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39次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主席黃均瑜 
2013 年 12 月 14 日 

 
各位會員： 

 

1. 第 16 屆理事會的 3 年任期已經進入尾聲，而我本人亦連任了 3 屆主席，根 

據會章，必須退位讓賢。因此，今次是我最後一次以主席的身分向大家匯報會務。 

 

2. 過去 10 年，社會大氣候日趨政治化。為了力保校園免受政治衝擊，教聯會 

認為學界必須凝聚專業力量，維護專業發展；同時，作為面向教師的團體，我們

視服務同工、團結同工為己任。因此，我們確立了「凝聚專業  服務同工」的宗

旨，而過去 3 屆的一系列會務，都是在這個大方向下開展的，並且取得了多項突

破性的發展，例如建立了多個廣受教師認同的品牌活動，包括優秀教師選舉、教

師體育節、華夏園丁大聯歡等；我們又接受教育局委託，承辦了多屆締結姊妹學

校計劃和同根同心交流活動，兩者都得到業界的稱許。我們又突破了場地和資源

的限制，擴大年度展銷會的規模，成功試辦了儼如小型超市的「敬師展銷優惠

月」，以優惠價向同工提供文具和食品等，贏得會員口碑。至於詳盡的會務工作，

匯報如下： 

 

凝聚專業 追求卓越 

 

3. 要求全面資助幼教 

早在政府換屆之前，教聯會已經要求當局恢復幼師薪酬架構，全面資助幼兒教

育。政府在今年 4 月成立的專責委員會，宣布要用兩年時間去研究免費幼教的可

行性，教聯會對此深表失望。作為過渡措施，我們建議先優化學券制以資助幼師

薪酬，至於免費教育的細節，可從長計議。教聯會隨即發起「急幼教所急」全港

幼師聯署，並於 5月母親節帶同 800 多個簽名到政府總部請願。未來，我們會繼

續向委員會提出建議，促成政府全面資助幼教之目標。 

 

4. 舉辦優秀教師選舉 

今年共有超過 280 位老師參賽，經過評審，選出了 17 組共 35位得奬老師。作為

後續活動，教聯會邀請了多位得奬者主講一系列講座，議題涵蓋語文教學、音樂

教學、創意教學和冷門科目教學等。「優秀教師選舉」明年即將踏進 10周年，為

隆重其事，教聯會已成立了十周年籌委會和顧問團籌辦一系列活動，包括專業講

座、出版文集、以及得奬教案展覽等。另外，教聯會繼續於「敬師日」向得奬老

師致送花籃及賀卡，以弘揚尊師重教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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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應教育政策 

教聯會經常透過不同渠道發表對教育政策的意見，今年回應的議題有：施政報告

(十點建議及回應)、財政預算案(八點期望及回應)、審計署幼稚園學券計劃、新

高中檢討報告、一條龍辦學模式及直屬／聯繫學校制度諮詢，並就處理學校投訴

事宜提出改善建議，又促請政府協助副學位增值，以及約見教育局官員，表達對

融合教育的關注。 

 

教聯會在 7月聯同民建聯等到政府總部請願，並成功爭取設立跨境學童專網，紓

解北區小學學額緊張的壓力；本會又於 10 月建議教育局設立臨時中央資料庫，

協助幼稚園解決因跨境幼童湧港而導致學額緊張、報名混亂的問題。為引起同工

對教育時事的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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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進行問卷調查 

我們認為問卷調查有助教聯會了解同工的需要，今年的工作包括一些追蹤調查，

例如教師壓力與快樂感、校巴招標、學校舉辦國情國慶活動、教師對教育開支的

期望；新議題則有：直資學校特殊教育津貼、新高中學制檢討、教師對旅遊與款

待科考卷的意見以及學校環保教育。此外，平等機會委員會在 4 月公布了「性騷

擾：學界問卷調查」，教聯會是其中一個協辦團體。 

 

7. 舉辦教育沙龍 

這一項活動由教聯會、大公報和香港學者協會合辦，為同工提供了討論教育政策

的園地，至今已經舉辦了 31 場座談會。今年涵蓋的議題有「暢談大學雙班年的

現況與前瞻」、「再思香港教育的未來」和「非本地生在香港的學習生涯」。 

 

8. 舉辦教育講座 

教聯會在 3 月再次到教育學院舉辦面試求職講座，廣受準教師歡迎；又於暑假舉

辦「在學校應用知識管理」講座和新教師研習班；並於全年為在職同工舉辦各式

增潤課程，例如朗誦訓練、普通話語言藝術訓練、認識體適能專科課程等；為學

校度身訂造的到校講座多達 13 場，全年為同工提供教育專業上的支援。 

 

9. 出版參考材料 

教聯會今年出版了《廿一世紀的國情》教育資源套(教師教學資源冊一本及海報 6

張)，以及《香港與內地的融合》教育資源套(教師教學資源冊一本及海報 6張)，

為同工提供教學參考材料；並透過《教聯報》專欄如「尋找課堂教學的樂趣」、「通

識國情字典」等，與同工分享教學心得。 

 

10. 維護專業形象 

就一位教師於 7月在旺角與警方發生衝突的事件，教聯會發出聲明，指為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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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當作學生表率，任何動機也無法合理化教育專業人員以粗言辱人的行為；本

會亦絕不同意操守議會領導人認同粗言也可以是公民好榜樣的說法，故於 8月去

信操守議會和教育局，促請盡快澄清，以維護教師專業形象，並強烈要求他們釐

清教師言行在專業操守中的界限。 

 

服務同工 減壓分憂 

 

11. 關懷同工需要 

教聯會重視與會員的聯繫，積極透過網頁、臉書、每周兩次的電郵、《教聯報》

以及直接電話聯繫，向會員提供最新的會務動態和了解會員的需要；又透過《教

聯報》專欄「教師疑難共解」，與同工一起解決課堂內外的難題。今年 4 月，一

名會員偕妻誤服毒菇致肝衰竭，教聯會立即透過所有渠道向會員發出緊急呼籲，

並獲得包括教育局局長在內的積極回應，反映本會的努力得到同工的支持。 

 

12. 處理同工申訴  

一如既往，教師的查詢多與權益有關，如薪金評估、公積金/强積金供款和提取、

資助則例條文和帶領學生離港遊學時的責任問題為主，教聯會均樂意以專業態度

回應和處理。 

 

13. 提供福利服務 

教聯會致力於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今年首次以小型超市的模式於 8

月底在會所另闢千尺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敬師展銷優惠月」，以優惠價格向會員

提供文具和食品等產品，由於反應良好，要延期數月。我們又積極尋找更多合作

夥伴，供應商和聯營機構已逾 400 間，服務涵蓋保險、旅遊、娛樂、飲食、購物、

中西醫療等。 

 

14. 舉辦文康體娛活動 

教師體育節 

「教師體育節」是全香港教育界最大型的年度體育活動，今年已經踏入第 6 屆，

參與人數超過 1700 人次，再創歷史新高。由於運動員人數眾多，賽事分 3 天舉

行，足證活動極受教職工歡迎。優勝隊伍更於暑假代表教聯會到廣州參與「穗港

教師體育聯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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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得有營」。除

了中、小學和特殊學校組外，今年新增了教工組。是次比賽吸引了 33 所學校共

49隊師生參加，較去年更為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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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攝影比賽 

教聯會於 9月與《中國旅遊》雜誌合辦攝影比賽，主題為「18 區．區區有睇頭」，

同工合共提交了 100幀作品參賽，反應熱烈。 

 

短線旅遊 

教聯會的本地遊活動一向深受會員歡迎，3 月所舉辦的「尋幽探秘蒲台島  海鮮

鮑魚餐環島遊」共有 200 多位同工參加。為進一步滿足會員的需求，教聯會積極

開拓本地遊服務，至今每個月都有團出發。我們又提供更多短線旅遊，例如復活

節的清遠團、暑假的越南 5天團、中秋節的珠海/福建 3/4天團，以滿足不同教師

的需求。 

 

消閒娛樂 

教聯會於 10 月和 11 月舉辦了兩場蛇宴聯歡聚餐，餐券迅速售完；10 月在北角新

光戲院舉辦的《錢學森》電影欣賞會，免費招待 1000 名會員。兩項活動均為同

工提供了課餘舒展身心的良機。 

 

班組課程 

教聯會固有的保健系列和書畫系列一向廣受同工歡迎，不少書畫導師更屢獲奬

項。近年，教聯會每兩年便舉辦一次大型書畫展，以表揚導師與學員的努力和成

就。此外，本會亦努力開拓更多不同類型的班組課程，包括空手道、跆拳道、纖

體、瑜伽、香薰、烹飪、調酒、攝影、音樂等課程；並經常舉辦健康講座，如糖

尿病護理、擊退三高等，關心會員的身心健康。 

 

 推展國教 促進交流 

 

15. 推展國民教育 

儘管近年的政治形勢不利於推展國民教育，在嚴峻的氣氛下，教聯會更是責無旁

貸，繼續探索學校國民教育的路向，包括出版參考材料，並研究以到校的形式提

供講座、展板、展覽等服務。我們重申，教聯會對推廣國民教育的決心是堅定不

移的。 

   

16. 舉辦國情講座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於 3 月在北京召開，楊耀忠會長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參加了該次會議，並在 4 月與會員分享了開會時所見所聞。去年 12 月，教

聯會邀請了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分享十八大的感受，今年，我們邀請作

家余非小姐以「如何理解當前國情」為題，與會員分享心得。教聯會又以「廿一

世紀的國情」和「香港與內地的融合」為題，分別在 3 月和 6 月於教師中心舉行

國情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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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促進交流考察 

教聯會的「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獲批 4條路線，包括

惠州、開平、佛山和連南瑤族，至今已接待了 8645 名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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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為期五年的「光

影尋情大地行」教育交流計劃，首年的活動已於 7月展開，名為「歷史名城考察

─南京之旅」，40 個名額全告爆滿；教聯會又於 12 月下旬與中史教師會合辦南

京南通歷史文化考察團，亦接待了 40 位教師。 

 

18. 擴大姊妹學校  

今年共有 13所中學、9 所小學以及 1所一條龍學校透過教聯會締結成為姊妹學

校。我們分別於 5月和 10 月舉辦了兩場分享會，邀請兩地學校分享結盟心得。

另外，9 所學校的 16名香港教師代表在 5月到了福建的姊妹學校交流，11 月則

有 30所浙江姊妹學校的代表來港作為期 4天的訪問。教聯會自 2005年承辦「粵

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以來，已促成了 250所學校結盟，並由廣東省擴展至福建

省和浙江省。 

 

19. 團結華夏園丁 

2012 年的主題為「遼寧冰雪之旅」，香港區的參與人數近 100 人；今年的舉辦地

點在哈爾濱，主題為「2013 大美龍江冰雪之旅」。「華夏園丁大聯歡」創辦於 1992

年，是薈萃全球華人菁英教師的大型交流項目，既有教育交流，又有人文景點的

考察，極受同工歡迎，至今已辦了 20 屆。 

 

關心社會 實幹敢言 

 

20. 拓展社區工作 

我們在 2 月於黃大仙開設了首個社區辦事處，提供多類型活動包括教育講座、健

康講座、探訪長者，以及前往甲龍、龍脊、上水華山、魔鬼山、大潭水務文物徑

等地遠足，廣受地區人士歡迎。 

 

21. 關心普選發展 

政府雖未提出 2017 年的特首普選方案，部分社會人士已宣稱要以違法手段進行

抗爭，教聯會對此絕不認同。我們在 4 月底進行有關「佔領中環」的電話調查顯

示，超過 8成受訪教師不會參加這個行動，近 7成人更反對教師鼓勵學生參加，

反映大多數教師與本會的立場相同。教聯會認為社會應該著眼於如何落實 2017

普選，因此，我們將就此議題諮詢會員意見，期望能夠提出既符合社會期望，又

符合基本法要求的建議予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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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教聯會響應「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的號召，參與了

元旦日的「新年新希望」大遊行，以行動支持政府為教育，做實事；為社會，改

善民生、發展經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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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承擔了 7月 1 日在

添馬公園舉行的「手牽手  慶回歸  獻愛心」活動的接待工作，以及為 9 月 25

日舉行的教育界國慶聚餐提供秘書處服務。當晚筵開 70 席，近千位同工聚首一

堂，中聯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特區政府均派員出席，同賀祖國華誕。 

 

24. 為社會默默耕耘 

特區政府於 7月 1 日公布授勳名單，教聯會榮譽顧問李焯芬教授、教聯會黃楚標

中學李宗德校董獲頒金紫荊星章；教聯會鄧飛副主席、教聯會黃楚標學校梁兆棠

校長、會員鄧廣成老師獲頒榮譽勳章；理事陳美娟校長、會員簡加言博士獲頒行

政長官社區服務奬狀；會員黃嘉榮老師獲頒行政長官公共服務奬狀，足證教聯會

人才濟濟，對社會貢獻良多。 

 

25. 為國家建言獻策 

楊耀忠會長去年成功高票連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周世耀副會長、李鳳琼秘書長

和我亦分別連任重慶市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委員和福建省政協委員，繼續擔任

香港與內地的溝通橋樑，為國家發展建言獻策。 

 

 同心同德 貢獻祖國  

 

26. 培訓英語教師 

教聯會的英語教師義工隊今年組織了 20 位同工到新疆石河子市、四川省宜賓

市，以及安徽省宣城市和淮北市，培訓了接近 600 位中小學英語教師。香港教師

的專業精神不但獲得內地同工高度讚揚，義教服務更成功凝聚了香港一群英語教

學專才，為祖國教育作出貢獻。 

 

27. 跟進援川建校 

由教聯會通過教育界、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集資在四川援建的 5 所紫荊學校，

全部已於 2011 年落成。綿陽紫荊民族中學去年遷址教育科技園區營辦，新校建

設已全面竣工，11 月底已經驗收。 

 

28. 為雅安賑災籌款 

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於 4 月 20 日發生 7級大地震，造成大量人命傷亡。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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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血濃於水的同胞情，即時向全港學校發出賑災籌款呼籲，並於 7月將 129,562

元善款全數送交「香港紅十字會」轉交四川災民。 

 

春風化雨 作育英才 

   

29. 設立奬助學金 

教聯會獲梁漢洪慈善基金贊助，設立「梁漢洪教聯奬學金」，向家境清貧、品學

兼優的學生每人頒發 2,000元奬學金。2013 年度邀請了黃大仙及深水埗區的中學

參加，共有 25 名學生得奬。 

 

30. 舉辦學生活動 

專業研究中心的「正字大行動」和「兒童朗誦大賽」已廣為學界所熟悉。2012

年「正字大行動」共有 214所中小學 63,289 名學生參與，頒奬禮已於 3 月舉行。

2013「兒童朗誦大賽」亦於 4 月順利完成，一共吸引近 180 位學生參加。「少林

武學文化校本活動」亦繼續為學生提供到校服務，廣受學校歡迎。 

 

教聯會首次與銀龍飲食集團合辦「龍情．濃情 50 年」茶餐廳故事專題創作比賽，

向全港中小學生徵集圖畫、文章和專題研習報告，一共吸引了 2,272 人參加，連

同公開組在內，共有 16 人獲奬。 

 

資訊科技中心每年舉辦的青少年 IT 夏令營及冬令營、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

英大比拼、小學通識菁英大比拼活動已廣為學界所熟悉，近年的手機應用程式設

計比賽、應用電子科技比賽，以及香港航空管理夏令營等，亦廣受學生歡迎，各

類型學界比賽一共吸引了超過 1,500 人參加。 

 

31. 舉辦遊學活動 

教育培訓交流中心每年的英國牛津學習計劃、美國太空總署訓練營，以及澳洲未

來機師計劃已取得良好的口碑；近年新增的暑期足球訓練營(意大利祖雲達斯)、

澳洲自然生態探索及寄宿家庭計劃亦廣受歡迎，各項遊學活動合共吸引了超過

120 人參與；該中心又新增了韓國文化考察計劃和台灣升學考察計劃，並繼續舉

辦學生內地交流活動，一共接待了 300 人。教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亦舉辦了多個

交流團，遍及內地、台灣、馬來西亞、韓國和新加坡，並新增香港入境接待服務，

所有項目共接待了 3萬名學生。 

 

32. 辦學實踐理想 

為了體現教聯會對教育的承擔，我們在東涌開辦了兩所學校，分別是香港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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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兩所學校

都能夠辦出特色，體現教聯會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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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任重道遠 

 

33. 在此，我要感謝各位理事於過去三年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以外，仍然悉力為教 

聯會作出貢獻。我亦要感謝各位學校聯絡員協助教聯會向同工發佈訊息。對於

新、舊會員的默默支持，我謹代表理事會向你們致以無限感激。 

 

34. 香港教育面臨最大的危機不是縮班殺校或雙非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總會過

去，最大的危機是教育的政治化，甚至是校園政治化，因為這些問題總是揮之不

去，這是過去 10 年我的深切體會。有一些事情，從教育角度看，即使已經黑白

分明，但一旦被政治化，就有理說不清，使得辦教育的路愈來愈難走。雖然如此，

堅持要為香港教育做好事、做實事的有心人，依然大有人在，現在教聯會又有新

血接棒，他們都是教育界的菁英，而且樂意奉獻，甚為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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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