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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爭取多年 終見落實

教聯會早前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晤，
反映對教育施政的訴求。

10 月 10 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經過多年爭取，政府終於回應
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了本會的訴求，包括落實教師學位化、加強學校行政支援、改善融合教育等。本會期望今屆政
府逐步增加教育經費，解決積存已久的教育問題，提升教育質素。
政府於《施政報告》宣布落實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解決積壓多年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同時，政府亦承
諾預留撥款，改善小學校長和副校長的薪級、中層管理人手安排，本會對此表示歡迎，並建議逐步將小學學位
教師職級 (PSM) 的人數比例增至全校一半，提升小學行政管理的質素，持續改善小學教育。
政府亦提出增撥資源，加強學校及校董會的行政支援。本會過去多年一直全力爭取落實「一校一行政」，
相信有助減輕教師的行政工作量，使其專注教學及關顧學生。長遠而言，政府應建構「教學」及「行政」雙軌
並行職業發展路徑。
融合教育方面，政府宣布擴展學習支援津貼至全港學校、提升 SENCo 的職級等措施。本會對此表示認同，
並促請政府盡快啟動全面檢討，制訂融合教育政策的發展路向，達致真正的校園共融。
此外，政府建議推出恆常性「全方位學習津貼」，本會認為能改善過往一次性撥款的弊端，有利學校推行
相關工作。本會進一步建議政府每年向全港中小學提供 50 萬元津貼，讓教師購置全新硬件、添置配件或更新
教材，以及聘用 STEM 教育支援人員。
不過，《施政報告》仍未有具體提出小一學生人口下跌的應對方案，教聯會對此表示極度失望，並要求政
府藉着學生人口下降契機，實施小班教學，先在學生人口較少的地區推行，其後逐步擴展至全港，優化小學教
學質素。同時，本會亦不滿《施政報告》對幼稚園教育著墨甚少，促請當局調高資助額基數，應付幼稚園的基
本營運需要。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編印
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電話：2770 3918
網址：www.hkfew.org.hk

傳真：2770 5442
電郵：hkfew@hkfew.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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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襲港 校舍損毀嚴重 - 政府回應教聯訴求 發放校舍維修津貼
〔本報訊〕颱風「山竹」於 9 月 16 日吹襲本港，
所到之處造成極大破壞，不少校舍更面臨不同程度損毀。
為此，本會於當日下午呼籲教育局立即宣佈翌日全港學
校停課，以確保師生安全。呼籲發出之後，當局隨即接
受了本會建議，宣布翌日停課。

由於是次清理工作複雜並危險，甚或需僱用專業隊伍，
所費非輕。為此，本會於 9 月 20 日致函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呼籲局方特事特辦，先為學校處理善後工作，並建議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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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颱風雖已遠離本港，惟街上不少棚架及
大樹倒下，多處道路受阻，大型運輸工具更停止服務。
不少會員向本會反映，十八區校舍損壞嚴重，有見及此，
本會再度呼籲相關政府部門，以保障師生安全為大前提，
協助學校處理善後工作。學校有需要時，亦可按照教育
局指引啓動緊急停課安排，確保校園環境許可才復課。

教育局回覆表示，鑑於情況特殊，當局將會為公營中
小學及幼稚園發放風災特別津貼，每校上限分別為 15 萬元
及 5 萬元，以協助學校支付因這次颱風吹襲而需進行的其
他清理、維修或更換標準設施及設備的開支。學校可按其
實際需要，於 11 月 30 日或之前向教育局提出申請，津貼
預計於明年 1 月內發放。

教聯會要求教育局正視
小一收生不足危機
〔本報訊〕2019/20 學年小一自行分配學
位申請已經截止。隨着適齡學童人數下降，各
區小學收表數目減少。教聯會調查發現，近 9
成學校反映學校首三天收生數目較以往下跌，
較去年同期大跌逾 3 成。教聯會已於 10 月 7
日去信教育局反映情況，並促請當局及早推出
應對措施。
調查於 9 月底進行，一周內收到 124 間小
學回覆。結果發現，高達 88% 受訪小學反映
首三天收生數目比以往下跌。當中位於屯門、
元朗及北區的小學遇到較嚴重的收生問題。教
聯會促請當局立即調配資源，穩定教師團隊。
建議藉着學生人口下降契機，實施小班教學，
先在學生人口較少的地區推行，其後逐步擴展
至全港，優化小學教學質素。同時，按每區的
情況減派 2 至 3 名學生，以減低對學校的衝擊。

教聯會倡設駐校家長聯絡主任
〔本報訊〕「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
早前發表諮詢文件徵集意見。教聯會大致認同小組
的建議方向，並進一步建議落實推動在全港十八區
設立地區家長資源中心，支援不同家長的需要。
諮詢文件提出推行「快樂孩子運動」，讓家長
了解孩子健康快樂成長的重要，並減少過度競爭的
文化。本會認為，政府應當全面檢視教育制度，從
收生制度、考評方式及課程規劃等着手，減輕家長
及學生壓力，才是治本之道。本會又建議當局為每
間學校增設家長聯絡主任，專責統籌家長教育及家
校溝通工作。
此外，本會認為須考慮幼稚園的實際情況，並
給予足夠的支援成立家教會。本會指出，幼稚園面
對人手不足問題，促請當局提供代課教師資助及增
加文書人手；要進一步推動幼稚園成立家教會，當
局應加強向幼稚園宣傳，並就家教會成立及運作方
面制定更清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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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諮詢文件
〔本報訊〕教聯會早前就「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諮詢文件
作出回應。文件提出為法團校董提供不同形式的培訓，本會認為校
董培訓須具備實用性，網上自學及課堂學習相結合，才能確保整體
成效。
同時，本會認為校董人選應設立基本門檻，確保參與者的熱
誠，並在正式當上校董前，先接受一定時數的校董培訓。為了吸引
更多有志人士服務學校，本會建議設立校董嘉許計劃，以提升校政
質素。
文件提出精簡教育局的規定、放寬採購規限等建議，釋放教師
及校長空間。教聯會認同有關方向，並指出應發放資源聘用高質素
行政人員，以處理校本管理的事務。

第十一屆教師體育節
教聯會的品牌活動 - 教師體育節，今年踏進第
11 屆 ! 參賽健兒來自全港 200 多間學校，一共超過
1,400 人。除了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籃球、躲避
盤比賽外，今年新增親子體驗項目，廣受同工歡迎。
開幕禮在香港教育大學舉行，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劉建豐、教大副校長李子建
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引泉蒞臨主禮。典禮後隨即進
行躲避盤嘉賓邀請賽及躲避盤賽事。足球、羽毛球及
乒乓球賽於小西灣不同學校內進行；籃球賽則在柴灣
體育館及荃灣西約體育館進行。

躲避盤

籃球

碟賽
冠軍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B 隊
亞軍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碗賽
冠軍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亞軍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A 隊

盃賽
冠軍 中華基督教協和小學
亞軍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盾賽
冠軍 光明學校
亞軍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男子新界區
冠軍 職業訓練局
學生發展處
亞軍 潮陽百欣小學
季軍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殿軍 光明學校 B 隊

乒乓球
男單
冠軍 呂定龍 亞軍 曾浩文
季軍 袁景倫 殿軍 金志堅
女單
冠軍 陳雪瑩 亞軍 雷樂兒
季軍 鍾文詩 殿軍 陳曉恩

混雙
冠軍 呂定龍 吳煒彤
亞軍 梁偉焯 廖瑞妍
季軍 黃家輝 雷樂兒
殿軍 金志堅 甘家嵐

嘉賓邀請賽
冠軍 廣州地區政協香港委員聯誼會
亞軍 教育局
季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殿軍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足球
新界區
冠軍 青年學院
亞軍 潮陽百欣小學
季軍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殿軍 張沛松紀念中學

港九區
冠軍 玫瑰崗學校 ( 小學部 )
亞軍 太古小學
季軍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殿軍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混雙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港九區
冠軍 伊斯蘭教脫維善紀念中學
亞軍 弘立書院 B 隊
季軍 弘立書院 A 隊
殿軍 張祝珊英文中學
女子籃球賽
冠軍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亞軍 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
季軍 福德學校
殿軍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羽毛球

簡栢熙 林思沛
陳子聰 羅穎兒
馬頌豪 高詠欣
羅志光 黃敏儀

男雙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Jacob Maliekal 董庚
陳子聰 鍾雲漢
袁栢基 簡栢熙
衛紫燊 楊立東

女雙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尤娜麗 陳穗雯
林思沛 石卓雯
鄒綺玲 李丹紅
陳培珊 麥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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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教聯內地暑期實習計劃——湖南企業
香港大專生湖南企業體驗學習 -2018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8 日
由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的
「2018 教聯內地暑期實習計劃」於暑假開展，20 位香港大學生於湖南
長沙市順利完成為期一個月的實習計劃。本次實習計劃獲四家湖南企業支
持，包括湖南金鷹之聲電台、長沙明珠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遠大酒店
運營公司及長沙噼啪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安排香港實習生到各公司部
門體驗多元化工作，包括新聞部、節目部、活動部、大眼仔旅行社、設計
部、人事部、創研中心、計調部、公共關係部、酒店管理及市場部等部門，給予實習生
們寶貴的學習機會。
我們於實習工餘期間為實習生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包括週末考察活動及與高管對談
分享會等，目的讓實習生們深刻體驗長沙生活及內地企業文化。實習期已於 8 月 8 日順利結束，我們希望是次計劃能
幫助實習生們開展生涯規劃，思考未來工作方向。

大學夏令營系列
2018 澳門大學 STEM 青少年夏令營 善用餘暇學習創新電科學

2018 鄭州大學生活體驗營 體驗大學教學模式及校園生活

由澳門大學科技學院電機及電腦工程系、呂志和書院
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之 2018 澳門大學 STEM 青少
年夏令營於 6 月 26 日至 6 月 29 日舉行，共 30 名香港中
一至中四學生及老師參加。活動包括遊覽澳門大學、數學
講座、趣味物理光學實驗、「Arduino」入門教學、小型
感應系統 DIY 及外出參訪活動。每小組更加製作了具特色
的電路作品，介紹及分享製作心得，增添成就感和達致團
結作用。特別鳴謝：澳門大學科技學院
電機及電腦工程系蔡偉華教授提供教材
及親授知識、數學系譚錫忠教授講授數
學知識及呂志和書院葉銘泉院長安排書
院住宿，讓學生體驗大學舍堂生活。

由鄭州大學及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主辦之 2018 鄭州大學生活體
驗營於 7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舉行，
共 17 名香港中學師生參與。師生
參觀鄭州大學各院校設施，包括校
史館、精准營養研究中心、鄭大第一附屬醫院（東區）、
工科園機器人實驗室、南校區超算中心、音樂考古研究
院、藥物標本館及黃河遊覽區等，另設有水利與環境學
講座、考古學講座及醫學講座等活動。是次夏令營獲鄭
州大學鼎力支持才能得以順利開展，使參與的香港師生
們接觸到鄭州大學教學模式及體驗大學校園生活，相信
對師生來說，這是一次別具意義的課外活動！

香薰講場 - 香薰精油用得唔用得？安全唔安全？
香薰治療是自然療法之一，既然是一種醫療方法，香薰精
油就一定可以使用。不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也是很高
深的學問。我先分享入門須知，以後還要靠大家去學習和實踐。
我讀過一篇文章，分析不同國家的芳療特色：英國、日本
和香港較為保守，視芳療為輔助性質，不應該取代藥物；不建
議直接把精油用在皮膚上，惟薰衣草及茶樹例外；用精油的劑
量非常低，普遍是 1-2%。法國和德國臨床使用精油較多，有
很多學術性研究，反而美容院少用。瑞士是芳療和其他自然療
法最前端的國家，劑量大，可口服精油，用法大膽。
由以上資料得知，用法標準真是各有不同，安全的關鍵在
於對精油及從業員質素的要求，配合大量的臨床經驗及相關數
據，有政府的保障，才能輕鬆及安全地使用精油。真奇怪，看
似大膽使用精油的國家，芳療廣泛被認受及視為安全；像香港
這看似保守使用精油的地方，反而有關精油的意外頻生。每一
部份有關的人都必須自我反省，從而提升使用精油的效能及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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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香薰治療師謝潤華

消費者委員會八月份的報告提及有些香薰精油裡
面的化學成分超標，所以影響使用者健康。這方面真
是難於監察，因為很多獨立香薰店是從不同國家及香
薰產區入貨，良莠不齊，這使到監管功夫難於執行。
我個人有以下的看法和保障措施，可確保安全使
用香薰療法：
・ 要用口碑好的大品牌		
・ 先上該公司網站了解產品產地及生產設施
・ 要對精油的化學成分有認識		
・ 購買前細閱產品成分資料
・ 在使用者身上進行皮膚測試
・ 初次使用的產品要小劑量比例稀釋
・ 初次使用的產品要以單一療法開始
香薰療法是上好的療法，不要因噎廢食，反過來
要由有識之士主導香薰精油的市場及使用成效。願大
家用得其所，身心靈健康。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歡迎查詢
電話：(852)2963 5111 傳真：(852)2770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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