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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 | 2014-12-29  

報章 | A06 | 港聞  

95%教師憂物價上升  
 

【新報訊】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師背負?社會、家長及學生的期望，但他們

的生活及壓力是否被忽略﹖香港女教師協會最新調查發現，三成中小學教師長期

感到焦慮不安；近四成半教師對現時的薪酬及晉升架構不滿意，且感到經濟壓

力，值得關注的是，近 95%教師擔心本港物價不斷上升，部份打算轉做半職或經

營補習社。 

 

四成半感經濟壓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在 6 至 7 月期間，訪問 823 名中小學教

師，發現 47%的教師稱健康欠佳需要休息；45%感到經濟壓力。有 14%教師打算

成家立室，但計劃生兒育女的就不到兩成。近四成半教師對薪酬及晉升架構不滿

意，一成多教師打轉為半職或經營補習社，部份更想離職。 

 

不過，女教師會協會主席周蘿茜指出，教師大部份的生活仍是正面的，如認同家

庭幸福(92%)、居住環境理想(78%)、身心健康(76%)及感情生活如意(75%)等。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政府在制訂公共政策時，應多諮詢教師意見，

又建議增加人手改善教師環境。他又指，政府可提供利息津貼，協助教師上樓，

減少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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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近半教師感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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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關注社的調查發現，近五成受訪教師感到經濟壓力，四成半教師不滿薪酬

及晉升架構，高達八成人更沒有置業與生兒育女的打算。團體指年輕教師組織家

庭的負擔沉重，要求政府增加學位教席及改善教師比例。 

 

  女教師協會與教育政策關注社在六至七月，訪問逾八百名教師。雖教師被視

為收入穩定的中產階級，但調查發現各有四成半人感到經濟壓力及不滿薪酬與晉

升架構。 

 

  高達九成半人擔心物價不斷上升，僅約兩成有置業或生兒育女的打算。近四

成人認為教學環境尚待改善，三成人更有長期焦慮不安的問題。 

 

  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坦言，教師工資雖不差，但年輕教師要成家立室有困

難，尤其是小學學位教席不足，不少持學位的教師卻任職文憑教席，「心情難免

感到不值」，她要求當局逐步取締文憑教席，落實學位化。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則期望當局為年輕教師提供置業優惠，並設立專

責委員會檢討師生比例。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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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樓工作壓力大 3 成教師常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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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雖為中產階層，但有調查發現四成六感到有經濟壓力，三成表示長期焦

慮不安，協會指主因是教師工作量大及需面對置業供樓壓力，倡政府設利息津貼

減供樓壓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指，認識一對教師夫婦，家庭收入約共五萬，但

育有三名子女需聘請兩名外傭照顧，加上二人的父母年邁多病，變相兩個養 11

個人。她指兩人面對龐大的恆常支出，加上供樓壓力，每月所剩無幾，感到有經

濟壓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今年六至七月調查訪問 823 名教

師，發現 46％受訪者稱感有經濟壓力、30％受訪者表示感長期焦慮不安。 

 

不足 9％受訪者離職 

 

  雖然有 45％教師表示對薪酬和晉升架構不滿意，但只有 11％受訪者打算轉

為半職，想離職的人亦不足 9％，計劃買樓只得 20％。周蘿茜指，不少年輕教師

夫妻因缺首期置業資金，需與父母同住或租樓。她又指，除經濟壓力外，教師亦

因經常需要補課及帶領課外活動，缺少休息時間，令身心質素均欠佳。 

 

  兩個組織建議政府，增聘公立及津貼學校人手，減少教師授課節數，以改善

教師的工作環境。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建議，由於教師不合資格申請公

屋，政府可提供利息津貼，助教師減少按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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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成教師誨人已倦 近半有經濟壓力  
~~~~~~~~~~~~~~~~~~~~~~~~~~~~~~~~~~~~~~~~~~~~~~~~~~~~~~~~~~  

不少人均認為教師薪高糧準，假期多，但一項調查顯示，有高達 46%受訪教師感

到有經濟壓力，亦有 31%人會因工作而長期焦慮不安，22%老師坦言厭倦教學工

作。調查機構指出，上述情況對教育界來說已是一個警號，促請政府為教師提供

更大支援，包括增聘人手處理文件及削減課堂節數，以紓緩教師壓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於今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行了一項名為

「教師對香生活的評價與期望調查」，成功透過問卷調查訪問了 823 名來自 30

間中、小學以及幼稚園的教師。 

 

90%教師樂於以港為家 

 

調查顯示，約 90%受訪教師都愛護香港，並樂於以香港為家；92%的教師感到家

庭幸福、76%覺得感情生活如意。不過，另一方面，95%受訪者坦言擔心香港的

物價不斷上升，46%受訪教師感到有經濟壓力，亦有 31%人會因工作而長期焦慮

不安。 

 

民炳表示，47%受訪教師健康有問題，極需要休息調理。他又指，不少教師均有

經濟壓力，即使有 15%教師表示準備成家立室，只有 22%及 20%教師會考慮置

業及生兒育女。 

 

45%對薪酬及晉升架構不滿 

 

張民炳又表示，教師的另一困難是工作繁重，很多人休息不足而出現健康問題。

而從專業角度出發，近 45%教師對薪酬及晉升架構不表滿意。張民炳認為，社會

人士普遍都覺得教師是一份薪酬待遇不錯的工作，但是次問卷調查結果則已為教

育界響起警號，證明教師的壓力情況不容忽視。 

 

香港女教師協會周蘿茜建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應多諮詢教師的意見，更

應對教師提供更大的支援，「現時教師所面對的壓力更包括課堂以外的文書工

作，所以增聘人手處理文書工作有助改善情況，而削減課堂節數，亦可紓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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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教師長期焦慮 倡助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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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教師雖為中產階層，但有調查發現 4 成 6 感到有經濟壓力，3 成

表示長期焦慮不安，協會指主因是教師工作量大及需面對置業供樓壓力，倡政府

設利息津貼減輕供樓壓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指，認識一對教師夫婦，家庭收入約共 5 萬元，

但育有 3 名子女需聘請 2 名外傭照顧，加上 2 人的父母年邁多病，變相 2 人養

11 人。她指兩人面對龐大的恒常支出，加上供樓壓力，每月所剩無幾，感到有

經濟壓力。 

 

  為了解教師對生活的評價，香港女教師協會與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今年 6

至 7 月，以問卷調查成功訪問 823 名教師，發現有 46%受訪者稱感到有經濟壓力、

30%受訪者表示感長期焦慮不安。 

 

45%不滿薪酬及晉升架構 

 

  對於愈來愈多手持學位及教育文憑的畢業生要由教學助理做起，與文憑教師

薪酬相差一倍，有 45%教師表示對薪酬和晉升架構不滿意。 

 

  兩個組織建議政府增聘公立及津貼學校人手，減少教師授課節數，並期望政

府提供利息津貼，助教師減少按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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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老師有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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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有調查發現，約 46%受訪老師有經濟壓力，三成人長期感焦慮不安，

只有 15%受訪者指會結婚，不足兩成人會生育。負責調查的教師團體建議，政府

要先保障教席，長遠應要增加教師人手，也建議提供利息津貼，減少經濟壓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在今年 6 月至 7 月進行問卷調查，成功

訪問 823 名幼稚園、小學及中學老師。結果顯示，近 95%人擔心物價上升，約

46%老師感經濟壓力，三成人長期焦慮不安，也有約兩成人厭倦教學工作。 

 

受訪者組織家庭意欲低，只有 15%受訪者指會結婚，不足兩成人會考慮生育，兩

成人打算置業。 

 

兩組織建議政府增加教師人手，改善工作環境。張民炳指教師因收入高，不合資

格申請公屋，建議政府用利息津貼，減少按揭負擔。 

 

雨傘運動後更愛港 

 

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指，教師填問卷時已考慮佔中的因素，他指以往約有一成人考

慮離職，但今次調查只有約 7%人計劃離職，反映教師留港決心大，包括支持真

普選及反對暴力抗爭的教師都有，也因雨傘運動令本港老師更愛香港。 

 

■記者彭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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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兩成受訪教師願生 B  
~~~~~~~~~~~~~~~~~~~~~~~~~~~~~~~~~~~~~~~~~~~~~~~~~~~~~~~~~~  

 

 

【本報訊】孩子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教師正肩負起教育新生代的重任。但一項調

查訪問了八百廿三名現職教師，發現只有兩成受訪教師願意生育子女。逾九成教

師與大部分港人一樣，表示擔心物價不斷上升，近四成半人不滿薪酬及晉升架

構，有三成教師更是長期焦慮不安。 

 

近半有經濟壓力 

 

調查由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負責進行，今年六、七月以問卷訪

問了八百廿三名教師，當中過半數為中學教師及逾四成小學教師。調查主要針對

教師對生活的評價與展望，當中包括家庭、工作、居住環境及退休計劃等。結果

顯示，生活上有九成二教師感到家庭幸福，七成六人認為自己身心健康。不過，

近一半教師感到有經濟壓力，四成七感到健康有問題，極需要休息。 

 

另外，三成九教師覺得不可能購置物業；只有兩成受訪教師願意生育子女。工作

方面，七成五人不厭倦教學工作，部分人雖不滿薪酬及晉升架構，但四成六人指

不會轉換任教學校。負責調查的團體指，政府制訂公共政策時，教師意見不容忽

視，建議增撥資源，協助教師盡以人育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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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兩成受訪教師願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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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孩子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教師正肩負起教育新生代的重任。但一項調

查訪問了八百二十三名現職教師，只有兩成受訪教師願意生育子女。逾九成教師

與大部分港人一樣，表示擔心物價不斷上升，近四成半人不滿薪酬及晉升架構，

有三成教師更長期焦慮不安。 

 

近半有經濟壓力 

 

調查由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負責進行，今年六、七月以問卷訪

問了八百二十三名教師，當中過半數為中學教師及逾四成小學教師。調查主要針

對教師對生活的評價與展望，當中包括家庭、工作、居住環境及退休計劃等。結

果顯示，生活上有九成二教師感到家庭幸福，七成六人認為自己身心健康。不過，

近一半教師感到有經濟壓力，四成七感到健康有問題，極需要休息。 

 

另外，三成九教師覺得不可能購置物業；只有兩成受訪教師願意生育子女。工作

方面，七成五人不厭倦教學工作，部分人雖不滿薪酬及晉升架構，但四成六人指

不會轉換任教學校。負責調查的團體建議，需增撥資源，協助教師盡以人育人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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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成教師感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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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作予人穩定、薪酬有保障，但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於 6

至 7 月，訪問 823 名來自 30 間學校的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逾八成教學年資達

6 年或以上。45.69%人表示感到經濟壓力，其餘依次是不滿現時薪酬及晉升架構

(44.96%)、教學環境尚待改善(36.7%)和因工作量大而長期焦慮不安(30.86%)。 

 

該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指，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支援，如增加校內處理文書的人

手、調減教節，以紓緩教師壓力，也使教師能騰出時間輔導學生。  

  

網站文章:  

29/12/2014 | 近五成教師感經濟壓力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242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