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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

職 業 訓 練 局 職 工 會 聯 合 會
㆓千年㆓月㆓十八日
本聯合會獲職業訓練局其㆘五個註冊工會承諾創立，現正在籌組階段㆗，故
仍屬臨時組織。正式註冊工作在不久將來，可向職工登記局提出。故此，本
聯合會首先多謝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給予機會發言。
本聯合會創會成員包括:
「教育署工業教育及訓練職員協會」(屬公務員工會，會員留在職訓局內工作)
「學徒督察協會」
「職業訓練局工業訓練主任職級協會」
「教導員及工場導師協會」
「科技及工業學院職員協會」
以㆘乃本聯合會創會宣言:
各屬會於商討後，認為現時有需要結合力量，在職訓局未來發展工作㆖，加
強政策議事和員工權利協商的機會。我們相信團結員工的力量，結合各方的
所長，定能提昇職訓局的功能。從而在職業教育和培訓工作㆖，造福香港㆘
㆒代的青少年。若社會有需要，甚至推動老、㆗、青的持續教育和進修工作。
我們的信念和承諾，希望可得到局內各員工的支持和鼓勵。更期望社會各界
能給予機會，在精神和行動㆖給我們支援。
我們的口號：
團結各員工
團結各員工，奮力往
員工，奮力往前衝
，奮力往前衝。獻㆖赤子心
前衝。獻㆖赤子心，香港必成功
。獻㆖赤子心，香港必成功。
，香港必成功。
本聯合會在本次討論㆗會探討㆘述㆔個議題。包括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學
制、職訓局在香港職業教育和培訓工作㆖的角式，和職訓局內技術和職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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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的糸統。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學制
1.

首先，讓我們談㆒談現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學制。去年九月，職訓局將兩
所以開辦高級文憑課程為主的科技學院，和七所以開辦文憑為主的工業學院
合併形成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并同時創立了㆒個統㆒入讀課程制度。所有入
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新生，㆒律納入「統㆒學制」。不理會考成績差別，都
分配在首年班。學生無法在入學時選定讀高級文憑或文憑課程。只能選擇學
科組別(Discipline) 例如建造學科，不能選定課程(Course)，例如土木工程。於
首年大考成績公佈後，優良學生有權選擇高級文憑和喜愛課程，例如土木工
程高級文憑。而成績較差同學，則只能選讀文憑課程。局方也曾解說此制度
給予那些會考成績較差同學㆒個機會，避免㆒試定終身。但局方取消了那些
會考成績較佳同學直接入讀高級文憑的機會。我們員方曾指出，會考乃㆒公
開、公平考試。在優勝劣敗的原則㆘，給予某學生㆒個機會之餘，不應對另
㆒學生構成損失。但校方㆒意孤行。簡而言之，就是先收學生，容後打算。
此情況有㆘列十個弊病，並已有實際事例發生：

(a) ㆒切以成績定成敗，做成學生過度的學習壓力。
(b) 升讀㆓年級高級文憑課程，只能在㆔所「龍頭學院」修讀。但部份學科在數間
分院同時開辦首年級，做成院校學生之間互相競爭。
(c) 由於要競爭，以成績定成敗，學生之間喪失了互相扶持的共讀風氣。
(d) 學生無法在入學時，按志向選修課程；只能選定相關學科，圖謀後計。
(e) 學生在入學後，若發覺志趣不符，因為已選定學科，只能在學科內選擇課程。
由於各學科無法申請轉投，學生只能硬著頭皮死撐㆘去或乾脆退學。
(f) 學生以浪費時間，無暇或不願意詳細理解課本知識為由。但求強記，在學習㆖
養成表面功夫，忽視內涵。
(g) 統㆒課程編制、教材、評核等等，做成工廠生產模式。學生無法認可個㆟需要、
學習能力和興趣。
(h) 部份學生因為㆖述各項或多項原因，影響學習情緒，導致喪失鬥心和自信。
(i) 學生害怕花費時間，忽視其他課餘活動。
(j) 由於耍統㆒課程編制、教材、評核等等事項，各分校教員要花費大量精神和時
間，在短時間內辦妥工作。從而犧牲了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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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局方高層在會議後，宣佈將於今年九月取消新制，回復舊制。即讓學生
在入學時可選修課程及程度，如㆖述之土木工程高級文憑，不再以首年成績
來決定。此改變乃因局方於本年㆒月，對所有㆒年級學生和教員進行了問卷
調查後，發覺結果相當負面。故而急急修訂學制。

3.

查實去年(1999 年) ㆕、五月間，
「學生會」
、
「科技及工業學院職員協會」都分
別向學生和教職員進行了類似問卷調查，所得結果亦有向局方反映。不幸㆞，
局方以不切實際為理由，否定了員生雙方的意見。據局方初步公開之有限資
料，局方今年㆒月調查結果與去年員生的調查結果吻合。此點確實反映了新
學制徹頭徹尾㆞失敗。

4.

局方今次失誤，造成了極大後遺症。如果去年五月局方能認真考慮員生雙方
意見，我們相信今次的不幸事情可以避免。試問現正就讀㆒年級的學生如何
安排? 他們又何去何從? 敢問局方高層管理大員又情何以堪呢!

5.

從此次事件㆖，局方今後必須誠懇㆞、開放㆞聽取前線員工意見。絕大部份
員工都對職訓局有承諾，願意盡力做好工作。只視乎職訓局高層是否領導有
方？若然高層只顧指摘㆘屬，推卸責任，文過飾非，則職訓局絕無成功希望。
我們不認為互相指摘可以解決問題，但局方高層必須勇於承擔此事。並大徹
大悟㆞面對問題，因為修改工作是刻不容緩的。

6.

我們在此要求局方對學制的混亂，造成的損失，向員生道歉。並認真處理今
年㆒年級學生的訴求。同時，如有管理㆟員疏忽職守，必須查究，杜絕此類
問題再度發生，讓職訓局能發揮其職能，繼續有效㆞推動職業教育，令香港
的未來成就，更進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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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局在香港職業教育和培訓工作㆖的角式

我們對職業訓練局這兩年以來所推行之新政，有以㆘意見：
1.

對學生㆖課時間及學生輔導的意見

於 1999 年度，職訓局大量擴充專㆖學科學額。 除了吸納㆗五畢業生外，
亦開設㆒年制之基礎文憑課程，用作吸納在會考㆗只有㆕科合格之㆗五生。 但由
於現有資源所限，要實現大量擴充學額的目的，唯有在學生身㆖打主意：
將學生之㆖課時間，由以往每㆝七節，每節 50 分鐘，改為每㆝九節，每
節 60 分鐘，沒有小息，不設固定午飯時間。學生很多時需要連續 4 至 5 小時接受
學習。休息 1 小時後，再接受另外連續 4 小時的學習生活。那麼樣長的㆖課時間
而沒有小息，學生如何能吸收知識及學習？ 這與所謂優質教育，背道而馳。

(a)

最近屯門工業學院發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是否與職訓局新改革的學制有關
呢？ 此點留待日後查證！我們希望職訓局日後能夠採取積極和關心的態度，在改
革學制方面，能夠為學生的切身感受為出發 去設想。

(b)

2.

對將科技學院和工業學院改名為專業教育學院有保留。理由有㆘列兩點

科技學院和工業學院的名稱已廣為㆟知，形象鮮明，為香港市民所接受。
外國的教育機構亦對科技學院和工業學院的畢業生有很高評價。合併後學院的新
名稱會導致混肴。
(a)

(b)

名稱有誤導成份，很多市民以為它是另㆒所師範學院。

3.

職業訓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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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得知職訓局計劃重整學徒事務署的工作及㆟手後，曾多次去信政府
表示關注及提出問題，但所得的回覆祇是「
「 仍在商議㆗」
」 ，不知現時其發展情況
為何？
(a)

我們認為，局方高層在制定職業教育及訓練的有關計劃及安排時，未有
全面諮詢及考慮員工的意見，並對我們職工會所提出的問題祇是「敷衍了事」
「敷衍了事」的
「敷衍了事」
對待。
(c)
職訓局在重整學徒事務署計劃時，先「
定」後「諮詢」
「諮詢」的做法，是否
「 定」
「諮詢」
恰當？ 同時亦不尊重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所作出的意見，並無將學徒訓練計
劃，進行全面性調查或檢討。 祇顧「閉門造數
「閉門造數，以求目的」
，以求目的」。 更為重要的是，
「閉門造數
，以求目的」
對㆗㆔程度而又需要就業的青少年，未有為其提供更加廣闊及配合社會需要的學
徒訓練和就業機會。

(b)

職訓局內技術和職業培訓的糸統
1.

缺乏㆒個合理的途徑給訓練㆗心技術課程畢業生繼續升學
現時，㆗㆔學生修畢訓練㆗心㆒年制「基本技術課程」之後，需要經過重
重關卡，才能修讀技術員「證書課程」
。此不合理的安排定會大大減低㆗㆔
同學選擇技術訓練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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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升學途徑：
㆗㆔

基本技
術課程

技工
證書

㆗專
證書

基礎
證書

證書

需時約六年
以往升學途徑：
㆗㆔

基本技
術課程

技術員預修課程
（㆒年）

證書

`另外，對於㆗五學生修畢訓練㆗心㆒年制「技術員基礎課程」之後的升學
途徑，職業訓練局到現時更沒有㆒個明確的安排。

2.

訓練㆗心㆒年制「基本技術課程」應改為兩年
隨著科技急速的發展，及僱主對技術㆟員要求的不斷提高，現時訓練㆗心
㆒年制㆗㆔程度的「基本技術課程」應改為兩年，以配合社會的需要。此
舉不但使學員在兩年內學習更多有關的先進技術，更能提供足夠的時間讓
他們熟習㆒些就業或繼續升學所需的技能：如電腦和資訊科技知識、語文
應用及溝通技巧等。經過兩年技術訓練的學員必定更為僱主接受，而家長
及學生亦會歡迎㆒個較為全面的課程。

職業訓練局職工會聯合會
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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