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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六次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主席  黃均瑜 
2010 年 12 月 18 日 

 
1. 我謹代表第十五屆理事會，向第三十六次會員大會提交 2010 年會務報告。 

 

2. 近年，教育界經歷了翻天覆地的改革：新高中學制正式啟動、教學語言微調

政策塵埃落定、適齡學生人口下降引發的縮班校殺危機，已由小學蔓延至中

學，再加上教師風化案件的不斷出現，既加大了教師的壓力，也打擊了教師

的形象和士氣。因此，第十五屆理事會提出了「凝聚專業 服務同工」的方

向，致力提升教師的專業形象和士氣，務求令教育工作成為受人尊敬的行業。 

 

3. 為了達致這個目標，我們不斷優化現有項目，將一些「品牌活動」例如「優

秀教師選舉」、「姊妹學校」和「華夏園丁」等，做大做強，並將工作重點聚

焦於教育專業發展，致力加強教育研究與專業支援，以裝備教師面對新環

境，迎接新挑戰；另一方面，我們為同工提供優質服務，拓展新項目，開拓

新活動中心，務求團結會員，吸納更多同工加入我們的團隊。同時，我們修

改了會章，設立團體贊助會員，以擴闊教育界的參與。 

 

4. 作為教育團體，我們重視同工意見，為同工發聲。我們爭取向公眾闡釋教聯

的立場；積極加入政府諮詢組織，反映業界意見；迅速回應傳媒查詢，發揮

教聯的社會影響力，為學生、為教師、為教育，做好事，做實事。 

 

5. 事實證明，在廣大同工的支持下，我們成功影響特區政府的教育施政，我們

的成績，在《施政報告》裡面得到反映，例如成功爭取政府推出措施，協助

清貧學生；以及將國情教育列入正規課程，設立「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我

們又成功向政府爭取推行「一校一行政主任」，並提早全面檢討幼稚園學券

制。 

 

6. 去年會員大會通過授權理事會全力跟進小學小班合約教師的續約事宜。經過

一輪爭取，我們最終為 300 多名同工爭取多一年合約，顯示業界團結的力

量。最近，我們就中學生人口下降問題號召教育界組成大聯盟，共同發表聯

合聲明，將教育界大團結的力量，推向新層次。 

 

7. 教聯於 1975 年成立，至今已經渡過了 35 個寒暑。由當年教育尚未普及，教

師權益有待改善的日子，走到今日以提升專業，優化服務為目標，單靠理事

會的努力是不夠的，還要得所有會員的支持。為了紀念這個別具意義的日

子，教聯在 11 月舉辦了會員親子同樂日，為 35 周年的一連串會慶活動掀開



 2

序幕，我們期望在未來的活動裏面，見到您的參與。以下讓我向大家匯報過

去一年的會務活動情況。 

 

凝聚專業 

優秀教師選舉 

8. 追求卓越，彰顯師德，凝聚專業力量，表揚教師的傑出貢獻，是優秀教師選

舉的目的。這個活動在 2005 年開始，經過 6 年經營，已經成為教聯的「品

牌活動」。除了固有的「教學組」、「關愛組」和「教育管理組」選舉之外，

今年還新增了「國情教育組」，廣受同工歡迎。 

 

9. 今年「優秀教師選舉」的參選人數再創新高，共有 97 所學校 325 位教師參

加，評判從中選出了 23 組共 42 位得奬者。6 年來，得奬教師已累計至 104

組 146 人。為團結優秀教師，強化教聯在凝聚專業方面的工作，30 多位優秀

教師得奬者在 4 月到了南京作 5 天交流；我們又在 7 月舉辦「說出你的專業

風采」專題講座，希望透過考察、交流、講座等活動，進一步凝聚專業力量。 

姊妹學校 

10. 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對各方面的交流，需求甚殷，教育亦不例外。教育局以

推動者和支援者的角色，由 2004 年起委託教聯統籌「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

劃」，透過兩地學校交流合作，互補長短，提高香港學生對國家的認識和歸

屬感，至今已有 227 對(454 所)學校透過本會締結，成為教聯另一項「品牌

活動」。今年除了舉行了 5 周年分享會外，再有 24 對姊妹學校締結。 

華夏園丁大聯歡 

11. 由國家教育部支持、薈萃兩岸四地菁英教師的大型年度交流項目，也是本會

的「品牌活動」之一。近年香港區的參與陣容越見強大，參加人數超逾 100

人。為了突顯香港教師的專業形象，我們特別邀請優秀教師得奬者參加，藉

此凝聚專業力量，反映香港教師的專業水平。今年的活動將於 12 月底於安

徽黃山舉行。 

英語教師義工隊  

12. 通過西部開發人才支援計劃的平台，為內地培訓英語教師。我們成功凝聚了

一群本港英語教學專才，為祖國教育作出貢獻。至今，教聯共有 130 名義工

教師，服務地區已超越西部。今年義工隊到過新疆、江西、安徽等地，培訓

了 500 名英語教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義工隊在暑假和 11 月專程去了四

川省的綿陽市和中江縣，培訓了當地 80 名英語教師，作為災後重建支援工

作，令義工隊的服務，更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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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義工教師又於 4 月的分享會上，探索了未來的發展路向，研究日後更主動地

對有需要地區，或貧困地點例如貴州、四川等，提供定點式和持續性的支援。 

專業支援 

14. 為了提供專業交流平台，加強對同工的專業支援，教聯在去年 10 月成立了

專業研究中心。一年以來，中心舉行了 119 場專業講座，內容遍及中英文教

學、通識、國情、輔導、班級經營、教育管理、朗誦、藝術治療等等，服務

同工 5600 多人。同期，專業研究中心也為 31 所中小學和教育機構提供專業

發展專題活動，服務同工 2300 多人。今天 9 月起，專業研究中心開始每月

出版一期《中國便覽》，為同工搜集整理國情教育資訊，訂閱人數正在急劇

增加。 
 
15. 教聯的專業支援講座團專門為學校提供貼身的到校演講服務。今年會長楊耀

忠、副主席胡少偉及名譽會長何景安均以國民教育為題，到校主講。我們亦

會因應社會需要，出版書刊。今年胡少偉出版了《教育工作者評教育發展》，

本會亦正編輯《教師眼中的新世紀教育發展》政策專集，整理教聯近十年收

集到的意見和回應，分析新世紀香港教育政策的優劣，供教育界參考。 

成立香港幼師專業培訓中心 

16. 為加強教聯的幼師工作，我們剛於 12 月成立香港幼師專業培訓中心，加強

對幼兒教育的專業研究與支援。 

積極回應轉變 為同工發聲 

成功影響施政：扶助清貧學生、國民教育獨立成科 
17. 會長楊耀忠於 8 月與特首會面，要求全面檢討與扶貧有關的教育政策，協助

清貧學生學習，並要求政府將基本法及國情教育列入中、小學課程。政府在

10 月公布的《施政報告》回應了我們的建議，倍增清貧學生的書簿津貼，

又承諾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

容，成為獨立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成功爭取：一校一行政主任 
18. 教聯與民建聯早前合辦了問卷調查，要求當局推行「一校一行政主任」，讓

教師專注教學。當局已接納我們的建議，計劃首先於 30 間中、小學及特殊

學校推行。 
 
成功爭取：小學小班合約教師續約 
19. 去年會員大會通過動議，授權理事會處理小學小班合約教師的續約問題。我

們要求教育局為支援小班教學的兩年期合約教師續約，並轉為編制實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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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為此，教聯進行了聯署，得到逾百所學校接近 2400 名同工簽名。我們

又約見教育局官員，並舉行座談會。最終，成功爭取為全港 300 多間推行小

班的小學，增設一名為期一年的合約教師。 
 
成功爭取：提早檢討幼稚園學券制 
20. 教聯一直促請當局提早全面檢討學券制、恢復幼師薪酬架構、撤消對低收入

家庭的學費減免上限，以及延長師資培訓資助期。為此，我們進行了長期和

大量的工作，包括問卷調查、記者會和出席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等，最終

成功爭取政府成立專責小組，提早檢討學券制，教聯理事會成員亦有參與諮

詢。在爭取恢復幼師薪酬架構及全面資助幼兒教育上，我們會繼續爭取。 
 
成功團結學界 力抗中學殺校 
21. 由現在至 2016 年，中一學生人口將由今年的 75,500 人大幅下降至 53,700

人，對學校和教師團隊的穩定性，造成直接衝擊。為此，我們發起反殺校大

聯盟，並聯同其他教育團體發表了「教育團體聯合聲明」，提出 5 點共同訴

求，又進行聯署，要求政府作出正面回應。另一方面，教聯仍然堅持「反殺

校、保穩定」、「增資源、減節數」的立場，繼續爭取。 

 
政策回應 
22. 我們關注教育政策，經常於各種渠道發表意見，接受傳媒訪問和回應傳媒查

詢，又於報章撰寫專欄和投稿，並出席立法會事務委員會，今年已就幼稚園

學券制、夜間成人教育等議題表達意見；亦就政府的諮詢文件，例如工商事

務委員會的「在數碼環境中加強保護版權初步建議」，作出回應。 

政策研究、理性討論 

教育沙龍 

23. 教聯著重理性和務實的專業教研活動。我們繼續以「教育沙龍」這個平台，

與同工一起討論各種教育議題。今年我們舉辦了6場沙龍，題目包括小班教

學、新高中通識教育、十年教改、青少年生命教育、香港教師看快樂，以及

直資制度何去何從。經過幾年的經營，參與沙龍的人數越見踴躍，成功凝了

一群專業教師。 
 
教育研究 
24. 為了解同工心聲，教聯經常進行問卷調查，並召開記者會。今年研究的議 
    題有：青少年網癮、幼師學歷及薪酬、中學生人口下降、教師行政工作、學 

  校國情教育，以及教師看快樂，均獲傳媒廣泛報導。我們就外評機制和學校 
  中層人員角色舉辦了分享會；又就小學小班合約教師、通識教育，以及從上 
  海世博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舉辦講座；並以「如何教好一節課」在「課程發  

  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中作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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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同工 

與同工聯繫－《教聯報》 

25. 《教聯報》是第十五屆理事會開創的刊物，以免費報紙形式出版，每月發行

6 萬份，免費派發給全港中、小學、特殊學校、幼稚園，和已離職及退休的

會員，對凝聚同工，建立教聯的形象，發揮了正面作用。《教聯報》創刊至

今已出版了 22 期。 

與同工聯繫－網頁 

26. 網頁是一個團體對外的重要窗口，也是我們向外界展示的第一道大門。今年

九月，教聯的網頁以全新的面貌與同工見面，版面設計更具時代感，速度加

快，每月瀏覽量超過 2 萬人次，足見教聯與同工的連繫進一步加強。未來，

我們希望增加網頁的互動元素，與同工更緊密聯繫。 

與同工聯繫－臉書 

27. 為加強與同工的溝通和了解，我和副主席蔡若蓮已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開

設了個人網頁，至今分別獲得超過一千人的支持；教聨同時為一些「品牌活

動」開設了專頁，已登陸 Facebook 的有教聯、教師體育節、優秀教師選舉

和英語教師義工隊。 

為同工減壓 

28. 教師工作辛勞，充滿挑戰。近年教育政策上的種種改革和社會風氣的轉變，

都對教育工作者帶來莫大的壓力。有見及此，我們舉辦了多類型活動，例如

歌唱比賽、體育活動、本地短線旅遊等，為同工減壓。 
 
29. 其中教師體育節辦了 3 屆，好評如潮，參加人數屢創新高，今年共有逾 170

所學校千名同工參加，由於參與者眾，比賽要分兩天進行，運動員也需於不

同地點進行初賽，充份反映這個活動的受歡迎程度。 

為會員提供福利 

30. 教聯特意拓展會員福利，加入更多教師合用的產品和服務，為會員提供切身

和多方面的福利服務，供應商和聯辦機構已超過 500 間，會員免費享有 20
萬平安保險，成功發行 VIP 攜程貴賓卡和聯想卡，讓會員享用優質廉價旅

遊、訂房、購買機票、購物、醫療等保障服務。 
 
31. 由於得到會員踴躍的支持，舊會所已不敷應用，因此，我們今年拓展了「教

聯會活動中心」，新會所同樣位於油麻地，佔地超過 2000 呎，主要用於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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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和講座活動，為會員提供更寛敞的活動環境。  
 

為同工舉辦班組 
 

32. 擴大導師隊伍，引入新的合作伙伴，為會員提供更多元化的課程，例如理財、

語文、絲帶刺繡和少林功夫等 43 個新辦項目。未來我們會拓展到校課程服

務，組織專家、教練為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和培訓活動。 
 

33. 今年一個突破是成立了「香港教師水彩畫研究會」，成功凝聚了一群熱愛水

彩畫的同工，發揚水彩畫藝術和教育，並於 10 月舉辦了一連三天的公開畫

展，吸引逾千名中外人士入場，成績令人鼓舞。 

方便同工交流 
 

34. 為向師生提供優質的交流及旅遊服務，教聯會旅遊服務有限公司舉辦了超過

380 個交流團，遍及內地、新加坡、台灣、日本、美國、加拿大及澳州；又

為承辦「薪火相傳 同根同心」活動，接待 8500 多名香港小四至中三學生，

以加強學生對國家的認識，提升國民身分認同。未來，旅遊公司將擴展服務

範圍，開展更多海內外交流活動。 
 

協助同工開展學生課外學習 

35. 除了課堂學習之外，今時今日學生的學習需要是多樣化的。因此，教聯設立

了兩個平台，協助教師開展學生課外學習。資訊科技中心主要為中、小學生

舉辦資訊科技教育培訓活動，教育培訓交流中心為師生提供了海外學習的難

得機會。 

 

36. 今年，資訊科技中心舉辦了 3 個科技比賽，包括探索號、電子科技創意獎勵

計劃及青少年機械人世界盃，共有 90 多間學校參與；兩文三語比賽則有 80

多間學校參加；又於聖誕、復活節及暑期期間舉行 I.T.相關培訓計劃，一共

培訓了 1100 名中、小學生。海外交流方面，教育培訓交流中心在暑期安排

學生前往英國、美國及澳洲，參與學生達 150 人。 

 

關心祖國、推動國民教育 
37. 歷史原因，令香港過往的國民教育長期處於真空狀態。如今，香港已經回歸

13 年，香港市民對國家的認同加強了，特別是最近 30 年，國家發展迅速，

經濟騰飛，國力強盛。我們呼籲各界把握這個契機，大力推動國民身分認同

工作。 

教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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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層面：國情沙龍 

38. 在教研層面上，教聯因應去年祖國六十華誕，開創了「國情沙龍」，並邀請

重量級嘉賓主講，包括歷任多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吳康民前會長，以及教

聯名譽會長何景安；又於人大政協會議後，邀請兩會代表包括楊耀忠會長、

黃玉山教授、羅范椒芬女士以及戴希立校長，向教師介紹最新國情動向。今

年我們亦就人大會議和國家當前社會問題舉行沙龍，與教師匯報最新國情訊

息。 
 
教師層面：教師交流 

39. 今年我們聯同教育學院及浸會大學舉辦「香港準教師訪京交流團」，又率領

教師到清華大學進行 6 天的國情研修課程，藉以提高準教師和現職教師對國

民身分的認同，及對祖國的進一步認識。 

 

學校層面：同根同心  

40. 在學生層面上，我們從 2008 年開始承辦「同根同心」多條交流路線，今年

路線包括河源、廣州、韶關、開平、潮州和東莞，受惠學生多達 8 千多人。

我們相信要提升新一代的國民身分認同，必須要透過親身體驗。我們不斷要

求政府加大力度，延長交流時間和資助人數，以達到更佳的交流效果。 

 

社會層面：為普選 撐政改 

41. 在社會層面上，我們響應號召，參與「為普選 撐政改」大遊行及嘉年華，

身體力行，表達立場。 

 

國民教育中心工作 

42. 今年，大埔的國民教育中心繼續透過日營、學校巡迴圖片展覽、內地及本地

交流考察團、到校講座及與名人真情對話系列講座、國民教育領袖培訓計

劃，以及多個大型專項活動，開展了面向中、小、幼師生和全港市民的國民

教育服務。透過各類型活動，讓青少年體會當代中國的發展情況，讓師生及

公眾了解國情，2010 年的受惠人數超過 23 萬人次。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工作 

43. 青衣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一直致力支援中小學教師推展國民教育工作。透過

與內地著名大學如清華、復旦等合辦國情研習班，3 年來為 400 多名校長和

教師提供培訓；通過寧夏、陝西、山東、四川、湖北、雲南和珠三角多個考

察交流團，讓千多位校長和教師實地體驗國情；又舉行逾百場講座和研討

會，深入探討當代中國，並舉辦多個大型公開展覽，製作教材，3 年來合共

出版了 9 期國情教師專刊和 9 個影片教材套；並為高中生舉辦國情領袖培

訓，以及透過蒙古、貴州和廣西考察團，提升師生對國家發展和民族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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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 

關心祖國 

44. 教聯在社會層面上也大力推動國情教育。我們為不少大型慶典活動擔當秘書

處，例如每年一度的教育界慶祝國慶活動，雖然工作量龐大，但我們都義不

容辭。我們又響應社會上一些大型慶典活動，例如七一回歸大巡遊。 
 

援川建校 喜見成果 

45. 2008 年，國家經歷了兩次特大自然災害，令我們遇上了意料之外的挑戰。

在血濃於水、血脈相連的感情下，我們開展了一連串賑災和災後援建工作。

這些工作帶來了意想不到的機遇，令第十五屆理事會在團結教育界、關心祖

國方面，作出更大貢獻。 

 

46. 在援建四川工作中，教聯從教育界、中聯辦及特區政府匯集了近兩千萬港元

善款援建 5 所學校。令人欣慰的是，5 所以紫荊為名的學校已陸續落成啟用。

下一步是協助這 5 所學校做軟件配套的提升，包括教師、校長及中層管理隊

伍的培訓，我們會逐步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青海玉樹地震 十元顯關懷 

47. 4 月青海玉樹發生地震，教聯發起「十元顯關懷行動」和珍品、墨寶義賣，

獲學界熱烈響應，並由本會聯同教育界代表向中聯辦遞交 105 萬元善款，支

援災區重建。 

 

實踐教育理想 
48. 為了實踐教聯的教育理念，體現教聯對教育的承擔，我們在東涌開辦了兩所

學校，分別是 2001 年成立的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黃楚標學校，以及 2003 年

成立的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黃楚標中學，期望兩所學校能夠辦出特色，體現

教聯的教育理想。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黃楚標學校 

49. 黃楚標學校今年以「凝聚愛心，互相尊重」、「善用教學策略，促進學習效能」、

「推動綠色生活，積極推動資訊科技學習，建構學習型組織」為發展目標。

該校今年榮獲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安全學校認證中心頒發『國際安全學校』，

是本港首間小學獲此殊榮。明年 1 月 20 日，該校將會舉行十周年校慶。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黃楚標中學 

50. 黃楚標中學今年繼續大力推動「思辨文化」，英語辯論隊參加由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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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協會、香港科學館及外籍英語老師協會舉辦之全港校際英語辯論比

賽，贏取中文中學組第一名，成績令人鼓舞。學生支援計劃擴大規模，中五

及中六兩級全體同學每週三天課後留校自修。學校亦着重師生國民教育，12
月初全體老師參加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策劃之「廣州文化考察之旅」，大大提

高了老師對國家的了解，同時段學生亦參加了李宗德校董「和富社會企業」

贊助之「廣州文化交流團」，加深了學生國民身份之認同。今年校慶定於 12
月 10 日，希望讓學生在是次活動中認識學校歷史，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結語 
51. 今日不單只是會員大會，更加是換屆改選的日子。對於過往 3 年教聯取得的

成功和突破，除了有頼廣大同工的支持之外，還要感謝第十五屆理事會內各

位成員出謀獻策，團結協作，盡心盡力，令會務能有所寸主進。眾所周知，

教師工時長，壓力大，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仍然有理事不辭勞苦，答允連

任，在此我要表示感謝；對於即將卸任的理事，我更加要表示衷心的感謝，

感謝他們雖然放下理事的身分，仍會以其他方式和身份繼續服務教聯，服務

同工。 

 

52. 要凝聚更強的專業力量，團結更多同工，眼前還有大量工作，需要長期的努

力、耐心的摸索和堅定的意志，才能達成目標。為此，我已經組閣參選，希

望能夠將「凝聚專業 服務同工」的精神，持續下去。今屆候選內閣新面孔

較多，希望藉此能夠為教聯發掘和培養更多年青、實幹的接班人，將教聯的

精神，繼往開來，薪火相傳，希望我們會得到各位會員的支持。 
 
53. 在此，我謹代表第十五屆理事會對楊耀忠會長在過去三年的指導，表示衷心

感謝；對秘書處同事的支援，表示由衷謝意；對各位默默支持教聯的新舊會

員，報以誠摯的感激。多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