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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長頂薪等同中學科主任
損升遷意慾影響教師入行 團體盼施政報告檢視編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本屆特區政府視教育為其中一項施
政焦點，已率先增撥 50 億元教育
新資源，推出包括改善班師比、資
助自資學士等多項措施，惟仍有不
少問題尚待改善，小學界別面對的
「不平等待遇」可能是其中一個焦
點。4 個小學議會及校長團體昨罕
有聯同約 100 名校長召開記者會，
指在政府長年忽視下，現時小學中
層行政人手比例嚴重偏低，而小學
校長頂薪亦只等同中學的副校長甚
至科主任，較中學校長低近三成，

■四個小學議會及校長團體就施政報告提出五點訴求，包括促請政府調
整小學校長職級及薪酬架構。

嚴重影響教職員升遷意慾，甚至影
響教師入行，期望月內發表的施政

■近百名校長昨日手持天秤圖案紙張出席記者會，促請政府還小學教職
員公平待遇。

報告能作全面檢討。
貼小學議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津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及香港小學教

育領導學會（以下稱「四會」），昨日聯
同約 100 名校長召開記者會，指出政府長年
忽視小學界別，期望新一年施政報告有所
改善，包括調整小學校長的職級及薪酬架
構，同時改善副校長及主任職系與待遇，
並因應未來人口下降情況，及早規劃並逐
步落實分區小班教學政策。

中層行政人手嚴重偏低
根據現時中小學編制，全校有 36 班的小
學，其校長（一級小學校長）薪酬與全校
有 15 班的中學副校長相同，頂薪約 8.8 萬
元，較中學校長近 12.2 萬元低 28%，如學
校規模較小只得 23 班，其校長薪酬（二級
小學校長，頂薪約 8.1 萬元）更只等同中學
科主任；至於小學的學位主任，頂薪亦只
等同中學學位教師。
另一方面，四會指小學獲分配的中層行
政職級人手比例嚴重偏低，例如同為 30 班

的學校，小學只得 10 名中層人手，中學卻
有超過 20 人，令學校行政管理、教師士
氣、教師入行意慾等都受影響。

教職差距極大 盼問題獲正視
四會工作小組召集人、小學教育領導學
會主席張勇邦表示，現時的小學職系自
1994/95 學年起沿用，惟當時小學是以半日
制為主，至今公營小學基本上已改為全日
制，教師工作量日益增加，惟有關制度卻
未與時並進，以致中小學學位教師職級一
直存在極大差距，情況令人失望。
他表示，小學和中學校長的資歷和學歷
要求相同，而近年政府已先後於專上、中
學、幼兒教育界別投放大量資源，期望小
學面對的問題能獲得正視。
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賴子文表示，小學
校長工作涉及全校行政管理、財政及教
學，與中學科主任的工作量及涉及範圍相
距甚遠，認為現有小學校長薪級已逾 20 年
沒改善，相信本屆政府是時候作檢討。四

教聯會：幼師冀重設薪級表

會期望，政府能成立專責小組全面檢視小
學編制及薪酬架構，讓中小學能達至同工
同酬，並吸引合適的教學人才。
教育局發言人回覆指，十分感謝小學校
長和教師一直以來的努力和貢獻，政府近
年已積極回應業界訴求，開設小學副校
長、英文科主任教師的職位，及將小學課
程統籌主任轉為常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除了四個
小學團體外，教聯會昨日因應施政報告
教育方面提出多項訴求。該會上月訪問
了超過 700 位中小幼及特殊學校教師，發
現幼稚園教師最期望能重設薪級表，而
中小學教師則認為應進一步改善班師比
例及增加學位教席，同時亦指政府應關
注學童身心成長，加強學校的生命教
育，促請政府回應並推出措施，改善積
存已久的教育問題。
教聯會在 9 月訪問了 720 多位中小幼及
特殊學校教師，分別問及其所屬界別
中，最急需改善的教育項目。
結果顯示，在幼教方面，幼師認為
「重設幼師薪級表，全面資助幼師薪
酬」最需要優先處理，於 1 分至 5 分的急
切評分中獲 4.51 分，而調高幼稚園資助
額，及增加全日制及長全日制人手與資
助，則分別獲4.4分及4.35分。

教局：中小學教職不宜比較
教育局又表示，有關小學界對調整校長
及教師薪酬水平的意見涉及公帑的運用，
政府會於不同持份者的訴求中，審慎平衡
各方關注，並須考慮整體財政及承擔能力
和資源運用的優次。
發言人並提到，教師職系和職級經考慮
多方面因素而訂定，中小學在課程、學與
教模式，學生學習及發展需要等各有不
同，校長與教師的工作性質、職責亦有
異，故不應把兩者薪酬和晉升作直接比
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港家長
不少都希望孩子可以盡早上學，唯恐子女
落後於人，智庫組織「冠域商業經濟研究
中心」昨發表《香港教育藍圖研究 2017》
報告，當中提及多國研究發現，較遲入學
的孩子之學術表現竟然比早入學者好，顯
示「贏在起跑線」的觀念未必站得住腳，
反會弄巧反拙令子女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冠域商業經濟研究中心的中心主任關焯
照，聯同有份撰寫《香港教育藍圖研究
2017》的中學英文科科主任林浩川、東華
學院商學院助理教授李伯珍昨日公佈研究
結果，並針對本港的學前、小學、中學，

以及專上教育提出改革建議。
報告指出，現時香港有幾項重大教育問
題，包括不少家長要求孩子提早學習以
「贏在起跑線」的錯誤觀念、幼稚園教師
流失情況嚴重、市場出現過度教育
（Over-education）問題、社會普遍視職
業訓練為次等教育等。

成熟程度影響表現
香港不少家長均希望子女「贏在起跑
線」，故積極催谷，但關焯照引述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 James Heckman 及 3 位學者
的研究指，較遲入學、年齡較大的學生成

熟程度較高，學習表現較為佔優，而且優
勢不會隨年齡增加而消減，這點很值得留
意。德國亦有研究發現，7 歲入學者，在
小學的成績比 6 歲入學的孩子好，反映學
得早不一定成績好。
報告又引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2015 年的
研究指，學生社交和情緒能力與學業成績
有關，學生若有良好的社交及情緒技能，
其學術成績會得到持續改善，而相關技能
更可增加他們將來工作的競爭力。

學歷供過於求現錯配
至於現時勞動市場出現「過度教育」問

題，關焯照指因過去 10 多年政府不斷增加
專上教育學額，於是有大學學歷的勞工人
口大增，情況供過於求，令市場出現學歷
錯配的困局。
另一方面，跨國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調查
則顯示，去年有七成香港僱主認為在填補
公司空缺方面出現困難。
關焯照認為，政府應改革本地職業教育
模式，例如可參考瑞士雙軌制等，而負責
培訓的導師需要接受培訓，掌握傳授技術
的技巧，提升職訓教育的水平，以逐步扭
轉社會視職訓為次等教育的觀念，才可改
善上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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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中秋佳節將至，中文大學
在過去兩個周末組織超過 150
名義工到訪大埔和馬鞍山多條
屋邨，贈送超過 1,000 個「愛
心月餅」和福袋予獨居長者，
並送上溫暖的祝福。今年為中
大第三年推出「中大愛心月
餅」，獲得師生、校友和各界
人士踴躍支持。

每售出一盒月餅，中大都送
出一個月餅，加上衆多熱心人
士將所購的月餅全數捐出，最
後 共 有 逾 1,000 個 「 愛 心 月
餅」由「中大·關懷服務團」
義工派發予獨居長者。
此外，售賣月餅所得逾 6 萬
港元利潤，會全數捐贈中大
「I·CARE 博群計劃」，支援
學生個人成長和發展。

伴君如伴虎 功臣惹殺禍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
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生常
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正在舉行「回歸盃—第七屆
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為此大會
特別推出「中華學堂」專欄，以輕鬆手法
介紹與香港特區回歸及國情相關知識，深
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明太祖朱元璋被指愛殺功臣，相信不少
人都應該聽說過，受害者包括藍玉、胡惟
庸等，但其中最冤枉的，莫過於李善長。
這位被稱為「開國功臣之首」的老丞相，
以76歲高齡被朱元璋賜死。
李善長 40 歲時隨朱元璋打天下，那時朱
元璋也只是一股反元地方勢力，隨着朱元
璋慢慢統一天下，李善長也成了中書省丞
相，朱元璋親自封他為開國功臣之首，受
封韓國公，風頭一時無兩。

然而，在皇上面前，爭風呷醋在所難
免，受皇上寵愛就自然有人要打小報告把
你趕下台，皇上一次兩次信你，不代表以
後都相信你，李善長最終就在胡惟庸案中
被牽連。

遭誣告造反 株連全家
事緣有人告發丞相胡惟庸造反，審問過
程中有人供出胡惟庸請求李善長幫他造
反，而李善長又頗為心動，結果朱元璋就

親自賜死了李善長，還要株連全家，只剩
當了駙馬的兒子倖免，朱元璋看在女兒面
上，沒有趕盡殺絕。
李善長「協作他人造反」一案，不止現
在看起來荒謬得很，連當時人也覺得不合
情理，其中一個大臣在李善長死後第二年
上書朱元璋，直指案情可笑，你說李善長
自己要做皇帝也算了，他去輔助胡惟庸是
想怎樣？他現在都是開國功臣之首，要錢
有錢、要權有權，幫了胡惟庸，酬勞不過

浸大呂愛平獲中藥科研獎

起跑早未必贏 遲入學表現更佳

中小學方面，則以進一步改善班師比
例及增加學位教席被視為最急需處理，
兩者急切評分均高於 4 分，另教師們亦認
為需要優先加強關注學童身心成長，及
推動生命教育。
針對小學教師，有較多人認為應檢討全
日制的推行情況，及制訂方案應對「後雙
非」縮班危機。至於特殊學校教師，除了
要求改善教師編制及班額外，亦期望改善
社工編制及增加專責醫護人員。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期望行政長官
兌現競選承諾，盡快啟動全面檢視教育制
度，從課程、評估等各方面作檢討，改善
目前本港教育的不足之處。
同時他呼籲政府應盡快為香港未來教育
作出規劃，以更好地掌握教育發展全局，
並盡快就教育新資源餘下的 14 億元撥款
中，廣泛諮詢業界意見，長遠進一步增加
教育經費，以顯示政府對教育的重視。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 (左) 頒發獎
項予呂愛平。
浸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呂愛平
近日獲香港中藥業協會頒發中藥科
研貢獻獎，表彰他對中藥科研工作
的成就和貢獻。
呂愛平長期從事中醫藥轉化研
究，包括中醫藥治療類風濕關節炎
與相關疾病的藥理及臨床研究和中
藥新藥研發，多年來發表學術論文
500 餘篇、編寫著作 30 餘部，並獲
60多項發明專利。
他還是中醫標準化的學者，2009
年起擔任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中醫
藥技術委員全體會議的中國代表團
團長至今。
香港中藥業協會由 20 多個中藥商會的會
長共同創立，每年均舉辦不同形式的中藥推
廣活動，包括頒發獎項表揚優質中藥企業及
對中藥業有傑出貢獻的人士。

也是開國功臣之首，根本就沒有好處，這
樣去幫人造反不就是嫌命長嗎？
以朱元璋的小器性格，一般人這樣說他
判錯案，恐怕也得被當庭打死，但朱元璋
這次竟然啞口無言，無從辯駁，反正人都
死了，只好「太祖得書，竟亦不罪也」，
當沒事發生過。
■文澄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
國情知識大賽」資料，
可 瀏 覽 http://cnc.wenweipo.com/，或掃描有
關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