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附件一（甲）：「2015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結果
排名

新聞

得票

得票率

1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存廢爭議，過萬家長在網上組成群組反對小三 TSA

391

92.7%

2

香港大學委任副校長風波，校務委員會最終拒絕任命陳文敏

363

86.0%

3

基真小學女童墮樓慘劇，揭發部分學校的「報警指引」有重大錯誤

323

76.5%

4

多間學校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

287

68.0%

教資會同意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

222

52.6%

國力書院被指以虛假文件協助學生取得外國大學學位

222

52.6%

多個大專院校學生會推動修改法例，不要行政長官擔任校監及委任校董

215

50.9%

193

45.7%

5
7
8

吳克儉被指因前往日本觀賞紅葉而缺席立法會有關 TSA 的公聽會；並自稱
每月閱讀 30 本書

9

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夏迪星被指抄襲論文，其後辭去在嶺南大學的職務

183

43.4%

10

碩士合約教師自殺身亡，社會關心合約教師的處境

169

40.0%

11

《五個小孩的校長》上映，引起各界關注幼稚園發展

154

36.5%

12

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舉行歷史上第一次特別會議，共有 9,298 人參與投票

126

29.9%

13

新高中課程檢討，政府提出精簡校本評核及中文科加入範文等建議

118

28.0%

115

27.3%

14

梁振英提出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地交流，並增加香港
與內地中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

15

教育局出版《基本法》教材，內容引起爭議

113

26.8%

16

有學校刊登廣告招聘「0.1 教席」，各界關注「點數教席」的問題

111

26.3%

17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出爐，全日制學生非全免，亦不訂立幼師
強制性薪級表，引起爭議

109

25.8%

18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及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出缺

99

23.5%

19

逾千家長教師《施政報告》前夕請願，促優質 15 年免費教育

91

21.6%

20

教育局在政策文件中，稱「『普教中』是中國語文課程的遠程目標」，引
起部分議員批評

85

20.1%

21

政府提出修改通識科考評，部分議員要求取消通識必修

84

19.9%

22

2013 年雙非截龍，北區幼園今年報名人數銳減，通宵長龍不再

76

18.0%

23

視藝科文憑試考生被指「抄襲自己」，師生關注考評準則

72

17.1%

24

廣西社團總會被指上載學生的面試片段，校長指總會並未徵得學生或學校
同意

63

14.9%

25

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機制暫緩 6 年執行

60

14.2%

26

教育局檢討初中中史科課程，並提出「詳近略遠」的「短期方案」，其後
在反對聲中擱置

56

13.3%

27

中文科文憑試的聆聽錄音出現「疊聲」，2,470 名考生獲得分數調整

43

10.2%

28

社署 4.2 億推學前康復服務，料輪候冊上一半特殊需要兒童即時受惠

37

8.8%

29

政府試行資助學生就讀指定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名額為 940 個

22

5.2%

30

教院幼兒教育學士，繼續成為八大院校競爭最激烈的學科

1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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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乙）：「2015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候選新聞名單：
候選新聞名單：
1.

香港大學委任副校長風波，
香港大學委任副校長風波，校務委員會最終拒絕任命
陳文敏
香港大學的物色委員會向校務委員會提名前法律學院
院長陳文敏接任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源）一職，但
校務委員會經多次討論仍未作出決定，期間以「等埋
首副」為理由而延遲任命。校委會最終於 9 月正式否
決物色委員會的提名。期後有校委會會議錄音外泄。

8.

國力書院被指以虛假文件協助學生取得外國大學學
國力書院被指以虛假文件協助學生取得外國大學學
位
有傳媒「放蛇」假扮大學講師，向國力書院的職員指
自己須要盡快取得博士學位。記者拍攝到的影片中，
國力書院職員向記者表示可以發出入學信，證明記者
早於一年前已經入學，讓記者可以於一年半內完成原
本須要三年時間的博士課程。

2.

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舉行歷史上第一次特別會議，
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舉行歷史上第一次特別會議，共
有 9,298 人參與投票
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於 9 月 1 日召開會議，討論港大
校友關注組動議的 5 項議案，包括要求校委會於 30
日內任命副校長、行政長官不應擔任校監等。當晚有
3,402 人出席，連同授權票則有 9,298 人參與投票。港
大校友關注組的議案最終得到逾八成的得票而獲通
過。

9.

新高中課程檢討，
新高中課程檢討，政府提出精簡校本評核及中文科加
入範文等建議
教育局公佈新高中課程中期檢討建議，提出七個選修
科目不實施校本評核，包括中國歷史、歷史、經濟等；
另外三個科目將進一步精簡校本評核，包括中國文學、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另外中文科
則重設 12 篇指定文言範文。

3.

教資會同意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的師生爭取教院正名為大學多年，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終於在 9 月通過建議，支持教院正名。
正名建議已呈交予教育局，現正等待行政會議通過並
交由立法會通過修改法例。

4.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及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
席出缺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前主席梁智鴻及香港中文大學校
董會前主席鄭海泉分別於 11 月 6 日及 10 月 23 日落任，
但政府並未作出新任命，使兩個席位出缺。

5.

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夏迪星被指抄襲論文，
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夏迪星被指抄襲論文，其後辭
去在嶺南大學的職務
傳媒揭發嶺南大學前協理副校長夏迪星的博士論文與
瑞典隆德大學的一篇碩士畢業論文異常相似。不但目
錄、研究方法、觀點等與該碩士論文一致，連部分行
文亦有雷同。嶺南大學一度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但
夏迪星在傳媒報道事件後不久已辭去在嶺南大學的職
務。

6.

7.

10. 教育局檢討初中中史科課程
教育局檢討初中中史科課程，
中史科課程，並提出「
並提出「詳近略遠」
詳近略遠」的
「短期方案」，
短期方案」，其後在反對聲中擱置
」，其後在反對聲中擱置
教育局於提出以「詳近略遠」的方向修改中史科課程，
並推出「短期方案」，現代史課程由佔三分一提昇至
一半，但多個調查反映大多數中史科老師反對這個建
議，教育局其後於 6 月將該建議擱置。
11. 政府提出修改通識科考評，
政府提出修改通識科考評，部分議員要求取消通識必
修
政府提出通識科的文憑試試卷一增設一題選答題，並
將考試時間延長至 2 小時 30 分鐘。意見普遍不獲通識
科老師支持。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最終於 6 月宣佈將
建議擱置。
12. 全港性系統評估（
）存廢爭議，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存廢爭議，過萬家長在網上
組成群組反對小三 TSA
過萬名家長於社交媒體組成群組，要求教育局取消小
三 TSA。家長組指 TSA 不必要地增加學生的操練和
功課量，令學生壓力超標及欠缺時間休息。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則堅持 TSA 的原意是不須要學生操練，拒絕
取消小三 TSA。教育局成立檢討委員會，預計 2016
年 1 月提交報告。

多個大專院校學生會推動修改法例，
多個大專院校學生會推動修改法例，不要行政長官擔
任校監及委任校董
行政長官多次被指干預大專院校的運作，多個大專院
校學生會推動修改法例，要求行政長官不再自動成為
各資助院校的校監。香港科技大學及嶺南大學的學生
分別向其院校的校董會主席示威，要求修改大學條
例。

13. 教育局出版《
教育局出版《基本法》
基本法》教材，
教材，內容引起爭議
教育局於 4 月出版《活學趣論．基本說法 – 基本法視
像教材套 2015》。然而，教材套公佈之後，旋即在社
會引起廣泛爭議，認為不少內容偏頗失實。例如教材
避談四次人大釋法的爭議、重提「三權合作」的說法。
14. 多間學校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
繼住宅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後，8 月開始亦陸續有學
校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教育局曾提出學校不要自行
驗水，引來批評。其後政務司司長宣佈為全港幼稚園
及 2005 年或以後落成的中小學驗水，但政府拒絕資助
幼稚園及 2005 年前落成的中小學加裝除鉛濾水器。

政府試行資助學生就讀指定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政府試行資助學生就讀指定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名
額為 940 個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試驗計劃，資助學生就
讀指定範疇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名額共 940 個，於
2015/16 學年開始。指定的課程包括護理學、土木工
程、建築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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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視藝科文憑試考生被指「
視藝科文憑試考生被指「抄襲自己」，
抄襲自己」，師生關注考評
」，師生關注考評
準則
今年視藝科文憑試考試，有學生被指抄襲自己的參考
資料，須寫異常報告，引起很大爭議。考評局及後於
來年文憑試考生手冊加入兩項使用參考資料的條文，
被質疑諮詢不足、內容無所適從，不少師生促局方撤
回新增條文。

23. 有學校刊登廣告招聘「
有學校刊登廣告招聘「0.1 教席」，
教席」，各界關注
」，各界關注「
各界關注「點數
教席」
教席」的問題
有學校於 6 月刊登招聘廣告，招聘「0.1 地理科學位教
師」一名。招聘廣告引起社會關注，指「點數教席」
的安排並不理想，導致教師的權益被剝削。
24.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出爐，
出爐，全日制學生非
全免，
全免，亦不訂立幼師強制性薪級表，
亦不訂立幼師強制性薪級表，引起爭議
經過歷時兩年的研究，政府的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
在 5 月發表報告。但報告建議以半日制幼稚園為資助
基準，以致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學生的家長須要額外再
補貼學費，並不是真正的免費教育。報告亦建議按幼
師的薪酬中 位數計算給予幼稚園的一筆過撥款，未有
為幼師訂立薪級表，令幼師大失所望。

16. 碩士合約教師自殺身亡，
碩士合約教師自殺身亡，社會關心合約教師的處境
一名持有三個碩士學位的年輕合約教師於 7 月自殺身
亡。社會關注到以合約制聘請教師會對教師體制造成
極負面的影響，加大合約教師的壓力，令合約教師陷
入困境。
17. 中文科文憑試的聆聽錄音出現「
名考
中文科文憑試的聆聽錄音出現「疊聲」，
疊聲」，2,470
」，
生獲得分數調整
中學文憑試中文科的耹聽試卷中，由香港電台播放的
聲帶夾雜其他雜聲。考評局及香港電台事後調查事件，
指考試期間有 13 分鐘的聲帶出現「疊聲」，最後為
2,470 名考生調整分數。
18. 梁振英提出資助學生在中、
梁振英提出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到內
地交流，
地交流，並增加香港與內地中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
並增加香港與內地中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
梁振英提出要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政策一出，
即引起各方關注，例如家長關心這樣的交流是否強制
性、可否選擇到非內地的地方交流等。教育局確認不
會強制學生參加交流團，但未有交代如何解決對學校
及老師帶來沉重行政負擔的問題。

25. 《五個小孩的校長》
五個小孩的校長》上映，
上映，引起各界關注幼稚園發展
由真實故事改篇的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於 3 月上
映，故事講述呂麗紅校長在一間本來要關閉的幼稚園
中，照顧著她五個不同背景的學生之經歷。電影引起
各界關注元岡幼稚園的去向，結果元岡幼稚園獲得捐
助，可以擴建及增加學額。但呂校長仍然堅持只支取
每月$4,500 的薪金。
26. 逾千家長教師《
逾千家長教師《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前夕請願，
前夕請願，促優質 15 年
免費教育
於《施政報告》發表前週日，逾千教師、家長及幼兒
參與教協集會，反對幼教一筆過撥款，爭取長全日制
全額資助及幼師薪級表。

19. 廣西社團總會被指上載學生的面試片段，
廣西社團總會被指上載學生的面試片段，校長指總會
並未徵得學生或學校同意
今年 5 月，網上有影片流傳，數個身穿校服的學生發
表意見支持政改。其後有學校發出聲明，指影片為學
生參加廣西社團總會的美國遊學團面試時所拍攝，事
前並未徵得學生或學校同意可以公開。

27. 2013 年雙非截龍，
年雙非截龍，北區幼園今年報名人數銳減，
北區幼園今年報名人數銳減，通宵
長龍不再
特首於 2013 年雙非截龍，該年出生嬰兒於今年報名入
讀下學年的幼稚園。今年 K1 報名學童較前一年銳減
37%，雖仍有少量雙非學童家長到北區報名，但再沒
有出現通宵排隊人龍。部分北區幼稚園亦停止擴充。

20. 教育局在政策文件中，
教育局在政策文件中，稱「『普教中
「『普教中』
普教中』是中國語文課
是中國語文課
程的遠程目標」，
程的遠程目標」，引起部分議員批評
」，引起部分議員批評
教育局在 4 月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提交文件，
其中一部分指「『普教中』是中國語文課程的遠程目
標」。一些立法會議員認為教育局突然改變政策，這
個決定不尊重教育專業，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28. 社署 4.2 億推學前康復服務，
億推學前康復服務，料輪候冊上一半特殊需
要兒童即時受惠
社署透過獎券基金撥款 4.2 億元，推行為期兩年的到
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為有特殊需要兒童提供訓
練。政務司司長指此計劃的規模前所未有，可令 5,800
多名社署輪候冊上的學童，接近一半可即時接受服
務。

21. 基真小學女童墮樓慘劇，
基真小學女童墮樓慘劇，揭發部分學校的「報警指引」
報警指引」
有重大錯誤
基真小學女童墮樓慘劇後，有傳媒揭發部分學校的指
引中，要求職員「不可以報警」或「報警前要先徵得
上級同意」，引起社會嘩然。其後學校修改指引，如
遇到危急情況便應該立即報警。

29. 教院幼兒教育學士，
教院幼兒教育學士，繼續成為八大院校競爭最激烈的
學科
香港教育學院的幼兒教育學士課程競爭十分激烈，平
均 118 人爭奪一個學額，成為聯招中最大競烈的學
科。

22. 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機制暫緩 6 年執行
原定各中學須於 2016 年完成第一週期的教學語言檢
討，未達標的學校須要調節英文班的數目或課時。但
教育局於 7 月宣佈暫緩執行檢討，所有學校的英文班
班數及課時維持現狀。

30. 吳克儉被指因前往日本觀賞紅葉而缺席立法會有關
TSA 的公聽會；
的公聽會；並自稱每月閱讀 30 本書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於 11 月 29 日召開公聽會，邀
請 各界就 TSA 的運作及存廢問題表達意見。但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稱因為「私人理由」未能出席，被議員
及社會各界批評。其後有傳媒指吳克儉前往了日本觀
賞紅葉。 同期，吳克儉自稱「每月看 30 本書」，其
後解釋 30 本書是包括雜誌。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