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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次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主席鄧飛 
2015 年 12 月 12 日 

 

各位會員： 

 

1. 2015 年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年頭。在這一年，我們迎來了教聯會創會 40 周年， 

並為此舉辦了一系列活動，以茲慶賀。 

 

2. 我們回顧過去，毋忘前人創會的艱辛；我們立足現在，一方面朝著「凝聚專 

業 服務同工」的目標努力，另一方面，因應 40 周年會慶提出了「教出精彩人

生」的新口號，期望師生能夠透過教育，獲得精彩的人生；我們展望將來，期望

一系列的新創建，包括位於觀塘的「教師俱樂部」，能令會員服務更上一層樓。 

 

3. 與此同時，教聯會一方面在固有的基礎上，精益求精，力臻完美；另一方面， 

我們繼續探索可以發展的空間，致力壯大教聯會，發揮我們的社會影響力。現在，

本人謹向各位會員滙報過去一年的工作。 

 

創會 40 載  教出精彩人生 

4. 40 周年系列活動由 2015 年持續到 2016 年，已經完成的活動包括：優秀教師 

選舉頒奬禮於 6 月 20 日完成(詳見下文：凝聚專業/表揚優秀教師)；40 周年晚宴

於 7 月 10 日舉行，筵開 56 席，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魯、教聯會榮譽會長范徐麗泰，以及教聯會歷

屆會長蒞臨主禮；敬師日大抽奬已在 9 月 10 日舉行，共有 40 位幸運兒獲奬，頭

奬為惠州悠山美地單位乙個。 

 

5. 現正進行或將陸續舉行的活動有：「百仁盃──中學社企創業計劃挑戰賽」 

即將完成，決賽將於 2015 年 12 月 13 日進行；「香港 40 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

選舉」已於 11 月中推出，同工可在 40 位候選人中選出最有影響力的 10 人，結

果將於 2016 年 1 月公布；「教師慈善長跑 10 公里」將於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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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報名費及善款將全數捐贈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教聯盃─

─教師籃球聯賽」現正接受報名，「教師子女奬學金」亦正在籌劃中。 

 

凝聚專業  緊貼教育脈搏 

6. 表揚優秀教師 

教聯會今年一共表揚了 51組共 76 位老師，包括「優秀教師選舉」的「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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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組」、「教育管理組」、「國情教育組」和「教學研究組」；為了凝聚更強的

專業力量，教聯會今年首設「紫荊師表奬」，以表揚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和元

崗幼稚園校長呂麗紅的傑出貢獻；為了給準教師打氣，教聯會亦新設「教壇新秀」

選舉，當中有 9名準教師獲得嘉許。 

 

作為後續活動，去年成立的「優秀教師網絡」開始運作，至今已出版了 3 期「優

秀教師通訊」，又於 5 月組織了「元朗城貌鄉情考察團」；教聯會亦繼續邀請多位

優秀教師主講一系列講座達十多場，議題涵蓋不同學科的教學分享、文化發展、

親子學習、融合教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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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參與幼教發展 

教聯會一直要求政府落實免費幼兒教育，並致力爭取恢復幼師薪級表。為此，幼

師薪酬關注組在 4 月發起聯署，獲得 7,366 位幼師支持，並約見教育局局長遞交。

政府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隨後發表報告，公布落實 15 年免費幼教的具體方

案，並採納了關注組的建議，為不同職級的同工訂立薪酬幅度，幼師的起薪點亦

定為$18,000。惟整體方案尚有改善之處，教聯會隨後作出跟進，包括開學前到政

府總部請願、進行問卷調查、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出席立法會相關

委員會會議表達意見，以及組織幼師同工與局長對話等，我們將密切關注事態發

展，採取適當行動配合。 

 

8. 回應教育政策 

教聯會關心特區政府的教育施政。在今年 1 月 1 日，我們舉行了「新年新希望」

元旦日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增加學位教席、全面資助幼兒教育及增加資源改善學

校教育。在 2015 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亦回應了教聯會不少訴求，包括增加了

小學學位教席、加強支援弱勢社群的教育需要、加強一國兩制教育及國情國史教

育，以及多方位扶助青年發展等。本會隨後亦舉辦了一場教育沙龍討論教育施

政。我們在 11 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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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對來年教育施政和教育開支的關注。 

 

教聯會今年關注和回應的教育議題還有：2016 年教育施政及教育開支、學生人

口波幅、檢討高中課程架構(聯署及聲明)、歡迎調整校本評核、推動成立網上校

巴資訊平台、支持改善小學校長薪酬與中學校長看齊、優化全港性系統評估、回

應審計署「使用和處理空置校舍」報告、要求港鐵顧及學生的學習需要等。教聯

會亦繼續與大公報合辦「教師眼中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反應良好。 

 

9. 關注教育事件 

鉛水風波 

8月底陸續有學校驗出食水含鉛量超出世衛標準，引起社會關注。教聯會積極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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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並於 8月底展開問卷調查，發現 8成半學校認為教育局支援不足；本會亦分

別於 8 月、9 月和 10 月發表聲明，促請當局支援學校，包括逐步安排全港學校

驗水、資助全港幼稚園和中小學安裝濾水器等；本會又去信全港學校提供政府認

可的化驗所名單，以支援學校。 

 

學生人口波幅 

教育局於 7 月宣佈暫緩教學語言中期檢討，這意味英中可以暫免「落車」。教聯

會發表聲明，認為此舉將導致中文中學需獨力承擔學生人口下降的壓力，對中中

不公平。我們建議當局在暫緩「上落車」檢討期間，必須同時凍結中一班級數目，

以全面維持學界的穩定性和公平性，並協助教師過渡。 

 

10. 了解同工意見 

教聯會今年繼續進行了一系列追蹤調查，包括家長投訴學校的情況、教師身心健

康調查、校巴招標情況、學校舉辦國情國慶活動的情況、學生偷錄的情況，同時

亦就來年教育施政和教育開支進行問卷調查。新議題則有「新入職教師狀況及對

專業支援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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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教師意見、「學校處理鉛水的挑戰」、「幼師對免

費幼教方案的意見」、「教師對融合教育的意見」、「對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先導

計劃的意見」、「家長為子女報考小一的情況」、「高中教師對新高中中期檢討

的意見」、「初中中國歷史科的現況」，不少調查均引起社會傳媒及教育界的關

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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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師研習課程，議題包括 2015 新晉教師支

援系列講座、「如何教好一節課」、「為觀課做好準備」等。為在職同工舉辦的

則有「培養學校正面文化」、「透過正規課程及科學活動──促進學生個人成長」、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及其家庭」、「家長溝通及處理投訴技巧」、「妙用

MBTI(十六種性格透視)進行生涯規劃」、「自主學習」分享會、「支持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和照顧者──系統支持與危機預防」、「氛圍及班級經營」等，極受同

工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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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會計工作人員對帳目工作認知」、「學校行政人員對學校帳目管理方法

探討」、「學校行政保險研討會」、「學校領導談學校發展」、「調解講座」等。 

 

教聯會也為在職同工舉辦各式增潤課程，例如「穿越時空 走進敦煌」參觀及講

座等；亦為學校度身訂造到校講座，議題涵蓋「香薰肩頸按摩」、「脊骨、筋骨和

關節勞損」、「教師專業朗誦培訓」、「物理治療」等，又舉辦了「深圳一天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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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教師專業發展日活動，全年為同工提供教育專業上的支援。 

 

12. 提供專業支援 

在學科支援上，教聯會今年獲香港教師中心撥款支持出版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資料冊和《鑑古知今：支援教師推行歷史教育》資料冊，前者為同工提供有

關「一國兩制」教育的參考材料，後者加強同工對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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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籌備了「旅

遊及款待科應試技巧」講座，又在12月舉辦澳門考察團。 

 

在新校長支援上，教聯會在11月24日和26日舉行了兩場新校長午餐講座，分別邀

請蔡若蓮校長主講「校長的危機意識」，以及連文嘗校長主講「如何塑造學習型

的組織文化？」，出席人次接近60人。 

 

用心服務  關懷同工需要   

13. 創設教師俱樂部 

教聯會用心服務會員，我們知道教師工作辛勞，為了讓同工於課餘時間享受悠

閒，教聯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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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將於12月19日舉行。「教師俱樂部」設有café、品茶區、健康食品用

品特賣區，以及旅遊專區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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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名人如曾鈺成、曾繁光、施永青等拍

攝，向社會發放教育界的正能量。 

 

15. 處理同工申訴 

教聯會重視同工的意見和申訴。一如既往，今年教師的查詢多與權益有關，教聯

會樂意以專業態度回應和處理。《教聯報》的「教師疑難共解」專欄由多位資深

教育工作者執筆，與同工一起解決課堂內外的難題。 

 

16. 推出網購服務 

教聯會致力為會員提供多元化的福利服務，今年更推出網購服務，名為「教聯優

惠物聯網」，定期推出限量優惠產品例如旅行箱等，又開設創意格仔舖、會員二

手區、著數區等，務求向同工提供多元化服務。 

 

17. 提供會員福利 

教聯會於 1 月和 10 月舉辦了兩場展銷會，以優惠價格向同工提供文具、食品、

日用品和家居電器等。每年的蛇宴極受會員歡迎，11 月的活動一早爆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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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明年 1 月加開兩場。我們又積極尋找更多合作夥伴，除了固有的保險、EASY 

SMS、旅遊、娛樂、飲食、中西牙科醫療保健服務外，更開拓了團購等新項目，

又於會員生日月份送上小禮物等，廣受會員歡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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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體育活動，今年已經踏入第 8屆，

比賽項目繼續有足球、籃球、羽毛球和乒乓球，賽事須分兩天進行，足證活動深

受教職工歡迎。教師體育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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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切磋球技，增進兩地教師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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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營煮意獻雙

親」，這個活動今年已經踏入第 4 屆，參賽隊伍分為初中組、高中組、特殊學校

組和教工組。 

 

本地旅遊 

教聯會的本地遊活動一向深受會員歡迎，今年的活動包括「哈爾濱冰雪節一天

遊」、「三八婦女節香港地質公園橋咀洲、西貢及東龍島一天遊」，以及「3D藝術

館一天遊」，廣受同工歡迎。 

 

長短線遊 

教聯會積極開拓境外及海外旅遊活動，境外遊包括「新春行大運──溫泉2園及

赤坎古鎮超值純玩兩天團」、「中秋中山4個自助餐美食純玩兩天遊」、「聖誕節五

星級哥頓酒店［豐盛海鮮美食自助晚餐］美食兩天團」，以及「嶺南第一大瀑布

［揭西黃滿寨瀑布群］、養生勝地［大北山森林公園］兩天團」，均為會員提供了

多個舒展身心的良機。 

 

文化藝術 

教聯會在4月於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辦了為期7天、題為「墨彩情懷」的教育界書畫

藝術邀請展，以表揚導師與學員的學習成果，書畫展一共展出了超過190幅作品，

參觀人次逾1,500人，這是自2011年起，教聯會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大型文化藝術活

動，今次已經是第3屆。 

 

由著名指揮家石信之領導的教聯會合唱團已踏入第二個年頭，合唱團已在不同場

合作公開演出，包括4月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大使文化慶典」開幕禮、7

月的40周年會慶晚宴，以及9月的教育界國慶聚餐。 

 

教聯會今年舉辦了3場《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欣賞會，以優惠價20元招待了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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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會員；又免費派發100張「兩彈元勛」《鄧稼先》電影首映禮的戲票。 

 

班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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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際溝通技巧、親和力的建立等，新科技應

用例如3D立體打印技術、航拍及無人機應用與發展，以及電子書製作等，也受

教師歡迎；健康講座如伸展學會工作坊、鉛毒食水健康講座、教師五常痛講座，

以及降糖講座等，也為會員提供健康資訊。 

 

19. 保持密切聯繫 

為加強與同工的聯繫，《教聯報》由月刊轉為雙周刊，並增加欄目，歡迎學校和

學生投稿；教聯會的網頁亦更新了版面設計，引入更多互動元素，瀏覽量亦穩步

上揚；同時，本會繼續透過臉書與同工接觸，並通過每星期兩次的電郵通訊，以

及不定期的電話和短訊訊息，與同工保持聯繫。 

 

關心祖國  促進兩地交流 

20. 抗戰勝利 70 周年 

為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教聯會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包括 9 月至 11 月專為學校

而設的「遊走香港抗日遺跡」導賞團、「抗日電影欣賞」到校放映服務、「口述歷

史暨小型音樂會」到校服務、與新華游學合辦夏令營、與大公報合辦大型展覽，

以及參與編輯和出版有關教材套。 

 

21. 參觀外交公署 

教聯會於 4 月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邀請，與特派員宋哲午宴。期間，宋哲

向出席的 50 多位教育界同工介紹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中國的外交情況，並就

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了交流。 

 

22. 推廣一國兩制教育 

教聯會在 6 月舉辦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專題講座，邀請嘉賓講解一國兩

制的由來、對香港社會和香港教育的影響，同場舉行資料冊首發式，包括資料冊

乙本和海報 6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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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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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線，亦剛開始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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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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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為期5年的「光影尋情大地行」教育交流計劃，今年為第3年，活動名為「園林

古鎮之旅──蘇州」(5天團)，40個名額全告爆滿。我們又在8月舉辦了教育界長

春吉林團，招待了16名同工。 

 

24. 擴大姊妹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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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開展了「姊妹學校專業支援服務計劃」，為10所內地學校提供了171小

時常識科和171小時英文科的支援服務。下年度的支援計劃剛剛開始，並於11月

18日舉行了啟動禮，共有10所內地學校參加此計劃。 

 

本年共有13所中學和8所小學透過教聯會締結成為姊妹學校。我們又於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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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十周年，為隆重其事，12月的簽約儀式將移師廣州舉行，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將出席，屆時會有超過30對姊妹學校一起簽約，並有大型分享會，讓兩地學校交

流結盟經驗與成果。 

 

25. 團結華夏園丁 

2014 年的主題地區為海南省，香港區的參與人數近 100 人；2015 年的舉辦地點

為吉林省，主題為「冰雪吉林之旅」，舉辦日期為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 

 

26. 培訓英語教師 

教聯會的英語教師義工隊今年組織了 21 位同工到四川省宜賓市、安徽省銅陵市

及六安市、湖南省長沙市及懷化市，培訓了當地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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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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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的廣州市教育局、4 月

的北京中國教育學會、9 月的廣東省政協、廣東團省委，以及 10 月的海南省教

育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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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於發聲  踏實貢獻社會 

28. 參與區議會選舉 

教聯會積極貢獻社區，發揮我們的社會影響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本會推薦

的 5 位教育同工成功當選，包括副主席林翠玲、副秘書長林文輝、理事丁江浩、

洪連杉，以及顧問麥謝巧玲，反映了各人的務實作風和立場得到廣泛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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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關心普選發展 

教聯會關心香港的民主進程，在政改第二輪諮詢期的最後一天，即 3 月 7 日，「政

改三人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到教聯會出席我們舉辦的「教育界政改論壇」，聆聽同工意見。 

 

教聯會又在 4 月發表「教育工作者對 2017 年特首選舉方案的意見調查」，指近 8

成半受訪教師表示支持今屆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反映教師普遍期望早日實現

「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教聯會亦呼籲立法會全體議員尊重大多數市民的意

願，為全港利益着想，投票支持政改方案。 

 

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當天，即6月17日，教聯會響應「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

的呼籲，到立法會外集會，促請議員盡責通過政改方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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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黃均瑜是基本法

推廣督導委員會會員暨本地社區小組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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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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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林翠玲是免費幼稚園

教育委員會──資助模式工作小組成員；顧問麥謝巧玲是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目標、教師專業及研究工作小組成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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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黃均瑜和副主席王惠成等亦經常向各大傳媒如《明報》和《星島

日報》等投稿甚至展開筆戰，積極捍衛教聯會的觀點與立場。 

 

31. 反對校園政治化 

嶺南大學學生會在 5 月舉辦音樂會，邀請樂隊演唱辱警粗口歌，教聯會對此作出

強烈譴責，指在大學傳播仇恨，令人遺憾。教聯會又在 5 月 23 日發表了「強烈

譴責激進份子衝擊校園」聲明，對激進份子因一所小學向一名持有「行街紙」的

兒童提供入學測試而作出衝擊，表示強烈譴責，批評此舉是「公然挑戰學校的專

業自主、衝擊校園、驚嚇學生，衝擊人類文明底線」。 

 

我們又在 7 月 29 日發表「教聯會譴責港大學生的不文明行為」聲明，對大學生

衝擊校委會表示深切遺憾，認為「此不文明行為既衝擊了院校現有制度，亦違反

尊師重道精神」，憂慮此風蔓延，校園衝擊行為將無日無之。 



 9 

其後，對於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內容陸續外洩，教聯會表示遺憾，並「憂慮此風

一旦蔓延至中小學，校園偷錄行為將無日無之，既影響課堂運作，亦嚴重破壞師

生之間的互信」。 

 

 自「佔中」一役後，社會充斥著濃厚的政治氛圍，年輕人變得更加激進，套用特

首在教聯會 40 周年晚宴上的講話：「政治魔爪已經伸入校園」。面對校園被政治

入侵，教聯會樂意支援學校，作其後盾，免學校獨力抵受政治衝擊。 

 

32. 拓展社區服務 

教聯會現時在九龍東和港島東都設有社區辦事處，兩個辦事處為區內的居民提供

了多類型的活動，包括教育講座、健康講座、慈善義賣、特賣日、遠足旅遊，以

及學生奬勵計劃等，廣受地區人士歡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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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尖沙咀文

化中心舉行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八周年系列活動暨義工服務日啟動禮」，除

有豐富文娛節目表演外，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主持了簡單而隆

重的啟動儀式。 

 

本會又為 9 月 23 日舉行的「教育界慶祝國慶 66 周年晚宴」提供秘書處服務。聚

餐筵開 66 席，近千位同工聚首一堂，慶祝祖國華誕，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胡建中、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及特區政府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應邀出席主禮；為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大會今年特別舉辦了

「從香港出發 看一帶一路」攝影比賽，並於聚餐上頒奬。 

 

春風化雨  嘉惠莘莘學子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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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邀請了觀塘、黃大仙和屯門區的中二至中

六學生參加，今年獲奬名額由28人擴大至60人，每人獲發3,000元奬學金，並於7

月舉行頒奬禮。 

 

35. 舉辦學生活動 

專業研究中心的「2015 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已廣為學界所熟悉，今年

一共吸引了近 800 位學生參加。教聯會今年和饒宗頤文化館合辦「漢字新潮」─

─2015 正字大行動，亦正在籌備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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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屆；教聯會又趁書展期間，組

織了 500名學生參加「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逛書展期間，每位學生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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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100 元購書津貼。我們又與香港弦樂團合作推出「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弦

光展現」小提琴訓練計劃，免費為大約 200 名小學生提供為期三年的小提琴訓

練。教聯會每年的遊學交流團遍及內地、台灣、新加坡等地，亦為境外來港的學

生提供接待服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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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先啟後  弘揚教育志業 

37. 直到現在為止，教聯會除了在凱途發展大廈租用了三層作會所及辦公室用途 

外，又於港島東創建了一個網上電台，也在九龍東和港島東成立了兩個社區服務

處，又在觀塘創建了「教師俱樂部」，一連串的擴展，意味著教聯會的成長和強

大。 

 

38. 香港由今年開始，踏入選舉年。教聯會在區議會選舉中報捷，接著，我們將 

研究如何參與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和 2017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冀選

出「為教師、為教育」的有賢之士，服務香港，報效祖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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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此外，我亦要

感謝各位前輩在過去一年的指導，感謝各位理事的努力，為教聯會拓展了一系列

會務。我亦要感謝 700多位學校聯絡員，於第一時間向同工發布教聯會的資訊。

展望未來，香港教育雖然撇不開政治勢力的入侵，但我們定必竭盡所能，捍衛香

港教育，絕對不會辜負各位對我們的期望。多謝各位。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