讓年青人自我成
長，全情投入地做他們喜歡的事情。」
少年愁滋味
2003年SARS一役中，香港病了，沈 大學之道
校長投身抗疫，救人無數；十多年後，香
《大學》有言：「大學之道在明明
港的年青人病了，不知沈校長又有何救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筆者認
助行動？「最困難的地方是學生自殺前無 為，大學教育亦應如是。可惜，隨著社會
跡可尋，像前幾天自殺的中大醫學生， 轉型，知識與經濟掛勾，大學似乎轉型為
其家人表示其自殺前並無異樣行為及情 職業訓練所。沈校長言：「大學不應只是
緒。」；「在SARS時我學懂了一件事： 職業訓練所，只培養專業人才，它更應讓
要制止傳染病的蔓延需要做數倍的防治工 大學生擁有國際視野及獨立思考的能力，

廣東省教育廳訪教聯會
〔本報訊〕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中）、副主席黃
錦良（右2）及秘書長韋以建（左2） 於3月23日與廣東
省教育廳新任副廳長邢鋒、廣東省教育廳港澳臺辦
主任馮興雷、副主任周國平，以及主任科員王靜嫻
會晤，就共同關心的教育議題交換意見。

並學會終身學習。SARS後我發覺教學不
再只是將知識傳授，更重要是對人的關
懷，視人為一個整體—醫病醫心醫人，
其他學科亦應如是。」因此，沈校長尤重
人文教育：「這幾年我開展了包含了德、
智、體、群、美的『博群計劃』，旨在讓
學生身心有良好發展，並培養其對他人的
關懷及對社會的關心。我想在大學裏製造
一種氛圍，不想學生只做學習機器，而是
對家庭及社會有承擔。它雖非專業課程，
亦不計學分，卻是培養學生成熟的重要一
環。」
科研靠創新
除了教育與醫學，沈校長的科研成
就同樣出色。身為港科院創院院士，他表
示：「港科院有幾個目標：希望現有的科
研人員能作榜樣，面向年青學生，吸引他
們投身科研界；同時是希望提高香港的科
創能力，引進外國的科研團隊，互相交流
學習。」他亦希望能去學校宣傳，分享
做科研的原因。「我想為他們建立一個
視野，讓其明白科學要不斷創新才能進
步。」沈校長對幽門螺旋菌與腸胃病關係
的突破性研究，正好說明了科研及創新的
重要性。

祖堯BB
沈祖堯活躍於各
大社交平台，不時被
中大學生「捕獲」合照，其稱呼亦從沈
校長變成「祖堯BB」，親民形像深入民
心。是否有與年青人相處的秘訣？「哈哈
哈！我本身喜愛年青人，很喜歡看著學生
長大，所以很想教中學，這應該是他們最
開心最活潑的時候。另外是不要覺得自己
老及高高在上，要融入他們，如與他們席
地而坐看球賽，慢慢就能建立關係。」像
想起了甚麼，沈校長提高聲量：「他們最
初叫『祖堯BB』，其實我很不習慣，叫
名字已有點突兀，還加上BB，哈哈！但
這是他們表達親密的方式，所以我接受，
不會覺得被冒犯。」筆者認為沈校長的親
切感在於他有同理心：「我覺得時代如科
學研究一樣一直轉變，老一輩想的不一定
正確，我們要學會接受（年青人所想），
不要以自己為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
價值及思想，有的桀驁不馴，有的溫柔如
水——它們都是獨特而應受尊重的。所
以，要接近年青人，首要是放下成見，適
應及理解他們的思想及價值。如沈校長早
年所言：「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
不同一代。」

福建省總工會訪教聯會
〔本報訊〕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右3）於3月23日與福
建省總工會代表會晤，就兩地的教育現況進行交流。福
建省總工會一行4人包括福建省教科文衛體工委主任柳公
立、福建省總工會國際聯絡部部長張元閩、組織部部長
馮錦汀，以及福建省職工對外交流中心幹部黃靜藝。

2016年4月18日

3

星期一

一試定生死、課堂內容離地、無間斷操練試題……
我們都知道，過度的壓力對學生毫無益處，加上長時間投放在考卷操練上，使青年
人失去了應有的想像力。缺乏想像，不但使生活乏味，更令社會的創造力停滯，更遑論
為本港提供科研土壤。然而，位於屯門的譚李麗芬紀念中學，近年在科研比賽中屢獲佳
績，更造就了包括陳易希在內的幾位「星之子」。能在如此壓抑的環境下尋求突破，當
中有甚麼秘訣？

撰文：副主席蔡若蓮

從培養 星 之 子 到電子學習

譚 李 麗 芬 紀 念 中 學 分 享 秘 訣
助，添置了10部iPad作教學之用，並成立「電子學習
組」。經過一輪測試，發現電子學習的效果十分理
想，戚Sir便大膽向校長提出增加資源，「校長二話
不說便撥款，立即購買多30部iPad，這樣便足夠應付
一班40個學生的需要。」

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在國際科研比賽中屢獲殊榮，蔡若蓮（中）聽師生分享成功秘訣。

「星之子」如何培養？
陳易希的母校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去年再有兩
位學弟榮登「星之子」，分別是黃深銘及李鍵邦，
他們憑著能自行消毒的「自潔門柄」，在英特爾
（Intel）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中，勇奪材料科學二
等獎。
副校長鄧智光：「給
他們自由與空間，便是最
好的鼓勵。」

去年榮登「星之子」
的黃深銘因獲獎而有機會
到瑞士羅氏藥廠交流。

學生獲獎，與校內鼓勵科研的風氣有莫大關
係。副校長鄧智光表示，校內的創新科技研習室是
全天候開放的，學生可隨時進去使用，「青少年的
好奇心十分之強，給他們自由與空間，便是最好的
鼓勵」他說。
與此同時，校內設有科技研究小組，經常安排
校外比賽，讓學生一展所長。黃深銘就是因為發明
「自潔門柄」獲獎而有機會到瑞士的羅氏藥廠交
流，學習到如何在實驗室製作阿士匹靈，並觀察當
地的科研機構如何回饋社會，例如在藥
廠中設置社區實驗室，讓學生申請在裏
面進行研究等等。

戚Sir最初只在
數學課上測試電子
學習，後來發現英
文科，甚至是體育
科都應用得到，漸
漸各科老師也爭相
借用iPad。戚Sir更
戚文鋒老師（右）認為政府
與 木 工 科 老 師 特 別 提供教師培訓及增加教學助理
設計了一架「iPad流 可協助推進電子學習。
動車」，連同充電
線在內，可放置超過40部iPad，猶如一架酒樓的「點
心車」般，既方便運送，又方便點算。
戚Sir補充說，電子學習並非只是使用iPad，而
是要運用各種工具協助教學，例如錄製教學短片，
再放到「網上教室」，這樣學生便可自行重溫，老
師也能共享教材，累積知識，對整個教育界都有幫
助。由於老師的年齡層分布廣泛，戚Sir認為目前最
大的困難是老師
需要學習使用電
子設備，如政府
能提供培訓和教
學助理，則更能
協助學校推進電
子教學。

電子學習成效大
猶如酒樓「點心車」般的
電子學習是大勢所趨，譚李麗芬紀
念中學著重科研，任教數學科的戚文鋒 「iPad流動車」可放置超過40部
老師去年向優質教育基金（QEF）申請資 iPad。

201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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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

環球風情

攝影師：張恒信老師

拍攝地點：帛琉
簡介：帛琉的水母湖中有
無限的無毒水母，是大自
然的奇特進化景觀。

▲攝影師：鍾道穎老師
拍攝地點：羅得島林多斯
簡介：羅 得島（Rhodes Island）是希臘所轄最東的島嶼，島上
其中一個著名景點為林多斯（Lindos），林多斯古城具有
3000多年歷史，是古代3大城之一，也是唯一一個有完整
保留下來的古城。從林多斯衛城的頂部，向前眺望可觀
賞延綿不絕的海岸線至無止盡的愛琴海天際，向下望則
可以看到心形湖（Heart-Shaped Lake），景色非常優美。
「環球風情」專門刊登同工拍攝的作品，題材以旅遊風景及各地風土人情為主。歡迎您將作品電郵至mywoo@hkfew.org.hk，
並附姓名、任職學校、手機號碼及電郵，以便聯絡。相片請附說明，包括作者姓名、相片簡介和拍攝地點。來稿一經採用，薄酬。

自殺者的思路

最近，自殺又成為熱門話題。每一
宗自殺個案，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
不同的壓力。再堅強的人，壓力也有爆煲
的時候，當壓力太大，人的情緒會在剎那
之間到達臨界點：情緒繃緊、思想停滯，
整個腦袋都被解決不了的問題佔據著—
就像一座大廈，頃刻之間倒下壓在自己身
上，整個人動彈不得。
假如在這個時候有人告訴你，有一
個「畢其功於一役」的辦法，可以將所有
問題，一次過立即解決，你會如何？這時
候，思想的魔鬼出現了！自殺者開始幻想
自己縱身一躍而下，將所有解決不了的問
題，頃刻之間拋到九霄雲外，「誰會向死
了的人追究責任？就算有，死後一了百
了，甚麼壓力和責任，也感覺不到啦！」
這是很多自殺者的常見想法。當這個思想
惡魔一出現，不要說付諸行動，就是想一
想，也好像放鬆了不少。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自殺雖然會為家人帶來極大的
傷痛，但當患者的思想入了死胡同，
便很難走出那份偏執，正是「一念天
堂，一念地獄」，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醫院的急症室，自殺未遂的患者，
十之八九都會向精神科醫生訴說，後
悔自己一時衝動，慶幸可以得救重
生。只可惜，不是每一個自殺者都有
說這句話的機會。
但人的行為，有所謂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即是曾經試過的
做法，成為了慣例，令人不易離開，
到下次再遇壓力，便會很容易重複自
己。正是「預防勝於治療」，今日的
學生，在學校學到所有的知識，連政
改方案、全球暖化、反恐戰爭，都能
如數家珍，但為何連最基本的減壓抗
逆技巧，卻沒有人教、學不懂？是時
候反思我們的教育系統了。

消閒好去處
費城樂團5月來港演出

美食地圖

心靈品書齋

費城樂團5月19日和20日在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兩場音樂會。第一場曲目為布
拉姆斯的《D大調第二交響曲》和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譚》交響組曲；
第二場曲目為貝多芬的《F小調弦樂四重奏，「嚴肅」》和布魯克納的《降E大調第
四交響曲，「浪漫」》。門票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快烤薄餅 鹹甜兩相宜
都說是「薄」
餅，愛麗斯對薄餅的
確有一個最起碼的要
求：餅底一定要夠脆
夠薄！

The Point位於銅鑼灣登龍街街
角，裝潢走歐陸悠閒路線，簡約又溫

1

暖，座位不多，最好預訂。這裏的薄
餅很有名，因標榜即叫即製，廚師利
用美國電子火山石爐，可於3分鐘內
焗起11吋薄餅，又快又新鮮！
既然薄餅是主角，愛麗斯一口氣
點了兩個，一甜一鹹，加上一些配
菜，這一餐很滿足了！

2

5
3

愛麗斯

4

  1. 火候剛好，煙三文魚和三文魚子還是鮮嫩的，配上溫泉蛋，充滿和式風味！
  2. 香草雪糕，配上烤香蕉和綿花糖，簡單又有創意！
  3. 芝士菠菜烤龍葵菇，加上火箭菜沙拉，不錯的前菜。
  4. 迷迭香燒春雞，惜雞肉未夠嫩滑。
  5. 黑松露芝士蛋黃醬炸薯條，有點膩，幸好是一小碗。
  6. 羅勒青瓜檸檬飲，口味清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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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求職

星期一

服務

   教聯會免費為學校及同工提
供招聘及求職中介服務，如有興
趣使用此項服務，請掃描以下連
結，進行網上登記便可。

招聘申請

求職申請

諾高沐浴露（260ml）
‧洋甘菊 / 橄欖香味

會員價$8

Cheri精緻護手霜
玫瑰超強鎖水精華
深層滋潤，減少敏感
膠原蛋白超強保濕精華
深層保濕，修復受損細胞
麥盧卡蜂蜜高效滋養
深層修復，高效抗菌
$136  會員價$82

GRANDPAWPAW番木瓜萬用霜 /
強效護唇膏
•消炎抗菌，滋潤肌膚
•舒緩小傷口、蚊蟲叮咬、燙傷及太陽灼傷
•改善濕疹及感染
•澳洲原裝進口商品
萬用霜（25g）
$82 會員價$49

Fuji Xerox DocuPrint P265 dw
‧解像度2400×600 dpi，每分鐘打印（A4）
30頁
‧可直接從流動裝置打印
‧可以Wi-Fi 直接連接打印機
‧送$100超市禮券

會員價$888

Fuji Xerox DocuPrint CP115
w（black）/ Fuji Xerox CP116
w（white）
‧可直接從流動裝置打印
‧備 有「一按連接」（WPS 2.0）按鈕設
定無線網絡
‧2400 dpi彩色打印
‧送$500碳粉優惠券

會員價$988

•澳洲純羊毛脂，具GMP藥物製造規範認證
‧軟化肌膚，減淡皺紋，延緩衰老
‧日、晚霜皆宜
綿羊油（添加維他命E）
$56 會員價$34
綿羊油（添加羊胎盤素和維他命E）
$63 會員價$38
綿羊油（添加玫瑰精油、羊胎盤素和維他命E）
$68 會員價$39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可享以
下優惠：

君怡酒店
咖啡屋
•自助午餐7折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自助午餐75折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茶自助餐75折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自助晚餐65折
（星期一至日）

龍堡國際園林閣
‧園 林閣自助晚餐65
折（星期日至四）、
68折（星期五、六、
公眾假期及前夕）
‧晚上9時後龍堡廊標
準飲品買一送一
地址：尖 沙 咀 柯 士 甸
道8號閣樓
預約電話：2378 7673
（優惠期至2016年12月
15日）

君怡閣中菜廳
•午市及晚市堂食食品75折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觀瀑廊
•所有餐飲項目85折（歡樂時光及套餐除外）

荃灣帝盛酒店Dorsett Cafe
/

地址：尖沙咀金巴利道28號酒店大堂
預約電話：2311 9739
（優惠期至2016年12月31日）

強效護唇膏（10g）
$73 會員價$44

SPRING LEAF綠芙綿羊油系列

食肆優惠

鴻福堂尊貴糉禮券
會員價
產品
（張）
原隻鮑魚瑤柱豚肉裹蒸糉（370g）
$72
原粒瑤柱海鮮紅米糉（250g）
$65
紫米百合粒粒紅豆芋蓉梘水糉（250g） $47
桂圓杞子棗蓉梘水糉（250g）
$47
黑松露金腿瑤柱冬菇豚肉糉（250g）
$65
購買任何尊貴糉禮券3張，即送$20禮券1張，
多買多送。
優惠價有效期至2016年5月28日
禮券換領日期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周一至五午膳9折
‧周 六、日及公眾假
期午、晚市85折
地址：香 港 葵 涌 健 全
街28號
預約電話：3996 6338

香港百樂酒店Park cafe
/

‧自助餐午市、下午茶或宵夜自助餐72折
‧自助晚餐68折
地址：九 龍尖沙咀漆咸道南61-65
號香港百樂酒店4樓
預約電話：2731 2168

九龍珀麗酒店
協奏坊西餐廳
‧海鮮自助晚餐7折
‧30人或以上6折
星域酒廊
‧食品及飲品8折
地址：九龍大角咀道86號
查詢電話：3919 8228
（優惠期至2016年6月30日）

香港珀麗酒店協奏坊西餐廳
‧海鮮自助晚餐7折
‧30人或以上6折
地址：香港銅鑼灣信德街8號
預約電話：2127 8838
（優惠期至2016年6月30日）

銀礦灣酒店
九龍維景酒店

《教聯報》廣告專綫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
歡迎查詢
電話：（852）2963 5110
傳真：（852）2770 5442

棕櫚閣西餐廳85折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75號
九龍維景酒店1樓
預約電話：2197 3509

唐宮中餐廳85折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75號
九龍維景酒店2樓
預約電話：2197 3519
（優惠期至 2016年12月30日）

星期六燒烤自助晚餐
成人每位$288 / 		
小童每位$208
住宿優惠請瀏覽www.
jetsoedu.com
地址：香港大嶼山梅窩銀礦灣D.D.2地段648
查詢電話：6810 0111
（優惠期至2016年12月31日）
**以上優惠詳細內容及條款請瀏覽教聯優惠
物聯網

以上產品詳情及訂購表格可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jetsoedu.com，
查詢：2963 5190、2963 5191，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90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