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界憂論資排輩無助吸人才 高學歷文憑師難「升職」

小學學位教席增
供不應求爭崩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現時小學文憑教師逾95%持有

學位學歷，但學位教席只佔總教席一半，不少高學歷的教師被

迫「屈居」文憑教師一職。教育局將於新學年起增加公營小學

學位教席的比例，按當局資料推算，2015/16學年將增加1,440

個學位教師。有小學文憑教師認為政策屬好消息，但相信「轉

職」依然困難，會自我增值為前景增加籌碼。有學界人士指，

政策還給持有學位的文憑教師一個公道，但增加的比例有限，

學校選升學位教師按多項因素，包括年資和對學校未來發展的

影響等，學歷只是其中一個參考，學歷再高的文憑教師也未必

能如願。

教育局2015/16學年起連續3年，把
公營小學的學位教師比例由現時

的50%逐年增加5個百分點，至2017/
18的65%。根據教育局2015/16年度財
政預算資料顯示，2014/15學年官校小
學教師有18,900人，若學位教師比例達
到上限 50%，即有 9,450 人為學位教
師；而新學年官校小學教師將增至
19,800人，按5個百分點學位教師增
幅，新學年將有10,890個學位教師，即
受政策影響和學生人數增加之下，學位
教師將增加 1,440人，文憑教師可望
「轉職」。

「因材用位」成吸人才關鍵
身兼教聯會副主席的馬鞍山靈糧小學
校長陳美娟表示，新安排是好事，令已
經持有學位的文憑教師有機會轉為學位

教師，學歷獲得認同。不過她建議若政
府繼續調高相關比例，應全面檢討教師
編制。至於措施能否吸引人才入行，她
認為要視乎學校是否「因材用位」，
「若只是因讀得書多，或者論資排輩
（轉為學位教師），不能夠鼓勵有心有
力的教師。」
津貼小學議會顧問、保良局田家炳千

禧小學校長冼儉偉指，措施「有點安
慰」，但不認為對吸引人才有很大幫
助。他解釋，現行的編制對教師不公
道，大多職級屬「文憑教師」的現職老
師均持有學位學歷，只因「學位教師」
比例有限才令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待遇，
故此政府調升學位教師職位比例，職銜
由「文憑教師」變「學位教師」嚴格上
不算是「升職」，期望政府繼續檢討和
改善小學教師編制。

他又指，學位教師職位比例增加，
「（文憑教師）要爭取表現（轉為學位
教師），是一個機會。」由於「學位教
師」比例有限，學校會根據經驗、管理
與領導、教學、與家長溝通等，在符合
學位資格的教師中揀選可「升職」的教
師，而高於學士的學歷只是其中一個參
考因素，始終「工作表現最實際」。他
預計教師進修與否都是個人選擇，未必
與爭取「學位教師」的職銜掛鈎。

文憑學位起薪點頂薪點有別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表示，文憑教

師和學位教師屬於不同職系，起薪點和
頂薪點均不同，措施對文憑教師是一個
「升職」機會。他相信學校考慮的關鍵
在於教師工作表現、教師能否配合學校
發展、有否擔任行政崗位，如訓導主

任、活動和學科主任等。除非學校想突
出師資有高學歷，否則學士、碩士和博
士等均符合學位教師的資格，而工作年
資反映教師對學校的忠誠度，但升職亦
只屬人情考慮。

文憑師：每個教師都等着升
小學合約文憑教師陳老師認為，小學

學位教席不足，增加有關職位是好消
息。陳老師指，自己只是一年合約教
師，朝不保夕，若能轉為學位教師，像
她一樣的合約文憑教師或可以變長約，
「每個教師都等着升上去（學位教
師）」。不過小學教師一職競爭大，且
樣樣都要識，故在去年報讀中文碩士課
程增值。她相信，學校多以教師的年資
甄選條件，新入行的文憑教師即使有更
高學歷，轉為學位教師始終有難度。

教院師生砌膠畫宣「綠」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第十五屆中學生天文
訓練計劃日前舉行畢業典禮。70名熱愛天文的高中學
生自去年11月起學習天文學理論，參與肄業觀測營和
一系列的天文工作坊，學習較專業的天文知識。
由香港太空館、中文大學物理系和香港天文學會合
辦的中學生天文訓練計劃，旨在培育本港天文和科學
人才，而今年參與計劃的學員多達70人。是次畢業禮

邀得太空館館長梁偉明、香港天文學會會長楊光宇、
中大物理系講師梁寶建、香港天文學會教育部部長余
甘楓等擔任嘉賓。
課程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學員自去年11月起，除

了要在中大學習基本天文理論，包括日月食、流星雨
等天文現象和宇宙學知識，也要接受天文觀測培訓，
掌握各種類型的望遠鏡性能，組裝德式赤道儀和望遠

鏡等。
另外，學員在太空館內進行一系列的天文工作坊，

在課程最後階段的肄業觀測營內，進行筆試考核和望
遠鏡組裝考核。通過考核和達到一定出席率的學員日
前已獲頒由太空館、中大物理系和香港天文學會認證
的畢業證書，並獲中大理學院頒發「資優計劃」的兩
個學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李穎宜）近年來，
社會講求環保升級再
造，而塑膠是市場上
主要回收物料之一，

除了回收再造成為原材料外，原來亦可以搖身一變成
為藝術品。香港教育學院12名來自可持續發展教育中
心的學生，花了1個多月的時間，把毫不起眼的塑膠
改造，結合台灣可持續旅遊的概念，活化成一幅幅生
動的馬賽克鑲嵌畫。有關藝術作品早前更進行公開展
覽，藉以提高巿民的回收意識。
教院12名學生聯同教院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
霍年亨，與台灣環保人士「大象爸爸」李孟發合
作，推廣環境保育。學生分為3組，以台灣可持續旅
遊為題，利用塑膠製作了4幅各具特色的馬賽克鑲嵌
畫。

墾丁睹草地減 料遭旅客「毒手」
教院可持續發展教育學系二年級生黃嘉諾表示，曾
兩次到墾丁旅遊，發現當地鵝鑾鼻燈塔的草地愈來愈
少，相信是旅客不懂生態保育有關。她希望以這個台
灣地標作主題，喚醒大眾珍惜旅遊環境的意識。
黃嘉諾和組員先從慈善機構、校園和住宅收集大量
廢棄的膠樽膠蓋，之後逐塊碎膠片按顏色分類，再逐
一鑲嵌於畫板上。黃嘉諾指廢膠物料形狀不一，表面
又凹凸不平，單是剪開膠樽都有難度，幸好組內有男
生幫忙，組員間可分工合作完成作品。她表示整個創
作過程歷時一個多月，親自體驗清洗膠樽、分顏色、
裁剪及鑲嵌，過程難忘。
本身有兩年多教授小童興趣班經驗的黃嘉諾還提
到，很多孩子的環保意識不足，「特別是家境較富裕

的孩子，他們根本不懂如何回收廢物。」她希望能一
邊教授他們各類的課餘知識外，亦能把環保意識灌輸
給下一代，讓環保融入生活。
至於創意藝術與文化學系三年級生李韻璇，則與組

員拼砌出貓頭鷹的圖案，「最困難之處在於要找出合
適的顏色塑膠，再突出整幅畫的主體（貓頭鷹）。」

數百元製4畫 校園內展出

霍年亨認為，製作馬賽克畫有解像度的限制，故要
有鮮明的主體，「而這次主要協助同學訂購一些對室
內環境無害的膠水，貫徹環保概念，花數百元就可完
成4幅作品。」
這4幅作品即將放置於教院校園內，供師生觀賞；

師生亦計劃於今年6月開始製作一幅以大象為題的鑲
嵌畫，李孟發會將之帶往世界巡迴展覽，繼續宣揚環
保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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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供成人學
生申請的「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拖欠還款情況嚴重，備受社會關注。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昨日以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
有關查詢時指，政府自2012/13學年起，
將計劃下的合資格課程類別由九類收緊為
五類後，2011/12學年的拖欠還款人數為
9,147 人，2013/14 學年已下降至 7,267
人，減少逾1,800人。
為防止修讀指定專上/持續進修及專業

教育課程的貸款被濫用，吳克儉表示，政
府於2012年完成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檢
討，並實施一系列措施，包括於2012/13
學年起，將計劃下可申請貸款的合資格課
程範疇，由九個類別重整收緊為五類，以
杜絕紀錄不良的課程提供機構和無質素保
證的課程，阻止貸款被濫用。
教育局數據顯示，在2011/12學年有

9,147名拖欠還款者；2012/13學年，課程
類別收緊至五類後，拖欠人數已減少至
8,435人，在2013/14學年更減少至7,267
人，兩年間減少逾1,800人。

與私隱專員商「畀料」增阻嚇
吳克儉強調，為確保公帑得到適當運

用，有需要採取更有效的阻嚇措施，以解
決拖欠還款問題。他認為，當局應仿效銀
行和金融機構的做法，像防止私營機構過
度借貸一樣，在符合《個人信貸資料實務
守則》的情況下，向信貸資料機構提供較
嚴重拖欠還款個案人士的負面信貸資料，
防止政府貸款被拖欠。他又指，局方會繼
續與私隱專員磋商，期望在合法的情況
下，把上述建議付諸實行，阻嚇學生貸款
人拖欠還款。

石禮謙任英基管理局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子優）英基學校協會（英
基）昨天宣布，立法會議員
石禮謙獲選為英基管理局新
任主席，接替退任的原主席
唐家成，任期3年。而石禮
謙今日會出席英基的傳媒午
餐聚會，分享英基最新的發
展計劃和他對優質教育的看
法。
石禮謙於航運、地產和建

造業界貢獻良多，又積極參
與社會事務，例如在教育層面他現為科技大學顧問委員
會成員，亦是香港大學校董會及校務委員會成員，並先
後獲頒銀紫荊星章和金紫荊星章。他透過英基讚揚唐家
成具領導和判斷力，任內帶領英基度過一段充滿挑戰的
時期，並留下良好基礎，又指自己決心保證英基會繼續
發展，讓學生盡展所長。
英基行政總裁葛琳亦對石禮謙出任新主席表示歡迎，

她指石領導能力出眾，具商業管理專業知識，亦對教育
有傑出貢獻，有信心他能帶領英基走向未來，繼續為學
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

■石禮謙 資料圖片

英美澳新加
哪家讀醫護好？

香港學生到海外升讀專業課程由
來已久，其中醫護類課程更屬熱門
類別。醫護類課程包括不少專業範
疇，例如醫科、牙醫、獸醫、脊
醫、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放射治
療、言語治療、足病治療、藥劑

師、營養師以及護士課程等等。英語系國家如英、美、
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傳統上都是港生主要考慮的升
學地點。
看美國和加拿大學制上，不少醫護類學科的學習時間

長達7年至8年，之後才能畢業，完成相關專業資格註
冊，故此選擇前往美加升讀相關學科的同學較少；新西
蘭的大學雖然有開設不同的醫護類學科，但由於當地人
口不算多，學生往往只有一兩間大學可選擇，在大學和
升學地點的選擇上有所局限，也較少港生前往升讀。
至於澳洲，近年當地部分大學把醫科入學要求改變，

申請者必須完成一個學位後才能報讀醫科（近似美國學
制般），使學習時間大幅加長。澳洲8間重點大學中的
悉尼大學和西澳大學，都作出了這種改變。由於澳洲醫
科大學的選擇減少，到英國升讀醫科的港生因而有所增
加。

澳放寬工作政策 醫科外料搶手
然而，醫科以外的其他醫護類課程情況則完全相反，

到英國的人數減少了，但到澳洲的人數卻大幅上升，其
中一個原因是兩地簽證政策的變更。大部分醫護課程均
要求學生在讀書期間或畢業後進行一段時間的實習，才
可完成專業資格註冊，而英國近年收緊了海外生的實習
簽證申請要求，令學生畢業後留在當地實習存在一些不
肯定因素；澳洲方面則相反，海外生畢業後在留在當地
工作的政策放寬了不少，吸引更多人選擇到當地升讀醫
科以外的醫護類課程，加上澳幣匯率自去年起下降不
少，與過去三四年比較，升學費用相對減少，相信未來
會有更多學生選擇到澳洲升讀有關學科。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20年經驗協助學生到海外升學，定期探訪

各國中學、
大 專 及 大
學，十分樂
意分享協助
同學到海外
升學的心得

■蔡國光 資料圖片■陳美娟 資料圖片 ■冼儉偉 資料圖片

■■李韻璇李韻璇((左左))和黃嘉諾和黃嘉諾((右右))共同參與創作共同參與創作
「「廢塑膠馬賽克鑲嵌畫廢塑膠馬賽克鑲嵌畫」，」，宣揚宣揚「「變廢為變廢為
寶寶」」的環保概念的環保概念。。霍年亨霍年亨((中中))從旁協助學從旁協助學
生完成作品生完成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穎宜 攝攝

7070中學中學「「小天文學家小天文學家」」畢業畢業

■後排左起：余甘楓、楊光宇、梁寶建、梁偉明向得獎學生頒發獎狀。
大會供圖 ■學員須在20分鐘內完成組裝赤道儀、安裝望遠鏡、平衡經緯重量等步驟。 大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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