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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總默默耕耘 頻為教師出頭
余綺華：個案約六成涉薪酬問題 年收求助近50宗成功率逾90％

擁有近十萬名會員的

「教協」近日突然宣告

解散，「教師的權益問

題由誰維護？」自然成

為教育界的關注焦點。眾所周知，「教協」一直以政治掛

帥，所謂爭取權益不外乎是庇護「黃師」、為被「釘牌」的

失德教師開脫，明眼人一看便知「教協」是否「有心」協助

教師。事實上，香港有不少教師團體一直默默耕耘，教育工

作人員總工會會長余綺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

該會處理過很多求助個案，約六成與薪酬有關，部分「情

節」千奇百怪，成功處理的比率約九成。

該會未來會繼續為教師爭取權益，並成為

前線教師與辦學團體、教育局之間的橋

樑，呼籲有需要的同工可向該會求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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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綺華表示，該會成立十多年
來，每年收到的求助個案約

30宗至50宗，其中薪酬合約問題
佔了總求助個案近六成。她舉例，
有教師受聘為「常額教師」，開學後
卻遭通知變為「合約教師」，待遇變
得截然不同；亦有合約列明月薪三
萬多，實質工資卻只有兩萬多。

有學校沒按薪級表出糧
她表示，有學校在合約上把月薪

定為「三萬至六萬」，完全沒有按
照教師薪級表出糧；「更曾有教師
入職兩年非但沒有加人工，還竟遭
剋扣人工，甚至要補回『差
價』！」教總收到有關求助，會根
據合約文件、教師口供等了解學校
是否有違勞工法例，並建議採取合
適的跟進行動。
她又指，不少教師都希望擁有穩

定的工作環境，惟遇上不公情況，
難免會感到徬徨無助，曾有苦主因
為不想得罪現有僱主，於是離職後
才敢向教總求助，「當教師因為
『驚』而不願尋求協助，事後若法
團校董會反問『點解當時唔講？』
屆時想要追討賠償、解決問題便會
更加艱難！」
除了薪酬合約問題，教總亦收過
林林總總的求助個案，包括無故警
告及無理解僱、病假權益、職場欺
凌等，若涉及侵犯私隱、性別歧視
等，該會會轉介予私隱專員公署及
平等機會委員會等跟進，「經過我

們處理的個案，成功處理的比率有
90%以上。」

校長涉非法禁錮 險害死教師
她憶述，曾有校長涉嫌非法禁錮

教師，並以「我有急救牌」為由，
阻止患有心臟病的教師離校。「當
時我們協助召白車（救護車），救
護員亦表示猶幸我們及時求助，否
則教師性命難料！」她鼓勵教師積
極尋求協助，強調啞忍並不會令情
況好轉，「我們的理事會成員都是
由資深教師組成，相信能從教師角
度出發，認真服務所有會員。」

續爭取教師可帶薪進修
余綺華強調，教總一向以教師權

益為本，例如曾經成功爭取教師暑
假的勞工保險，因教師一般在8月
中開始上班，但校長不一定有意識
為新入職的教師購買半個月的勞
保，「經我們爭取後，有學校願意
增撥資金，為教師購買 10 天勞
保。」她表示，教總未來會更加聚
焦教育政策、教師權益事宜，亦會
透過多種途徑發布有關研究結果。
由於教育局是教育界的重要持份

者之一，教總除了會與教育局官員
會面，亦會爭取安排官員與教師會
面的座談會，協助教師聲音直接傳
達至政府，「教育潮流一直改變，
新的教學法不停湧現，我們會爭取
教師帶薪進修事宜，期望教育局能
推出相關政策配合。」

對於職場新鮮人而言，工作經驗固
然重要，不過，員工的應有權益亦應
受到保障。原本任職小學的A老師，
開學後竟由「常額教師」變為「合約
教師」，她亦曾簽署沒有列明薪酬的
合約，面對種種不公平，由於人生經
驗不足，選擇了啞忍。現在回想起
來，她覺得應該及早向教育工作人員
總工會反映情況，也期望藉着自身經
歷，呼籲年輕教師積極尋求協助。
A老師於2013年畢業後隨即投身教

育行業，惟首份工作即遇上不公平情
況，「開學前校方表示有實缺位，並
以『常額合約』聘請我，惟開學後我
卻變成『合約教師』；亦試過在一所
學校，合約沒有列明薪酬便叫我簽
名……」
她直言，「當時不知道有什麼途徑

可以求助，當時還年輕，唯有抱着
『做住先』的心態繼續工作，但我感
覺就像被騙了進去……」加上A老師
在學校被安排了超乎想像的工作量，
先後輾轉換了五所小學任教，惟情況
仍未改善。
事業上的波折難免令A老師感到漂

泊及失望，但她仍然心繫教育，最終
轉到補習社任職補習老師。「教育界
很多老師都正受害，我希望藉披露這
些不公義的事情，呼籲年輕教師盡快
求助！」

眾所周知，「教協」一
向極力為「黃師」開脫，
把政治利益與教師權益畫
上等號，甚至以出位言論
博取教師支持，教育工作

人員總工會會長余綺華強調，「香港社會每個
人都有各自的立場與想法，但我們作為工會，
會致力維護教師權益。我們不問政治立場，只
會以中立、專業的態度幫助教師解決疑難。」
余綺華直言，「教協」解散對教育界始終

有一定影響，「不少教師每年都會續會、到
『教協』超市買文具、家電、餅卡等，對於
『教協』難免有種『情意結』。」
但事實上，「教協」原有福利不少團體照

樣可以提供，她更笑言：「我們是工聯會的
屬會，而且全港各區都有會址，都非常歡迎
教師來購物！」
她強調，教總一向以教師權益為本，未來

會致力擴大影響力，包括把入會表格遞送至
各學校，提升知名度；未來教總亦會增加教

師福利，除了提供教師醫療體檢服務，亦會
增加協助教師減壓的興趣班，服務多元及質
素毫不遜色於「教協」。

擬辦講座助師授國安法
在專業層面方面，教總未來會提供更多有

關香港國安法的教育講座，協助教師了解教
授相關內容的要點，亦會舉辦更多學界比
賽，例如書法及體育比賽，鼓勵教師帶領學
生參與。

秉持專業態度 助教師解疑難

●教總未來
會提供更多
有關香港國
安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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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老師憶
述道，自己
多次遇到不
公平對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余綺華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未來會繼續為教師爭取權益，並成為前線教師
與辦學團體、教育局之間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區政府修訂正在立法會審議的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進
一步放寬屬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合資
格非本地培訓專科醫生申請來港執
業。本港人口老化嚴重，醫護短缺嚴
峻，加大引入非本地醫護專才有現實
需要和迫切性，原建議的修訂限定引
入海外醫生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範
圍太窄。特區政府今次放寬限制因應
本港現實情況，合乎廣大市民利益，
值得肯定和支持。在落實過程中，特
區政府一方面要嚴格執行考核制度，
維持本港醫療質素和水平，另一方面
要照顧現有醫生的福利待遇，以利加
快引入海外醫生的步伐。

立法會正審議的《醫生註冊（修
訂）條例草案》，根據特區政府最新
建議，放寬予非本地居民的專科醫生
可免試來港執業。此項修訂回應了條
例草案委員會早前三次會議上議員提
出的意見，反映特區政府從善如流，
為引入海外專科醫生拆牆鬆綁，以解
本港「醫生荒」的燃眉之急。

醫護短缺一直是本港公營醫療系統
面對的一大難題，隨着人口老化和人
才流失，問題日益突出。特區政府預
計到2040年短缺近2,000名醫生，多
位業界人士指出，實際情況更為嚴
峻。

醫生在全球範圍都是緊缺人才，各

國各地均展開醫生爭奪戰。倘若本港
仍然限定引入海外醫生必須是香港永
久居民，對更多專業、專科海外醫生
來港設立難以跨越的關卡，不利紓緩
本港醫生短缺的問題。況且，在人才
流動日益全球化的今日，輸入人才不
應該自我設限，只要達到認可的專業
水平，應該做到人才莫問出處。

當然，對輸入的海外醫生質素，香
港必須設立嚴謹的資歷審核機制。今
次特區政府提出的修訂，放寬至非香
港永久性居民的僅限專科醫生，還要
獲得本港的醫專認可，才能在港取得
正式註冊。至於未在境外完成實習的
海外畢業醫生，仍要求屬香港永久性
居民，及需參加本港的執業資格試。
只要認真嚴格執行這些嚴格的審核機
制，對海外醫生的質素有足夠把關，
相信可以維持市民對香港醫療水平的
信心。

由於本港醫生人手本來就供不應
求，適當放寬輸入海外醫生範圍，並
不會影響現時本港醫生的福利待遇。
特區政府也承諾，醫管局會提供足夠
職位聘請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
生，並為他們提供專科培訓機會。其
實，輸入海外醫生可以促進本港醫療
體系持續優化，改善醫生的工作環
境，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對全體醫護和全港市民都是好事。

拆牆鬆綁引入人才 解本港「醫生荒」
香港律師會昨日舉行改選部分理事後的首次理事

會，選出新一任會長及副會長。會長陳澤銘在會見
傳媒時表示，會懷着最謙卑的態度迎接未來一年工
作，帶領律師會秉持專業精神，政治中立、不偏不
倚地從法律角度就社會議題發聲。律師會在會員的
大力支持下，順利完成理事會領導層的交接，堅持
尊重專業、避免政治化，有利律師會鞏固與特區政
府的互信合作關係，把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巨大
機遇，對律師會及整個香港的發展都是好事，亦為
其他專業團體穩健發展發揮了示範作用，鼓勵各專
業界別以專業所長建設香港、貢獻國家、成就自
己。

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改選被視為關乎律師會興衰的
標誌性事件，影響到律師會與特區政府的合作關
係，以及香港法律界能否把握國家發展機遇、開創
更美好前途。特首林鄭月娥此前表明，若律師會變
得政治化，以政治凌駕法律專業，特區政府會考慮
終止彼此的合作關係。最終，律師會理事會改選，
堅持理性的「專業派」取得壓倒性勝選，新一屆理
事會領導層亦平穩過渡，確保了律師會循專業持平
方向發展。這個結果不僅反映了行內多數成員的訴
求，也符合本港社會主流的期望。

昨日新任香港律師會會長的陳澤銘表示，律師會
未來的重要工作包括維護法治，維持香港律師的專
業水平，令市民和社會獲得更優質的法律服務，以
及加強與特區政府和其他團體的合作。律師會以專
業為重，不走以政治凌駕專業的歪路，為律師會及
行業發展作出明智抉擇。可以預見，律師會未來與
特區政府的合作關係將不斷加強，為市民提供更優質
專業的法律服務，進一步彰顯本港尊重法治理性的核

心價值，加快本港重回正軌、由治向興的步伐。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本港發展的大勢所趨、機遇

所在，法律界也不例外。國家高度重視發揮香港法
治優勢，「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規定，支持香港
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2020年
國家出台了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
業者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
惠港舉措，並於上月底舉辦了首次粵港澳大灣區律
師執業考試，容許通過考試的香港律師在大灣區內
地城市執業。陳澤銘也認同有關舉措對香港法律界
的未來非常重要。

國家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一帶一路」
建設等重大規劃，香港的法律制度與國際高度接
軌，又是國家唯一一個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
國際化城市，香港法律界可以充分利用「一國兩
制」的獨特優勢，扮演好國家與世界法律專業服務
雙向交流的橋樑角色，協助國家法律服務、機制運
作與國際對接，為國家文明富強進步貢獻香港法律
界的專業力量。在可見的未來，香港法律界必定能
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香港年輕律師將在服務大灣
區和國家的過程獲得大展身手的機會。

香港律師會堅守專業初心、摒棄政治化，符合業
界利益，有利香港社會發展，也為其他專業界別回
歸專業理性樹立了榜樣。相反，大律師公會在少數
人騎劫下，繼續深陷政治化泥淖，與政府的互信關
係盡失，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全面停止，不少業界中
人對前景憂心忡忡。本港所有專業界別和從業者應
吸取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的正反經驗，堅持以專業
精神服務香港和國家，認清形勢、找準方向，促進
行業良性發展。

律師會尊重專業發揮優勢促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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