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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聯會互補 為師生謀福祉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成立 黃建豪：歡迎教師入會

一直自詡為「全港最大教育專業組織」的

「教協」上月宣布解散，該會包庇失德教師、

煽暴縱「獨」，劣跡斑斑，早已無心為教師權

益服務。昨日，一批有心為教師服務的教育界

人士正式宣布成立「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

強調會為教師爭取和維護權益，透過提供專業

的法律及調解服務，致力解決勞資糾紛、職場

不平等的實際問題，為教師提供發聲的渠道。

該工會屬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團體會員，

兩者服務側重點有所不同，教聯會專注教育政

策倡議及教師福利等，兩會相信彼此可以相輔

相成，共同為教育界同工謀福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教協」一直以失德教師的
所謂「權益」為「依歸」，就
算事主涉嫌違法，又或瀆職而
遭釘牌，「教協」都一樣盲撐
到底，令到資源無法服務到真

正有需要的會員。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承諾，將
會在維護「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一視同仁地處
理所有教師個案，並期望能逐漸累積教育界對工
會的信心，從而擴大自身的影響力。
該工會主席黃建豪形容，「新成立的工會政治光

譜很闊，哪怕教師抱有不同政見，我們都會處

理。」被問到會否接手「教協」早前跟進的失德教
師個案，他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的情況，但強調
該會處理任何個案時，均會以維護「一國兩制」為
大前提，經詳細考慮後亦不會處理違法個案，工會
將秉持專業的態度全力協助教師。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社會近年高度政治化，

但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以學生、教師及社會福祉
為主要考量，「以防疫為例，我們不斷呼籲教師進
行檢查、接種疫苗，均是以學生、社會利益出發，
不能一味維護個人利益，更不能為違法的人爭取所
謂『權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理事會由7名志同道合、有
志於服務教育界的教師組成。該會主席黃建豪表
示，團隊班子的成員在不同活動中結識，發現教育
界經常出現權益糾紛、不公對待，甚至促使「土皇
帝」的出現，令到他們自覺要為教育界服務，名正
言順地維護教師權益。
本身為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副

校長的黃建豪表示，一直支持並積極參加教聯會的
活動，亦透過義工網絡認識現任理事會成員，「我
們在閒談間發現教育界經常出現不合理的情況」，
因此萌生籌建工會的念頭，並在一年多前開始籌
備，於今年6月份獲批註冊為正式工會。
「近年個別學校管理不善、行政混亂的情況時有

所聞，校長運用權力向教師施壓，要求其不斷撰
寫報告。」面對日益繁重的教學及行政工作，黃
建豪表示，「個別學校甚至將老師『左調右
調』，有老師被迫教授不擅長的科目，校方甚至

運用不同手段對教師進行紀律處分，漠視了教師
的專業發展。」
他慨嘆，教師除了需要面對上述的職場不公，

合約問題、勞資糾紛等同樣值得關注，甚至有學校
以「有時限合約」作為管理人事之手段，這類情況
甚至會促使「土皇帝」出現，令前線教師有冤無路
訴，又或只敢在網上以匿名身份發帖，以批評「X
校長」、「XX學校」的方式大吐苦水。

跟進4個案 會員暫數十名
黃建豪表示，該會在不同途徑得知，教育界對爭

取權益的需求日益提升，故暑假至今馬不停蹄地開
展籌備工作，將原定於年底才公布成立的消息提前
至昨日公開。他透露，該會現時正積極跟進4宗個
案，會員暫時有數十名，接下來會積極招募會員，
為教師爭取應有權益，建立口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不會處理違法教師求助個案

應對職場不公 組工會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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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教協」宣布解散，教師權益問題亦成為教師關注
的議題。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及教聯會昨日特別舉行

記者會，宣布成立工會及介紹工會發展目標。香港教育工作
者工會主席黃建豪表示，該工會以「守護教育專業．保障同
工權益」為服務宗旨，並於早前的首次會員大會中，選出7
名來自中小學及幼稚園的教師作為理事會成員。
黃建豪表示，香港前線教師默默耕耘，面對持續變化的教
育環境，難免會承受來自各方的壓力，過程中亦會出現不少
校方與教師之間的矛盾，包括勞資糾紛、不公對待等，部分
教師亦飽受情緒困擾，需要支援，「由於教育界對有關服務
的需求殷切，故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成立可以維護教師福
祉，致力保障勞工權益。」

已設諮詢熱線
他指，該工會除了致力為受到不公對待的教師發聲，亦會積
極跟進個案，例如將勞資糾紛、合約問題轉介予法律專家，以
調解，甚至以訴訟等方式取回公道；針對職場糾紛，該工會亦
會提供調解及輔導服務。該工會現時已設立諮詢熱線，處理、
回覆教師的不同求助及投訴，並歡迎教師成為會員。

關注前線情緒
為了解前線教師所面對的困難，以提出針對性的措施，該
工會將率先展開有關前線教師的情緒健康問卷調查。黃建豪
表示，「教師工作壓力大，甚至有需要到精神科求助的個
案，我們希望透過問卷了解有關情況。」他認為，有效地溝
通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未來會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面，向
其表達前線同工的壓力與挑戰。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作為教聯會
的團體會員，教聯會全力支持該工會的運作。他強調兩個團
體有清晰分工，教聯會將會一如既往倡議有利專業發展的教
育政策、提供會員福利，「相信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能夠彌
補教聯會在爭取權益方面的不足。」
黃建豪則補充指，希望透過為教師提供專業服務，為學
生、教師謀福祉，更希望能提升本港的教育水平，獲得國際
上的肯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大學與深圳市人民政府於本
月6日簽署合作備忘錄，將在深
圳南山區石壁龍片區設立港大校
園，目標是建設一所面向世界的
一流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港大校
長張翔近日接受深圳傳媒訪問時
表示，此舉是深思熟慮的決定，
主要是為了配合國家的大灣區戰
略，既把香港的優質教育資源帶
到深圳，為深圳人民作貢獻，又
能為港大發展帶來新的平台，是
「強強結合」；日後港大師生可
按自己的意願，選擇在深圳或香
港授課或上學。
張翔在訪問中表示，深圳的創

新做得非常好，港大的國際化和
基礎研究做得非常好，所以，把
這兩部分「強強結合」，正是港
大來深圳的重要原因，而且港大
在南山區有很好的合作的夥伴、
資源，也有很多國際頂尖的企業
和學校，「大家在一起很好地合
作，有一種 1＋1 大於 2 的效
果。」
他表示，很多其他的院校去另

外一個地方辦分校，師資可能不
是他們本校的，但港大想辦成
「一個學校、兩個校區」，而兩
個校區的專業可以互補，師資也
是一樣的標準，「甚至我們希望
在深圳做更高的標準，因為我們
想做一個非常國際化的校區。」

師生可自選港深授課上學
他相信這有利引進國際或香港

的頂尖學者，目標是兩邊互相合
作，不是互相競爭；屆時「根據
學生自己的意願，你想在深圳上
某門課、還是在香港上某門課，
這個是大家自願選課的，教授也
是這樣，你今天可以這學期在香
港教幾何，下學期可以到深圳去
教代數，這樣的話，兩邊的結合
是非常緊密的」。

談到港大在深圳建立校區的優勢，張翔期
望深圳校區能為前海服務，來作貢獻，尤其
是源頭創新，包括在文科、法律、商務這些
方面，港大有非常強大的實力，例如國際
法、普通法等。港大為深圳市服務，同時也
進一步發展提高港大這些學科的優勢。
談到競爭國際人才，張翔透露港大最近從

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頂尖院校聘請了
一批頂尖的學者，包括「打敗」了哈佛大
學，請到一位講座教授到港大。他認為以後
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
還是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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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昨日正式成立。
過往「教協」以政治凌駕教育專業，損
害教育界同仁的根本利益，如今「教
協」散檔收場，廣大教育工作者對新工
會當然會寄予厚望。新工會要以貼地、
踏實、細緻的服務，維護教師權益，團
結廣大教師，同時做好教師、學校、政
府的溝通橋樑，為教師爭取大灣區發展
機會，以「教工之家」的過硬服務，贏
得教師信任，讓教師專注教育，為香港
培育英才。

已經宣布解散的「教協」，近些年變
成以教育專業包裝的政治組織，反中亂
港劣跡斑斑，包庇失德教師、煽暴縱
「獨」，早已與維護教師權益的應有目
標背道而馳。 隨着「教協」解散， 廣
大教師盼望有真正的工會組織，維護教
工權益，全心全意提供服務，香港教育
工作者工會的目標正是扮演這個角色。
正如工會主席黃建豪表示，工會以「守
護教育專業、保障同工權益」為服務宗
旨，強調會為教師爭取和維護權益，透
過提供專業的法律及調解服務，致力解
決勞資糾紛、職場不平等等實際問題，
為教師提供發聲的渠道。

本港教師工作壓力大，如今教育改革
全面展開，公民科教育正式推行，再加
上疫情影響正常教學秩序，教師面對的
挑戰更大，更需要真心關懷、細緻服
務， 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需要主動發
現問題，幫助教師應對現實困難。新工

會表示將先展開前線教師情緒健康問卷
調查、向教育局反映問題爭取權益，這
種做實事、為師生謀福祉的工作方向值
得肯定。新工會要團結廣大教師，做好
教師權益維護、加強教師培訓、提供更
多優質會員福利，讓會員感受到溫暖，
把新工會當成「教工之家」。

新工會更要回歸教育專業，做好教
師與學校、教育局的溝通橋樑，積極
回應教師對未來發展的關切，形成政
策意見、促進本港教育和教師的發
展。目前國家大力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對接「十四五」規劃的措
施陸續有來，新工會應做好牽線搭橋
工作，鼓勵教師與大灣區教育界深入
交流，並為本港教師到大灣區培訓和
任教爭取更多支持政策，為本港教師
開拓發展新空間。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昨表示，新工會作
為教聯會的團體會員，教聯會會全力支
持新工會運作，希望相輔相成、為教師
提供專業服務，為學生、教師謀福祉，
更希望能提升本港的教育水平，獲得國
際上的肯定。本港教育水平在國際上享
有盛譽，國家大力支持香港發展國際創
科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前海進一
步改革開放均帶給香港教育發展新機
遇。教師是本港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重要
力量，教聯會及新工會作為教育界建制
力量，要廣泛團結教師，提升服務質
量，為本港教育發展增添新動力。

新工會要辦成「教工之家」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透露，

在土地問題越趨嚴峻下，對能提供1,000公頃的
中部水域人工島計劃將突破傳統思維，擬改用
「邊填海邊規劃」手法加快工程；新界北發展計
劃則擬擴闊研究範圍，為香港覓得約1,500公頃
用地。土地房屋供應短缺，形勢逼人，管治者肩
負的責任更重。特區政府要打破各種利益藩籬，
改變以往按部就班、不緊不慢的作風，以急民所
急、只爭朝夕的為民情懷和施政新思維，多管齊
下、提升效率，大幅增加土地房屋供應，切實解
決長期困擾本港的最突出深層次矛盾。

本港土地房屋供應嚴重失衡，樓價租金貴絕
全球，樓價對家庭收入中位數比例超過20倍；
公屋上樓越來越難，申請輪候時間長達5.8年。
特區政府早年的《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
規劃遠景與策略》曾推算，香港尚欠1,200公頃
用地作30年長遠發展，如今消息透露，土地缺
口已經擴大至3,000公頃。如果任由土地供應問
題積重難返，本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更會舉
步維艱。過去土地房屋問題被攬炒派炒作利
用，成為衝擊管治、撕裂社會的政爭工具，嚴
重影響本港社會和諧穩定。現在本港由亂及
治、重回正軌，各界一心一意謀發展，特區政
府更要把握機遇，下決心、花力氣破解增加土
地供應的難題。

按照政府規劃，本港增加土地供應，短中期
主要靠新發展區及大型發展項目，以及改劃用
地、收回棕地等；長遠而言，新界北發展和中
部水域人工島是主要土地來源。以往增加土地
供應的工作，撇除政治因素外，還受到不同利
益團體的干擾阻礙，土地供應專責小組2018年

展開的「土地大辯論」，並未縮窄分歧、促進
共識，結果不了了之。另外，受環保訴求、按
程序辦事的規條所限，政府增加土地供應的工
作顧忌重重，遠遠滯後於本港經濟社會發展、
市民改善居住環境的需求。

令人看到一點希望的是，政府表示考慮棄用
現時要先定立分區計劃大綱圖，再填海的做
法，改用「邊填海邊規劃」；土地收回將大幅
增加，2014/15至2018/19年度平均每年4公頃，
但過往兩年（2019/20 至 2020/21 年度）則年均
45公頃，有11倍增長；未來5年預計會收500公
頃，年均為 100 公頃；並將提升地積比重建市
區、釋放更多土地。政府敢於打破框框、簡化
程序，議而決、決而行的施政思維轉變值得肯
定，社會各界樂見其成。

本港面積有1,000多平方公里，已開發的只有
270 平方公里土地，尚有七成多土地未開發利
用，新界北發展、填海等項目需時長遠，其他任
何可供開發利用、效率更快的增加土地供應方
法，例如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等，政
府都應認真研究可行性、加快覓地建屋的步伐。

今年7月，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談及對香
港「四大期盼」，當中就包括希望香港的住房
問題得到極大改善，將來告別劏房、「籠
屋」。解決土地房屋這個本港最主要的深層次
矛盾，正正考驗愛國治港者的能力和擔當，治
港者必須樹立市民至上的服務意識，想市民之
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更注重
調查研究和科學決策，改變覓地建屋的陳規陋
習，迅速付諸行動造福市民，不負中央和市民
的期盼。

多管齊下提升效率 破解土地供應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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