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2 次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主席鄧飛
2016 年 12 月 17 日
各位會員：
1. 2016 年是教聯會奮進的一年。我們眼見教育議題日趨政治化，政治干擾，
入侵校園，別有用心的人，散播歪理，荼毒學子，教聯會忍無可忍，決定在選舉
年全力以赴，旨在為教師、為教育克盡己任，並選出有賢之士，抵抗歪風。教聯
會的進取姿態，顯示我們要力爭教育專業話語權，為社會撥亂反正，放發正能量。
2. 在會務方面，教聯會的 40 周年會慶活動由 2015 年延續到 2016 年。與此同
時，教聯會繼續在固有的基礎上，精益求精，經過幾年的努力，會員人數已經倍
增。今年是第 17 屆理事會 3 年任期的最後一年，我謹代表理事會向各位滙報過
去一年的工作。

教聯與您同行

教出精彩人生

3. 40 周年活動
教聯會在去年踏進 40 周年，會慶活動更橫跨兩年。本會與百仁基金在 2015 年 9
月啟動「百仁盃──中學社企創業挑戰賽」
，經過初賽、社企實地參觀和半準決
賽後，共有 6 間學校 8 隊隊伍進入總決賽，頒奬禮已於同年 12 月 13 日舉行。在
今年完成的活動包括：
「香港 40 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
，頒奬禮已於 1 月
舉行，同工在 40 位候選人中選出最有影響力的 10 人，
《教聯報》亦連載了 8 位
教育人物的專訪，包括黃均瑜、程介明、范徐麗泰、梁錦松、沈祖堯、羅范椒芬、
謝錫金和戴希立；
「教師慈善長跑 10 公里」於 1 月 10 日在白石角海濱長廊舉行，
設教師個人組(3 公里／10 公里)、親子組(1 公里)及公開組(3 公里／10 公里)，共
544 人參加，為「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籌得 6 萬元；
「教師子女奬學金」於 1
月接受報名，共有 263 人獲獎，每人獲發 3 千元，頒奬禮已於 5 月舉行，邀請了
全國人大常委兼本會榮譽顧問范徐麗泰，以及資深傳人麥潤壽蒞臨主禮；
「教聯
盃──教師籃球聯賽」於 2 月展開，共有 18 隊來自 59 間學校共 245 位教職工參
加，經過 90 場激烈對壘，頒奬禮已在 5 月 8 日舉行。
教聯會去年為慶祝會慶，開始推出免費入會和續會優惠。由於反應理想，我們將
優惠延長半年，優惠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會籍有效期則至 2017 年年底；我
們又向永久會員贈送紀念品，以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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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專業力量

緊貼教育脈搏

4. 表揚優秀教師
「優秀教師選舉」已經踏進第 12 屆，今年共有 43 名教師獲獎，另有 6 名準教師
在「教壇新秀」微教學短片比賽中獲奬。在 6 月的頒奬禮上，時任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和港科院院長徐立之應邀擔任主禮嘉賓。
作為後續活動，「優秀教師網絡」繼續舉行聚會和講座，議題涵蓋中小學多個學
科教學、通識教育、電子學習、戲劇教育、特殊教育，以及關愛共融文化等。教
聯會又於「敬師日」繼續向得奬老師致送鮮花、果籃和賀卡，藉以弘揚尊師重教
的風氣。
5. 回應教育政策
教育施政及規劃
教聯會關心特區政府的教育施政。我們在 2015 年 11 月向行政長官辦公室遞交
「對
《2016 施政報告》教育施政的 20 點建議」
，提出對來年教育施政和教育開支的訴
求。在 2016 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採納了教聯會不少建議，包括延續「三
保」措施、增加對清貧學生的資助、加強融合教育的支援，以及改善幼稚園師生
比例等。然而，政府的教育開支比重持續縮減，本會於 2 月舉辦了「論 2016 教
育施政支出及香港教育長遠規劃」教育沙龍，以表不滿。此外，教聯會繼續與大
公報合辦「教師眼中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反應良好。
我們又在 11 月 17 日組織了接近 100 位前線同工到政府總部，與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舉行《施政報告》諮詢大會，直接表達我們對未來特區政府教育施政的意見
和訴求，來自中、小、幼、特的同工都踴躍發言。
改善幼師待遇
教聯會致力為幼稚園教師爭取合理待遇，繼去年成功逼使政府為不同職級的同工
訂立薪酬幅度，將幼師的起薪點定於$18,000 之後，我們繼續跟進政府落實免費
幼兒教育工作，並全力爭取恢復幼師薪級表，讓同工的學歷與資歷，備受認可和
尊重。此外，我們於 11 月進行聯署，共收集逾 2,200 位同工簽名，要求設立幼師
進修津貼，支援同工持續進修。
教聯會又於開學的時候，發現幼稚園學券資助額追不上經營成本的增幅，令免費
幼稚園教育形同虛設。本會發表聲明，要求政府增加投入；並於 11 月進行問卷
調查，了解幼稚園的營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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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教師編制
特首梁振英在教聯會 1 月舉行的「港事 國事 天下事」講座中，透露未來一年會
做更多教育工作，包括研究改善班師比例。本會隨即召集全港教育團體商議，建
議將班師比例由現時的 2.0 增加至 2.3，改善教師編制。
優化 TSA 措施
教聯會由 2015 年開始，持續跟進 TSA 風波的事態發展，並提出優化建議。政府
的檢討 TSA 委員會於 2 月 4 日公佈新方案，建議邀請全港 1 成學校參加試行調
整後的小三 TSA。教聯會原則上接受委員會的建議，認為有關做法平衡了各方的
意見及訴求，並期望教育局貫徹落實委員會的建議及跟進改善 TSA，包括馬上拆
除 TSA 的「僭建」部分，以及杜絕濫用 TSA 數據。
倡議初中中史「獨立必修」
教育局於 10 月展開「修訂中國歷史科課程(中一至中三)諮詢」
，教聯會指出，早
在 2000 年課程改革之初，本會已要求將「國情國史」納入關鍵學習領域之內，
惜未被接納。教聯會至今仍然堅持中國歷史科是情意教育，當局首要的工作是確
立中史科的地位，應較其他人文學科為高，建議初中中史科成為一門獨立的必修
科，以反映其重要性，並要有課時保證，以確保課程內容得到認真落實；教授過
程亦要客觀持平，尊重史實。
關注學生人口波幅
適齡學童人口將於 2016/17 學年跌至谷底，令教育界憂心忡忡。教聯會在 4 月進
行了「要求凍結未來兩年中一班級數目」聯署，共有 2,103 名教師簽名。小學方
面亦同樣嚴峻，因「零雙非」政策實施後，學校可能於未來數年面臨另一波「縮
班殺校」潮，因此教聯會於 4 月 20 日為舉行「要求及早應對後雙非縮班危機」
商討大會，並於 6 月發表聲明，同時向副局長楊潤雄遞交聯署信件，要求當局採
取措施，解決業界的憂慮。
恢復資助學校「肥雞餐」
近年適齡學生人口大跌，加上「三保」措施在兩年後結束，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
計劃」屆滿後，學校亦要陸續交還教席，中學勢必產生超額教師；小學方面，
亦因「零雙非」政策而衍生超額教師。這不但令同工士氣低落，也令現職合約
教師更難進入編制。因此，教聯會於 11 月建議政府重推「資助學校教師提早退
休計劃」(肥雞餐)，以解當務之急，並達至教學團隊年輕化，加速良性更替的
效果。
取消小學校長署任安排
隨著小學全日制的發展，中小學同工的工作量漸趨一致，然而，兩者待遇仍有一
段距離。有見及此，教聯會在 5 月舉行「小學爭取公平待遇」焦點小組會，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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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進行「爭公平、增比例、同薪酬」全港教師聯署，共收到 2,457 個簽名，並
於 7 月召開記者會，最終成功取消小學校長需署任一年的規定，與中學校長看齊。
促請加快校舍維修程序
香港城市大學運動中心於 5 月發生天花倒塌事件，教聯會對此表示關注，並發聲
明促請教育局注意中小學校舍的維修問題，要求簡化審批程序，加快撥款，盡快
向有需要的學校提供協助，以免悲劇重演。
反對取消「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教聯會不滿局方沒有廣泛諮詢業界意見，便於 9 月停止發放中英文「廣泛閱讀計
劃津貼」。我們於是去信教育局，批評當局處事欠透明度，指出此舉是打擊學校
推廣語文學習計劃，要求撤回取消津貼的決定。
6. 關注教育事件
重訂暴風雨的停課準則
教聯會因應 1 月 24 日寒流襲港，呼籲教育局讓全港幼稚園及小學於翌日停課一
天，即被當局接納；本會亦因應 4 月 13 日香港廣泛地區出現暴雨，譴責天文台
未能適時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要求檢討；又於 5 月譴責教育局未及時宣布停
課；至 10 月，教育局終採納本會建議，在天文台於 6 時 10 分宣布發出八號熱帶
氣旋警告信號前兩小時，即提早於凌晨 4 時 10 分，宣布全港學校停課。對於教
育局能夠從善如流，採取適當措施，教聯會表示欣賞。
不滿教局出錯糧
教聯會在 1 月初接獲同工求助，指教育局以覆核時發現錯誤為由，向他們追討多
年前署任較高職級的津貼。本會隨即致函教育局，又向學校收集受影響老師名
單，並舉行座談會，聽取意見，其後再次去信教育局，並於 2 月底召開記者會，
強烈要求教育局承擔責任，還老師公道。
推青少年勵志系列
由 2015 年 9 月開學至本年 3 月，接連發生多宗學生自殺事件，教聯會先後發出
兩次聲明，對事件表示憂慮和痛心，並呼籲傳媒報道時切勿渲染。
為向學校師生注入正能量，本會舉辦了青少年勵志系列，活動包括於 3 月 18 日
舉行「如何提升青少年的抗逆力」分享會，邀請鮮魚行學校退休校長梁紀昌、精
神科醫生許龍杰、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徐小曼、學友社統籌主任許雅影，以及
兒童教育家莫鳳儀主講；又於 4 月開始舉行勵志電影到校放映服務，提供《破
風》
、
《狂舞派》
、
《哪一天我們會飛》
、
《五個小孩的校長》等多套電影供學校選擇，
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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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群育學校爭取更佳校舍
教育局計劃在屯門興建一所男童群育學校暨院舍，以重置現時位於大嶼山、校舍
超過 50 年歷史的東灣莫羅瑞華學校暨石壁宿舍，可惜遭受附件居民甚至學校反
對。教聯會認為教育無分彼此，於 5 月 9 日致函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支持該
校爭取更佳辦學條件，造福更多年輕人。
關注非華語學童教育
教聯會關注少數族裔在港的學習和融入情況。10 月 2 日凌晨發生警員鳴槍制止
施襲事件，擊傷兩名尼泊爾裔刀手。教聯會認為，教育局必須正視非華語教學政
策，否則勢必衍生出更多社會問題，本會要求當局加強有關學校中文的支援配
套，並為在職少數族裔青年提供就業及持續進修的支援，把在港聚居的少數族裔
轉化為正面的勞動力量，為香港發展帶來積極的影響。
要求 Pokémon GO 禁足校園
Pokémon GO 遊戲登陸香港，掀起一片捉精靈熱潮。教聯會對此深表關注，擔心
學生沉迷遊戲，影響學習，甚至衍生人身安全及個人私隱問題。本會在 7 月向教
育局遞交信件，要求當局聯絡遊戲開發商，切勿在校園內放置小精靈，以免學生
上課分心。
7. 進行問卷調查
教聯會今年繼續進行了一系列追蹤調查，包括「家長為子女報考小一的情況」、
「教師對融合教育的意見」、「教師身心健康」
、2016 年教育施政及教育開支、
家長投訴情況教師問卷調查、學校舉辦國情國慶活動的情況，同時亦就 2017 年
教育施政和教育開支進行問卷調查。
新議題則有「小學教師對小三 TSA 檢討的意見」
、
「準教師入職及專業支援意見
調查」
、
「電子學習的推行情況與成效」、「小學教師工作狀況」
、
「學校招聘教師
的情況」、
「幼師工作情況與免費幼教」
、「學校對校舍環境的意見」
、「教師病假
安排」、「教師對下屆教育局局長的期望」、「對免費幼稚園教育營運的情況」、
「教師對小學全日制的意見」、「關注下屆特首選舉」教師意見調查，以及幼師
對下屆特首的期望，不少調查均引起社會傳媒及教育界的關注。
8. 舉辦教育講座
教聯會今年繼續到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為準教師舉行面試求
職講座；又於暑假與教師中心合辦 2016 新晉教師支援系列講座，議題包括「如
何從正向心理學角度，發揮老師的正能量，提升學生的動機與潛能」、「新教師
入職適應與班主任成長」，以及「校長心目中理想的準教師」。
今年 3 月舉行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題為「全人發展 傳承創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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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主講了以下兩個講座：
「發展校本生命教育課程經驗分享會」以及「我的
驕傲，夢工程實踐計劃」
。
教聯會於全年舉辦多項與教育行政相關的講座，包括「教師不可不知的法律常
識」
、
「學校行政保險研討會」等；也為在職同工舉辦各式增潤課程，例如「競爭
法對社會的意義與影響」
、
「如何了解學生心理需要？OH Cards 圖像心理應用技
術」工作坊、
「如何用故事提升學生英語及普通話的聽講及閱讀能力」工作坊等；
亦為學校舉辦免費到校專題講座，講題包括「怎樣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
「課堂
管理──營造好學之風」、「課堂管理──激勵學生向學的竅門」、「教師朗誦培
訓」
、
「善用創意科技教材，啟發融合學生潛能」
，以至「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
講座」
、「少林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品酒、健康小食等，全年為同工提供各類型
的支援。
9. 提供學科支援
在學科支援上，教聯會今年獲香港教師中心撥款支持出版《鑑古知今：支援教師
推行歷史教育》資料冊，並於6月舉行專題講座暨首發式，以加強同工對香港、
中國及國際歷史的認識，方便學校推動歷史科教育。「香港旅遊與款待教師協作
網絡」在3月邀請了澳門旅遊局提供講座，又在5月到澳門進行了兩天交流考察。

提供貼心服務

關心教師需要

10. 推出手機 Apps
教聯會致力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繼去年推出網購服務(教聯優惠物聯
網)後，今年更推出手機 Apps，為鼓勵同工下載並使用教聯 Apps，教聯會不時推
出限時優惠；會員可透過手機 Apps，除可購物和直接付款外，亦可直接登記成
為會員，並於第一時間接收教聯會優惠和資訊，大大縮短教聯會和會員的距離。
《教聯報》繼續以雙周刊形式出版，並增加發行量至全港幼稚園；網頁的瀏覽量
持續上升；本會繼續透過臉書、每星期電郵快訊，以及不定期的電話和短訊訊息，
與同工保持聯繫。
11. 外展到校探訪
為了加強與學校的聯繫，教聯會今年成立了外展隊，親身探訪學校，主動接觸教
師，又致電會員，提供推廣優惠，直接了解同工意見，令會務取得長足的進展，
不少同工即時入會。外展隊全年共到訪了 688 所學校達 980 次；又多次舉行區本
講座及到校講座，反應十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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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創設教師俱樂部
教聯會於去年12月在觀塘創設了全港首個專門為教師而設的休閒空間──「教師
俱樂部」(T club)，設有café、品茶區、健康食品用品專區等，並經常舉辦活動，
亦定期推出名人飯局，邀請嘉賓如曾繁光、陳智思、施永清、陳永陸等，與同工
漫談經驗，分享心得，經過一年的用心經營，T club已逐漸為業界所認識。
13. 開辦網上電台
教聯會首個專為教育界和青少年而設的網上電台「HONG KONG FEEL」於 2014
年 3 月啟播以來，內容不斷推陳出新，經常邀請名人拍攝，繼續向社會發放教育
界的正能量。
14. 為同工爭取權益
教聯會重視同工的意見和申訴，積極為同工爭取權益。今年本會共接獲 35 宗求
助及查詢個案，查詢多與權益如薪酬及薪級計算、離職賠償、病假申請、工傷賠
償、合約糾紛、教師職責、教師資歷，以及教育政策有關；求助者包括本會會員、
非會員以及家長，教聯會均以專業態度回應和處理。
教聯會一項追蹤調查發現，9 成教師在過去一年需要帶病上課，原因是政府對學
校的病假撥款不合理，以致學校普遍都要求請假教師補回代課節數，令教師承受
壓力，不敢貿然請病假。教聯會認為，病假是僱員的基本權利，冀教育局以人性
化的角度，提高教師病假中位數和檢討教師病假安排。
15. 提供會員福利
教聯會於 9 月舉辦了一場展銷會，以優惠價格向同工提供食品和日用品等；又推
出每月特惠如$1 泰國香米、$1 沐浴露、$1 古漢養生精、$1 十枝原子筆、免費換
取玫瑰花茶包、旅行文件袋、
《香港大嶼山抗日游擊隊》
、
《銀龍茶餐廳──港人
飯堂》等，經常引起搶購潮；教聯會繼續於會員生日月份送上小禮物，並加開每
年極受歡迎的蛇宴活動。
同時，教聯會向學校和同工加強宣傳免費招聘求職服務，並積極開拓更多聯營夥
伴和合作項目，例如酒店用餐折扣優惠，以及醫療保險、牙科保健、旅遊保險、
免費／資助疫苗注射計劃等，為同工及其家屬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
16. 舉辦文娛活動
教師體育節
「教師體育節」是全香港教育界最大型的教職工年度體育盛事，今年已經踏入第
9 屆，共吸引 1,300 名健兒參賽。比賽項目繼續有足球、籃球、羽毛球和乒乓球，
極受同工歡迎，賽事需要在 5 月底分兩天進行。
「教師體育節」的優勝隊伍於暑
假代表教聯會到廣州參與「穗港教師體育聯誼賽」
，互相切磋球技，增進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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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代表更於 11 月首度回訪，來港進行足球友誼賽。
師生烹飪比賽
教聯會於 5 月與稻香集團再度合辦「全港師生烹飪比賽」
，主題為「豆香美饌敬
雙親」
，這個活動今年已經踏入第 5 屆，共吸引了 38 組隊伍於初中組、高中組、
特殊學校組和教工組參賽。
長短線遊
教聯會的本地遊活動一向深受會員歡迎，今年的活動包括慶祝三八婦女節「龍鼓
沙洲海岸公園、追蹤中華白海豚、大澳漁村」一天遊，廣受同工歡迎。
本會又積極開拓境外及海外旅遊活動，包括 1 月「中山辦年貨兩天團」
、
「泰式風
情曼古園、船遊湞陽峽、英西峰林風景區 3 天遊」
、復活節「英德清遠三天團」、
6 月「預祝父親節江門、台山純玩美食 2 天遊」
、8 月「一帶一路哈爾濱、俄羅斯
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八天團」
、
「青島 5 天直航團」
、9 月「中秋節賀州 3 天遊」
、11
月「砂勞越古晉貓城」5 天考察團、12 月「德慶、雲浮、羅定純玩 3 天遊」
，均
為會員提供了多個舒展身心的良機。
文化藝術
由著名指揮家石信之領導的教聯會合唱團已踏入第3個年頭，合唱團已在不同場
合演出。在今年9月的教育界國慶聚餐上，合唱團在石信之的指揮下，演唱了「天
路」和「瀏陽河」兩首樂曲。教聯會今年又舉辦了《花鼠明星俱樂部》電影欣賞
會，共160人入場欣賞。
班組講座
教聯會的保健系列和書畫系列一向廣受同工歡迎，本會又努力開拓不同類型的班
組，包括一系列自我提升課程如人際溝通技巧、親和力的建立等；悠閒系列如邀
請星級導師教授瑜伽班、專業導師教授品酒等；亦有一系列健康講座如坐月及初
生嬰兒料理、運動貼布應用工作坊、橡筋帶運動訓練課工作坊、五常痛工作坊、
「No Diet‧No Gym‧No Equipment」健康運動新概念講座、腸胃癌新趨勢、從「膳」
如流改善三高症狀、
「養生湯水+理財」免費講座等，為會員提供健康資訊。

促進交流考察

深化兩地合作

17. 促進交流考察
教聯會「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潮州的歷史文化」
路線(2014 至 2016 年)，已超過 3,100 名學生報名；2016 年度中標的兩條路線：
「東
莞的發展與規劃」和「廣州的國家出資、民營和合資企業的發展」
，已接待了 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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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學生。
教聯會於3月復活節期間舉辦了蘇港學生8天交流活動，名為「心手相連 青春有
約」
，訪問上海和南京，期間除了跟南通中學交流訪問外，更與學生一起上課，
並住宿學生家裡，此項活動共有33人參加。
教聯會在7月15至18日和香港中華總商會合作，承辦了500人的「香港中學生縱橫
千里體驗計劃之中國軍訓體驗營」
，活動於深圳舉行，以期提高香港中學生的自
律能力，並認識內地學生的「軍事訓練」活動。
教聯會和香港中華總商會合作，承辦了「香港中學生縱橫千里體驗計劃之三省義
教」
，在7月至12月期間舉辦11個義教團。活動以學校為單位，每校甄選30名中四
以上學生到內地參與義教，義教地區包括廣東從化、廣東韶關、廣西白色、廣西
河池和福建，讓中學生親身了解國家現況，增進國民身份認同。
另外，英德市基礎教育優秀教師5月赴香港交流、11月「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廈
門大學體驗團共30人參加；教聯會現正計劃於2017年6月組織30位就讀於本港大
專院校的準教師到貴州進行義教，加深兩地教師和準教師的分享和交流。
為了加深同工對國家教育及歷史文化的認識，本會獲光大控股慈善基金贊助，舉
辦為期5年的「光影尋情大地行」教育交流計劃，今年為第4年，一行40人在7月
到訪無錫、張家港、太倉、江陰、上海，本年的主題為「新農村鄉鎮企業──華
西村」(5天團)。
18. 深化姊妹學校合作
今年是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十周年，為隆重其事，去年12月的簽約儀式移師廣
州舉行，並於今年舉辦了一連串大型交流分享會，包括7月於廣州舉行的「穗港
深青少年經典美文雙語誦讀比賽」
，以及「深圳廣州文化探索之旅」五天團，深
化兩地學校的交流結盟經驗。
另外，今年11月的簽約儀式亦移師深圳舉行，多達70對姊妹學校簽約；隨後舉行
「深港中小學校長論壇」
，互相分享經驗，兩項活動共有超過500位同工參與。
為支援在深圳讀書的港籍學童，以便他們將來赴港升學時易於銜接和適應，教聯
會在 2016 年繼續推行「姊妹學校專業支援服務計劃」
，為 11 所內地學校提供了
166 小時常識科和 154 小時英文科的支援服務，並於去年 12 月和今年 3 月安排了
內地學校到培僑小學和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觀課，互相交流；又於 11 月舉辦教
育研教日，讓兩地教師作教學上的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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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共有 34 所中學、33 所小學和 3 所特殊學校透過教聯會締結成為姊妹學校。
我們又於 6 月和 10 月舉辦了分享會和簡介會，邀請兩地學校分享結盟心得。
除了廣州和深圳之外，本年透過教聯會結盟的姊妹學校還包括：南沙地區 4 對中
學和 3 對小學、佛山地區 1 對小學、江門地區 1 對中學，以及珠海地區 1 對中
學。
19. 團結華夏園丁
2015 年的舉辦地點為吉林省，主題為「冰雪吉林之旅」
；今年的主辦地區為湖北
省武漢市，主題為「荊風楚韵湖北行」
，舉辦日期為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
香港區的名額為 70 人。
20. 培訓英語教師
教聯會的英語教師義工隊今年暑假組織了 24 位同工到新疆烏魯木齊市、新疆庫
爾勒市、新疆阿拉爾市、四川省宜賓市及湖南省長沙市，培訓了當地 515 位中小
學英語教師。義教服務成功凝聚了香港一群英語教學專才，為祖國教育作出貢獻。
21. 接待內地訪客
教聯會構築兩地交流橋樑，今年到訪本會的團體包括廣東省教育廳(3 月)、福建
省總工會(3 月)、山西省高校外事幹部(4 月)、廣州市教育局(7 月)、教育部港澳台
辦(10 月)，貴州政協聯同香港政協訪問團(10 月)、廣東省教育廳 30 人訪問團(10
月)，以及澳門中華教育會(11 月)。大家就教育、文化和社會等議題交流意見，
加深了解，並探討發展和合作的空間。

力爭教育話語權

積極貢獻社會

22. 參與立法會選舉
去年我們首先在區議會選舉中報捷，在這一年，我們繼續積極參與選舉。教聯會
透過會員調查，同意支持副主席蔡若蓮以獨立身份出選 9 月的立法會教育界功能
組別。蔡若蓮首度參選，一舉奪得 18,158 票，比上一屆挑戰者多 3 千票，成績令
人滿意。
23. 參與選委會選舉
教聯會冀爭取教育專業話語權，發揮我們的社會影響力。在今年 12 月的選舉委
員會選舉中，本會派出了 3 位同工包括副主席胡少偉、副主席黃錦良和顧問麥謝
巧玲出選；又支持了 3 位同工包括副主席蔡若蓮、副主席朱國強和名譽會長何景
安參選，唯未能取得議席；副主席林翠玲、副秘書長林文輝和理事洪連杉則透過
區議會界別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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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譴責暴亂事件
2 月 8 日年初一晚，旺角發生暴亂，示威者向警員及記者投擲磚頭和雜物，並到
處縱火及毀壞公物，事件令多人受傷，教聯會發出強烈譴責，並呼籲各方珍惜來
之不易的繁榮安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化解矛盾。
教聯會隨後於 2 月 17 日約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要求教育局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加強學校品德教育，並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暴力思維蔓延校園。
25. 反辱華反港獨
教育議題日趨政治化，更有組織於臨近開學期間，在校園宣提港獨。教聯會在 8
月發出聲明，要求教育局推出具體措施，以實質行動支援校長、老師及家長，制
止港獨思潮在校園散播。本會重申，學校是學習的地方，任何組織不應在校內進
行政治動員，以免干擾學校正常運作，影響學生成長。
新一屆立法會在 10 月復會，其中兩位候任議員在宣誓就任時，於誓詞中加入辱
華字眼，激發全球華人的反彈。教聯會隨即發表聲明，予以強烈譴責，批評小丑
政棍惑亂人心，口出狂言，喪失人類文明底線。教聯會又響應「反辱華反港獨」
大聯盟在 10 月底的號召，參與在立法會外的集會，強烈譴責二人的言行，要求
立法會主席撤消兩人的議員資格。
26. 支持人大釋法
因應兩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事件，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 104 條進
行釋法，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宣誓形式、行動，以及未有依法宣誓的後果作出規
範。教聯會發表聲明，支持是次人大釋法，認為此舉「合理、合法、合憲」
，相
信透過釋法，能夠作為法院審判之依據，早日平息紛爭，令香港繼續前進。
教聯會在 11 月 13 日參與「反港獨 撐釋法」集會，指香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一
國兩制」，已受到衝擊，幸而人大常委會斷然釋法。我們堅信教育工作者應站在
最前線，謹守校園防線，保護香港的未來。
27. 舉辦名人講座
首場講座於 1 月舉行，邀請了特首梁振英以「香港教育」為題，發表演說，共吸
引逾 200 位教育界人士參與。隨後，本會又邀請地產界知名人士施永青為系列講
座作主講嘉賓。
教聯會關注教育施政，並於 10 月聯同上一屆 5 位選委(何漢權、周蘿茜、蔡國光、
麥謝巧玲、曹啟樂)以及 16 個教育團體合辦「教育施政論壇」
，邀請前財政司司
長兼「教育 2.1」發起人梁錦松，以及香港大學榮譽院士兼《灼見名家》雜誌社
長灼非主講，評點目前的教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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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捍衛觀點立場
教聯會對政府政策和社會時事勇於發聲，並透過參與政府諮詢架構、聯絡傳媒和
撰寫專欄等，表達並捍衛我們的觀點和立場。教聯會積極參與政府諮詢組織，從
專業角度扶助政府施政。主席鄧飛是教育統籌委員會委員、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
等；副主席蔡若蓮是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委員、基本法推
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副主席陳美娟是扶貧委員會委員、優
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委員等。
教聯會經常於報章撰文，就教育發表專業意見，對時事不平則鳴。主席鄧飛、副
主席胡少偉和副主席蔡若蓮在《大公報》都有專欄，蔡若蓮在《信報》和《晴報》
亦有專欄；會長黃均瑜亦經常於《明報》發表評論文章，積極捍衛教聯會的觀點
與立場。
29. 提供社區服務
教聯會現時在九龍東和港島東都設有社區辦事處，為居民提供活動，包括教育講
座、健康講座等，廣受地區人士歡迎。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理事丁江浩和洪連杉、副秘書長林文輝，以及顧問麥謝巧
玲分別是葵青區、東區、黃大仙區和南區區議員，各人均以一己所長，默默服務
社區。
30. 支援慶典工作
教聯會為「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的活動提供支援服務，包括7月1日在紅磡體育
館協助接待工作；本會又為9月29日舉行的「教育界慶祝國慶67周年晚宴」提供
秘書處服務，聚餐筵開70席，近千位同工聚首一堂，慶祝祖國華誕，中聯辦教科
部部長李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佟曉玲，以及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應邀出席主禮。

春風化雨為志

造福莘莘學子

31. 設立奬助學金
教聯會獲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的贊助，設立「施彭年教聯奬學金」
，向家境清貧、
品學兼優的學生頒發奬學金。2016年度邀請了葵青區、元朗區和北區的中二至中
六學生參加，今年共有25位學生獲奬，每人獲發3,000元奬學金，並於7月舉行頒
奬禮。
32. 舉辦學生活動
專業研究中心的「2016 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已於 4 月舉行，一共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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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0 位學生參加。教聯會和饒宗頤文化館合辦的「漢字新潮」──2015 正字大
行動，來自 141 所學校共 42,496 位學生參加，頒奬禮已於 3 月 5 日舉行；「少林
武學文化校本活動」亦繼續為學生提供到校服務。「兩文三語」大賽亦已踏進第
13 屆。
教聯會又於 7 月與亞洲周刊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連續第二年舉辦「我們一起
『悅』讀的日子」，共有 600 名中小學生出席；又於 11 月聯同智庫創新教育學
會合辦「2016 全港中小學 STEM 創客比賽(智庫盃)」等，廣受學生歡迎。
33. 辦學實踐理想
教聯會在東涌開辦了兩所學校，分別為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以及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兩所學校多年來都能夠辦出特色，體現教聯會的
教育理想。

謹守專業崗位

同把薪火相傳

34. 教聯會在這 40 年來，經歷過風風雨雨，我們得以在風雨之中穩步向前，實
在有頼各位會員的默默支持和鼓勵，在此，我要向各位表示衷心的謝意！我亦要
感謝各位前輩在過去三年的指導，感謝理事會所有人的努力，為教聯會開闢了一
個新天地。我亦要感謝各位學校聯絡員，於第一時間向同工發布教聯會的訊息。
35. 儘管社會已經變得愈來愈政治化，使得辦教育的路愈來愈難走，但謹守崗
位、堅持教育專業的同工，依然大有人在。
教聯會新一屆理事會又有新血接棒，成員共有 57 人，包括 43 男 14 女，平均年
齡不足 44 歲。這是教聯會至今陣容最鼎盛的理事會候選內閣，其中 5 人來自大
專界、27 人來自中學、13 人來自小學、6 人來自幼教界、2 人來自特殊學校，另
外 4 位是教育機構的總監或主席。他們都是教育界的菁英，樂意奉獻一己所長，
願意在紛紛擾擾的政治風雨之中，為教師、為校園、為教育，發揚正氣，謹守崗
位，服務同工。換屆在即，我期望他們在大家的鼎力支持下，繼續為香港教育發
光發熱！多謝大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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