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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師對「學券制」推行的看法問卷調查結果 
2008 年 5 月 27 日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與香港教育學院幼師校友會於 2006 年，合辦「學前教育機構處理領取

綜援家庭學生欠交學費」 問卷調查，引起特區政府和公眾對有關課題的關注。去年自幼稚園學

券制推行後，業界對推行「學券制」有不同的反响，為了解各幼稚園教育同工對「學券制」推行

所帶來的影響，兩會特展開是次意見調查。是次調查於今年 4 月透過傳真給各學前教育機構，邀

請校內 1 位負責人及 1 位幼師代表填答問卷，一星期後成功收集得 346 位學前教育機構的同工的

回應；當中 291 位 (84.1%)受訪者所屬機構為非牟利的幼稚園，幼兒園佔 31 位(9.0%)，幼兒中心

佔 21 位(6.1%)而獨立私營的則佔 3 位(0.9%)。受訪者當中，過半數持有 CE (幼稚園教育證書) 證

書，約三成(31.8%)持有學位資格，而持有 QKT (合格幼稚園教師)證書的則約佔一成。調查結果

及詳情可見附件；而這次問卷主要的發現如下： 
 
(1) 學券制讓幼兒機構增加教學資源及兼職幼師 

在 346 位受訪的學前教育機構教育同工當中，幾乎全部(99.1%)皆已參與學券制計劃。當中

所屬的學前教育機構自推行學券制後，有六成多(63.3%)認為能夠增加教學資源、其次是認為校

內因此計劃而增聘兼職幼師(59.8%)，這兩方面的影響皆過半，證明了學前教育機構善用學券制

所增加的資源，改善學校的教與學。同時，分別只有約一成的受訪者認為學券制推行後，能夠增

加教師薪酬、減少財政壓力及增聘文職人手。 
 

表一  學券制對校內行政及教學上的影響 
學券制能夠讓校內改善的行政及教學項目 百分比 
增加教學資源 63.3% 
增聘兼職幼師 59.8% 
增聘文職人手 11.6% 
減少財政壓力 10.4% 
增加教師薪酬 10.4% 
沒有變化 4.0% 

 
(2) 逾八成幼師感到校內行政壓力增加 

但值得關注的是，從這個調查發現，約八成(80.6%)的受訪學前教育機構同工認為推行學券

制後，加重了校內的行政壓力；而認為壓力沒有變化的則佔一成多(13.0%)。故此，教育局應關

心和跟進學前教育機構行政壓力加重的問題，增加資源讓學前教育機構可增聘文職人員或優化外

評需求，以減輕幼師的壓力。 
 
(3) 聘請全職幼師困難 

除此之外，這個調查亦發現有七成五受訪者表示自推行學券制後，校內聘請幼師較過往困

難得多，顯示各學前教育機構在招聘幼師方面，遇到某些的難題障礙。當中更有 47 份回應表示

推行學券制後，校內有全職教師自願地轉為兼職幼師，相信這是令部份學前教育機構難聘幼師的

其中一個原因。 
表二   招聘全職困難程度 

推行學券後的招聘困難程度 百分比 
較過往困難 74.9% 
沒有變化 10.7% 
較過往容易 0.0% 
沒有意見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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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界要求提高學券的津貼額 
 

為了解決招聘幼師方面的困難，有建議要求政府提高學券的津貼額。為此，調查發現約有八

成(80.3%)的受訪學前教育機構同工表示支持，至於不支持的有 6.1% 。 
                                                                                                                        

表三    幼師對提高學券津貼額的意見 
要求政府提高學券津貼額 百分比 
支持 80.3% 
不支持 6.1% 
沒有意見 13.6% 

 
(5) 要求政府訂定幼師薪酬架構 
 

最後，近年幼師不斷進修增值，有九成多(93.1%)受訪者支持政府訂定幼師薪酬架構，以讓

幼師得到合理的回報。本會希望教育當局能正視業界的素求，認真考慮定立幼師薪酬架構，供各

學前教育機構參考。 
 

(6) 召開幼兒教育的官民對談會 
 

在開放問題中，共收到 66 份回應，當中除顯示學券制推行後，不少學前教育機構皆面對聘

請幼師和行政困難；同時，不少同工亦關注要幼師進修的情況，當中包括將教師進修期限由 5 年

增至 10 年。此外，亦有學前教育機構同工要求政府應每年調整學券資助的上限及召開官民對談

會，以了解學校在推行「學券制」所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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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師對「學券制」推行的看法問卷調查 

(共收到 346 份有效問卷) 

請各教育同工回應下列有關幼兒教育學券制的意見〈用“ ＂表示你的選擇〉 

（甲） 1. 貴園是否有參與幼兒教育學券制的資助？ 

  已參與學券制(343,99.1%)       尚未參與學券制(3,0.9%) 

 2. 自推行學券制後，貴園在行政及教學上有甚麼地方得到改善？(可選多項) 

 減少財政壓力(36,10.4%)   增加教學資源(219,63.3%)    增加教師薪酬(14,4.0%) 

增聘文職人手(40,11.6%)     增聘兼職幼師(207,59.8%)       沒有變化(36,10.4%)    

其他__________(0,0.0%) 

 3.貴園有否感到推行學券制後，加重了行政工作的壓力？ 

    壓力增加(279,80.6%)   壓力無變(45,13.0%)    壓力減少(0,0.0%)   不知道(22,6.4%)

 4. 推行學券制後，貴園有否全職教師自願地轉為兼職幼師？ 

     有(47,13.6%)      沒有(260,75.1%)    不願表態(39,11.3%) 

 5. 自學券制推行後，貴園在聘請幼師方面，有否感到較過往困難？ 

   較過往困難(259,74.9%) 沒有變化(37,10.7%)  較過往容易(0,0.0%) 沒有意見(50,14.5%)

 6. 為解決幼師難聘的現象，你是否支持要求政府提高學券的津貼額？ 

  支持(278,80.3%)      不支持(21,6.1%)    沒有意見(47,13.6%) 

 7. 幼師近年不斷進修，你是否支持要求政府訂定幼師薪酬架構表，使幼師得到合理的回報？

  支持(322,93.1%)      不支持(6,1.7%)    沒有意見(18,5.2%) 

 8.對推行學券制的其他意見：     

  

（乙） 填表人資料： 

 1.機構類型：非牟利幼稚園(291,84.1%)   幼兒園(31,9.0%)  幼兒中心(21,6.1%)    

獨立私營幼稚園(3,0.9%) 

 2.個人身份：  校長(194,56.1%)       園長(4,1.2%)       主任(53,15.3%)     

全職幼師(93,26.9%)    兼職幼師(2,0.6%) 

 3. 個人學歷： 學位(110,31.8%)    CE 證書(185,53.5%)     QKT 證書(51,14.7%)     

其他_______________(0,0.0%) 

（問卷完）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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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的其他意見摘要 

(共收到 66 份回應) 

 

聘請困難 

 提高學券的津貼額, 無助解決幼師難聘的現象. 建議直接資助幼師薪酬 

 如想解決人手問題, 政府或幼教團體一致訂立兼職幼師的薪酬應比全職薪酬低, 那麼老師會考慮選擇

做回全職, 因為很多學校連正規全職的老師也未足夠. 

 因增聘全職助教的職位, 大部份見工的老師, 不願作常額教師, 令學校長時間缺乏擔班的常額教師, 反

而令其他老 師要暫時多擔一班, 加重了常額老 師的工作量, 更使幼兒開學時仍未有班主任. 

 難聘教師原因並不為薪金問題, 只是老師不願擔任常額工作. 建議津貼歸學校, 按工作分配增薪予常額

的擔班老師, 代課老師不應享受同薪不同工的優惠. 

 解決聘請幼師的問題, 是整個業界因應學券推行所帶來的工作量與壓力, 故此, 在政策上需要檢討的必

要. 

 

行政困難 

 必須於學券証明書上註明生效日期,發放津貼予學校時應以每月方式(如資助學生辦事處)的模式, 以減

輕會計核數的繁重工作. 

 學券因第一年, 故推行較混亂是理解. 但綜援轉移學券, 對家長及學校沒有指引, 社會福利署取消綜援, 

就叫家長找幼稚園校長, 令校長難於對答, 因家長每一個情況都不同. 

 填報學券的流程不夠清楚, 另參加綜援的學生在學期中途轉回使用學券, 校方較難處理. 

 因人手不足, 行政工作量增加, 請教育局考慮延後已持有大學學位校長, 其修讀校長證書課程的期限. 

 自評及外評與學券掛鈎, 增加學校及教師的工作壓力 

 

教師進修 

 盼望將教師進修期限由 5 年增至 10 年, 讓教師有秩序地進修 

 政府帶頭建議教師薪酬可以無需跟政府薪級表加薪, 老師進修後的薪金理應提高, 但相反可以不跟

point 加薪, 理據在那裡. 政府說可以不跟, 學校就大條道理去做. 

 推行學券制後政府建議學校可不按薪級加薪, 教 師持續進修, 但薪酬沒有依據. 另外政府一年分十二

期撥款, 對於每年收 10/11 期學費的學校, 行政上出現問題.  

 訂 定 5 年內老師需完成 ce 課程, 令學校內一下子大批老師需進修, 學校行政受影響,加上進修與校內

培訓令老師很大壓力, 請病假平均次數增加, 影響教學. 

 提高教師發展津貼, 讓教師可以進修, 也可作教師的薪金津貼.應按學生人數比例聘請兼職幼師, 而不

是讓學校任意請兼職幼師 

 行政工作太多, 加上學券制下資助金額相比過往政府資助較少及缺乏靈活性, 而且老師在保飯碗情況

下, 急於進修, 大部份老師晚上都需上課, 直接影響服務的提供, 甚至影響健康. 

 

其他意見 

 應每年調整學費資助的上限數值, 不能 5 年也是$16000 及$25400. 這會影響一直可以申請全免學費的

家庭 

 教育局可考慮召開答問大會, 了解學校在實際推行時所遇到的困難或改善方法。 

 領取綜援家庭學生轉為申請學券時, 常發生學生與學校資料錯誤, 告知社署不接受處理, 要學校寫信證

明, 增添學校的行政工作. 

 推行學券後便取消幼稚園資助計劃, 而學費未能調整回過去的水平, 故對學校不但沒有幫助, 反造成收

支差額更大. 

 接受學券的幼兒可由 2 歲開始. 全日班及半日班的學校有不同的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