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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萬人捱「長痛」 九成拒請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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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準教師協會於11月17至23日以網
上問卷訪問了1,089名於各大專院

校教育學院的學生，了解他們對就業前
景，及於學生人口減少下當局各項相關
應對政策的意見。結果顯示，有91%準
教師對前途感到憂慮，亦有63%人直
言，擔心未來數年教席不足，會考慮投
身其他行業。而80%受訪者也指，準教
師就業難，將會導致未來業界出現人才
斷層，79%準教師認為政府漠視其就業
前景問題。

「超師」延至3年 更影響入職
針對教育局提出將「超額教師」保留

期由1年延長至3年的措施，57%準教師
稱，那將對未來數年準教師的入職帶來

「嚴重負面影響」，更有75%準教師因此表
示「沒有信心」能獲取教席。而就如何
解決問題，95%受訪者贊成政府推行小
班教學以增加教席，以及預留部分教席
以吸納剛畢業的新血。

批政策缺規劃 準教師受害
準教師協會主席呂志凌指，調查反映

準老師對就業前景感到悲觀及無助。他
表示，現時各院校每年共有有800個準中
學教師畢業，以今年計畢業生入職已十
分困難，「未來中學將縮班，令準教師
更難獲取教席」。他批評教育局在升中人
口下跌的應對政策，欠缺全盤考慮及規
劃，漠視準教師就業，令準教師成為政
府的規劃失誤的受害者。

協會建議當局除要盡快推行小班教學
以增加教席外，亦要預留10%至15%教席
以吸納新血，並將目前的級班師比提
高，初中由1班1.7位教師增加至1.9位教
師；高中由1班2位教師提高至2.3位教
師。

呂志凌又指，會盡快約見吳克儉討論
問題，以明確訴求並爭取準教師權益，
又同時希望教育局盡快制訂準教師中、
長期的培訓及入職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未來幾年升中人數持續下跌，除對

學校及現職老師帶來衝擊外，一眾尚在大學及教育學院就讀的準教師，

對畢業後的就業前景亦大感憂慮。一項調查顯示，多達75%各院校教育

學院的學生，並沒有信心畢業後能獲取教席，更有63%人因擔心教席不

足，未畢業已經考慮轉行。有準教師團體質疑，政府政策規劃未有考量

全盤準教師的就業問題，計劃約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就準教師的前景

問題商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升中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階段即將
展開，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昨進
行會議，確認教育局提出未來3年

「1-1-1」至「2-1-1」的減少每班
派位人數方案。由於減派或影響
升中生入讀心儀校機會，家長對
此最為關心，據悉，委員會席間
有部分校長提出，期望當局統一
發放全港中學的減派狀況，特別
是減派後各校的自行收生學額數
字，便利家長選校。

負責就升中學位分配運作細節
提供意見的中學學位分配委員會
昨開會，確認減派方案。不過，
由於學校可自行決定撥出零至最
多三成學額供自行收生階段用，
加上各校要向局方遞交「減派」
意願的書面申請，跟進需時，亦
要計算各校選取「減派」方案之
後，才能掌握全港整體數據。有
出席會議的校長表示，小學將於
下月初向家長發放有關升中選校
的資料，學校及家長特別關注中
學「減派」後的自行收生學額，
擔心家長因不清楚學校「減派」
情況而難以選校，期望局方能統
一發放全港中學減派後自行收生
學額數據及相關資料。

教局：學校須「自收」交表前公布
教育局發言人指，參與升中學位分配的

學校須於自行收生交表日（即明年1月3日）
開始前公布其收生準則及比重，及提供的
自行收生學位數目，並把有關資料上載學
校網頁或張貼於學校當眼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香港要發展
知識型經濟，高學歷人才是關鍵。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
時指，適齡學生入讀學士學位課程比率，
已由2006/07學年的21.9%，上升至2011/12
學年的31.1%，5年間大學生人數增加逾四
成；其中自資學位學額升幅驚人，3年間
大增近150%。他希望隨 政府資助及自資
學位發展邁向成熟，2015年以前全港超過
三分一的適齡青年可一圓大學夢。

吳克儉指，在2012/13學年，現時八大連
同另外8所自資院校，合共提供2.2萬個首
年學位課程學額，八大佔1.5萬個，自資院
校約7,700個。為提高副學位升學銜接機
會，教資會已計劃3年內把銜接學位課程
學額由每年2,000個「翻一倍」至4,000個。
至於自資院校的銜接學額，已由2010/11學
年的3,000個，增至今學年的6,500個。

就幼稚園實施3年免費教育一事，教育
局指現時市場的運作模式有很長的歷史，
如何落實免費幼兒教育須考慮校舍設施、
員工薪酬、租金及其他成本等因素，當局
未來需用更多時間與業界及家長溝通，計
劃在明年年中前，成立專責委員會及工作
小組作進一步諮詢，提出適切可行的方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一般小童於
5歲至8歲時，會開始對性產生好奇，家長
常被問到「口啞啞」。有見及此，家計會賽
馬會青Zone活動及資源館(ARC) 將於本周
六（12月1日）舉辦「孩子性好奇，家長點
算好？」活動，歡迎家長報名參加，費用
全免。

上述活動的舉行時間為上午10時45分至
中午12時，地點在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
中心8樓家計會ARC多用途室。屆時家計
會教育經理李明英會透過短講、短片及動
畫，為家長講解如何合宜地向子女灌輸正
確的性教育知識。講座的參加對象為5歲至
8歲兒童的家長，報名或查詢可致電2919
7793，詳情亦已上載於家計會性教育網頁
www.famplan.org.hk/sexedu。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對學
生人口減少下準教師就業情況，教育局
回應指，現時每年約有逾千名教師離開
行列，相信有關空缺足可以吸納新血，
局方並強調，為維持公平公開原則，當
局不適宜建議學校在聘用教師時，預留
教席給特定類別的申請人。

就準教師協會質疑政府漠視準教師，教
育局發言人回應強調，政府推出「保學
校」、「保教師」的一籃子措施，有助穩
定教師團隊，讓學校持續發展，保住學校
的班數及教席數目；而延長超額教師保留
期的「保教師」措施，更是讓有關老師繼
續留在原校任教，避免他們與剛畢業的準
教師競逐其他學校的空缺。

師訓學額考慮10年學童人口

教育局強調，在規劃師訓學額時，已

考慮未來10年適齡學童人口變化並作調

整，而以過往數年教師流失率約為5%

計，每年約有千多名教師因退休或其他

個人原因離開教師行列，騰出的空缺足

可以吸納新血，使教師隊伍得以保持健

康流動。

而關於小班教學的建議，教育局發言

人重申，小班教學涉及長遠政策，需要

更深入討論和研究，特別是升中生人口

將於2017/18學年起逐漸回升至高於現時

的水平，總班數將增加，當局現有措施

已盡量因時制宜，兼顧各方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香港人出
名「搏殺」，長時間工作隨時積勞成疾。
教院研究發現，三成半港人出現長期痛
症，推算全港有2百萬人患病，比率較10
年前類似調查大增2.2倍，當中最常見及
嚴重的部位包括腳、背、頭和肩膀。另近
九成病者即使出現痛症，也拒請病假。負
責研究的學者指出，長期痛症有機會演變
成長期風濕，一旦病症演變至不能康復的
地步，經濟損失隨時更大，呼籲患者盡快
求醫。

教院調查揭港人忍痛力強
教院在2007年至2009年透過電話成功訪

問了5001位市民。調查發現，35%受訪者
指自己有長期痛症，其定義是身體持續出
現超過3個月的痛症。至於女性、40歲至
49歲、月入少於1.5萬、已離婚或分居、
小學學歷及失業人士等群組，出現長期痛
症的情況較普遍。

研究指出，僅得7.5%受訪者會因長期痛
症而請假，與外國的「七成請假率」相
比，港人忍痛能力似乎甚高。負責研究的
教院心理研究學系副教授黃穎詩表示，這
與工作及醫療文化有關，「香港人工作

『搏到盡』，擔心老闆指責小小事就請假，
多選擇自行解決。香港流行很多外國沒有
的方法，例如自己塗抹藥膏或去做中醫推
拿」。

電腦普及痛症10年增2.2倍
10年來長期痛症患者比例大增2.2倍，

黃穎詩認為，這與電腦普及化和經濟環境
有關，「這個世代很多打工仔都要用電腦
工作，但姿勢卻長期不正確，加上調查期
間經濟轉差，受訪者均身心受壓」。她建
議患者多做運動及拉筋，改善身體質素及
放鬆自己。

近年港人工作壓力有增無減，情緒問題
備受社會關注，心理學家需求增加。教院

今學年起推出心理學學士學位課程，合共
錄取36人。

課程特設與心理學相關的必修實習，學

生可選擇主修學校心理學、健康心理學或
人際關係及傳訊，畢業後可銜接至教育或
臨床心理學的碩士課程。

美國史丹福
大學心理學家
菲利普．辛巴
杜 （ P h i l i p

Zimbaedo）曾於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
他把一輛車停在加州的中產階級社區，另
一輛停在相對比較雜亂的紐約社區，兩車
外表一模一樣。停在紐約的車，他將車牌
取下，把車頂的篷打開，結果當日車輛就
被偷了。至於在加州的車，過了一星期也
沒有事發生；後來，辛巴杜用錘子把那輛
車的玻璃打出一個大洞。不出幾個小時

候，車就被偷了。
政治學家威爾森（James Q. Wilson）和

犯罪學家凱林（George L. Kelling）根據
此實驗，於1982年提出了「破窗理論」
(Broken Windows Theory)。他們認為，若
把建築物的其中一隻窗打破，這窗若沒有
被及時修好，別人就可能因此而打破更多
的窗，罪案隨之發生。

小問題處理好 免越變越大
「破窗理論」可以運用於年輕人的成長

及日常處事的態度上，提醒我們要從小事

眼，當出現小毛病時便要處理，以免問
題越變越大。當我還是社工的時候，認識
一位年輕人，他經常抱怨自己在茶餐廳的
水吧工作，說如果能夠改當收銀，肯定會
比水吧做得出色。我反問他，當他連沖飲
品也會出錯，老闆真的會安排他收銀嗎？
說到這裡，這個年輕人也開始反省過往的
工作態度。

培養好態度 由日常做起
其實，要培養良好的態度並不太難，但

應從小開始建立，也得從小事 手。想成
為有禮貌的人，同學可以由日常生活開
始，例如當有人幫你按住升降機或是拉開

大門讓你出入，你可禮貌地回應一聲「唔
該」。久而久之，你不單會成為有禮的
人，也會成為一個懂得尊重別人的人。你
也可以由準時上課及準時交功課開始，培
養正確的做人及處事態度。

年輕人應該好好為自己的將來作準備。
良好的態度、守時及責任心，正正就是職
場上僱主看重的個人素質。

作者：梁璟璣

IVE（葵涌）及IVE（屯門）學生發展處

（學長啟導計劃）項目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中文大學工
程學院17名教授最近獲香港工程師學會（HKIE）授予
資深會員資格，破本港院校最多教師同時成為該會資
深會員的紀錄。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是會內最高級別的會員資
格，授予在工程學範疇具豐富專業知識及表現優秀的
人士。是次獲選的17位教授來自中大工程學院不同學
系，包括計算機科學與工程、電子工程、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他們將參與香港工程
師學會的諮詢及事務委員會，發揮所長。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蔡健權表示，資深會員乃學會
可供申請入會之最高會籍，在學會約3萬名會員中，只
有約1,000位資深會員，他們須在業內擔任領導性職
務，並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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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理論」年輕人成長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