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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73 

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 

二零一二年周年大會會務報告 

總秘書 張錦輝 

過去一年乃多事之秋，本屆理事會經歷了多番挑戰和考驗，現逐一向全體會

員作出詳盡報告。 

一、 內務工作： 

1. 俗語有云：「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理事會年中在會所增添了多

項文儀器材和家私，加強裝備，以配合日後的會務發展和應付各項挑

戰。 

2. 理事會在暑假期間如常舉行理事研討營，本會執行顧問何國璇校長仍然

與我們同在，為理事會的發展方向和工作給予寶貴的意見和提點。本人

在此代表理事會，向何顧問表示由衷的謝意。 

3. 暑假過後，會所曾進行了小型工程，提高電力安全和改善日久失修的地

方，為日後開放會所和服務會員做好準備。 

4. 理事會在九月至十月期間進行職能重組，以應付日益繁重的工會事務。

文書助理、內務秘書、外務秘書、總秘書和會長均以私人理由，先後辭

去工會職務。理事會立刻進行內部改選和聘用新職員，維持正常運作，

並按照法例要求，如期將改選結果通報職工會登記局。本人在此代表理

事會，向各位已辭職的理事給予衷心的祝福和感謝，多謝他們多年來對

工會的貢獻，期望日後再有合作的機會，共同為會員服務。 

 

二、 管職雙方溝通： 

1. 本會定期與首席助理秘書長進行諮議會，曾在會上提出多項同工關心的

問題，並且獲得高度重視： 

(a) 關注前線教學同工的工作壓力； 

(b) 要求提供額外資源增聘人手，已減省老師的非教學工作； 

(c) 學生輔導主任的職業前景； 

(d) 教師在暑假前到達退休年齡，應獲延聘至八月底，以減少老師突然離職，

對學生的學習和學校行政造成影響，以及讓老師取回應有的有薪假期； 

(e) 因為推行國民教育科而引起的各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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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師午膳安排； 

 

2. 在「教育局職員諮議委員會」方面，本會也連同其他友會，表達同工的

訴求，對不平等和不公義的事情，採取堅實的態度。 

 

三、 組織和聯繫： 

1. 在理事會的鼓勵和支持下，各理事分別參與了多項外間團體的選舉和工

作，提高本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a) 「教師中心」選舉：張錦輝副會長當選委員（官小界別）； 

(b) 「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選舉：張錦輝副會長和林磊明外務秘書分別

在教師工會界別、官立小學界別當選委員，為本會奪得兩席。如此佳績，

有賴會員和各個單位團體的鼎力支持。 

(c) 「聯秘處」：吳德華總司庫和陳家榮會籍主任擔任司庫一職； 

(d) 「支聯會」：許玉愛副司庫以單位代表身分參與各項支持和推動民主的

運動。 

(e) 「立法會」選舉：理事會通過議決，全力支持教育界別代表葉建源先生

參選，最終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  

 

2. 本會對社會事務也採取積極和認真的態度面對，並曾就以下事件，作出

及時的分析和跟進： 

(a) 「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張錦輝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立法會公務員

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表達教師工作仿

如無限工時的實際情況，為同工吐出一口苦水！意見書已送交立法會，

發言片段及意見書也上載本會網頁。 

(b) 與友會聯合組成「官校教師薪酬關注組」，共同爭取官校教師應有的薪

酬待遇。 

(c) 「國民教育」：本會在七、八、九月期間已公開撰文，具體地指出局方

在推行手法方面的問題所在，終獲社會大眾的認同。 

(d) 「教育局妨礙司法公正電郵」：本會法律顧問涂謹申議員召開記者會後，

本會迅速對這種公然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作出回應，並具體地指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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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3. 在過去的一年，本會參與了以下各項活動，為培育下一代作出貢獻： 

(a) 育苗計劃：本會發起創立的「廣東省偏遠地區育苗助學計劃」(簡稱「育

苗計劃」)，以支援廣東省偏遠貧困地區教育發展為宗旨。十多年來，

一直得到學校的熱烈響應，累積捐款已過二千萬元，受助學校已逾百間，

惠澤數以萬計學童。自上年度起，育苗計劃的焦點已由改善危房校舍，

變為推動山區教育現代化，以幫助這些學校「改善信息教學設備」為目

標。為了監察育苗計劃捐款便用情況，並了解對有關學校的幫助能否到

位，2012 年 5 月 13 及 14 日，本會理事與明報、資小校長會的代表，以

及得獎學校的學生和家長代表，到廣東省博羅縣的受助學校和申請學校

進行探訪。 

(b) 「為港儲材」美國南加州香港校友會聯會獎學基金：美國南加州香港校

友會聯會設立的「為港儲材」獎學金是為有意赴美國升學的香港學生提

供四年學費資助。該獎學金自一九九七年設立以來，一直由本會統籌香

港的評審工作。本年度的面試已於 2012 年 5 月完滿結束。 

(c) 與北區青年商會合辦活動：本會繼續協辦「北區青年商會舉行兒童金口

獎」，並派出理事擔任英語及普通話的評判。 

 

4. 為了與會員保持聯繫，過去一年，本會出版了 14 期會員通訊和第 199

期會訊，並與不同機構合作，為會員提供各種福利： 

(a) 教協給予本會會員的福利服務：享用服務範圍包括購物服務、綜合服務、

醫療及化驗服務、驗眼及裝配眼鏡服務、中醫、牙科、康樂、旅行及報

讀課程； 

(b) 油麻地旅遊優惠：訂購指定酒店及交通套票折扣優惠、指定東南亞旅行

團折扣優惠、中國長線/短線旅行團折扣優惠、參加本地團或兩餐一天團

以及海上遊折扣優惠； 

(c) 凝聚國際有限公司的各類大小工程，會員可獲七折優惠（工程費及設計

費）； 

(d) 「宏旅保」旅遊保險計劃，會員可獲特別折扣優惠； 

(e) 仁康診所：包括流感疫苗注射、醫學美容等醫療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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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流動電話服務：潤訊電信、和記電訊分別向本會會員提供特惠通話服務

計劃和購買手機計劃。 

 

四、 維權工作成果： 

1. 優化教師申請調校的措施：本年度的調校申請，局方已正式落實本會提

出的幾項建議：尊重同工的個人隱私、提高申請程序的透明度、減少上

司與下屬的誤會和磨擦。申請調校的表格內已加入「索取校長推薦內容

副本」的選項，希望同工珍惜這個權利。 

2. 「特殊教育支援主任」成功轉聘為助理督學（學位）：持續兩年多的爭

取，不斷與局方鬥智、鬥力，軟硬兼施，甚至採取工會行動，終於為同

工取回失落多年的權利和待遇。此事再次說明了「團結就是力量」的道

理，如其他同工也遇到不合理的待遇，也應團結一致，與工會合作，工

會一定與大家並肩作戰到底！ 

3. 釐清「學生輔導主任」駐校的職能：局方已接納本會的要求，修訂並釐

清了「學生輔導主任」駐校的職能和工作範圍指引，讓學校的學生輔導

服務重拾正軌。 

 

五、 總結與展望： 

 理事會在過去的一年裏，由優化內務管理開始，如理事各司其職、各展

所長、加強資訊的管理、加強動員能力等，再配合積極進取的組織和聯繫工

作，形成「裏應外合」的格局，方能取得滿意的成果。 

 最後，我謹代表理事會多謝本會義務核數師陳維端先生及義務法律顧問

涂謹申先生，多謝兩位多年來對本會在財務管理及法律事務的專業支援，令

本會會務保持良好的運作。 

 本會希望來年與同工一起延續「團結是力量，齊心就事成」的精神，續

創佳績！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