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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  

咨询文件  

 

目的  

  

 就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提出的初步建议咨询意见。  

 

 

背景  

 

2. 培育人才，是香港持续进步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现今社会瞬息万变，专业教学团队须与时并进、持续发展，

以装备学生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有效及有策

略地推动及支援教师持续专业发展，是重要的教育议题。  

 

3. 行政长官在 2017 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专责小组，检

视和跟进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专

责小组」）在 2017 年 11 月成立，就以下工作范畴进行研究： 

i. 建立教师专业阶梯的可行方案；  

ii. 中、小学和特殊学校管理层的职级安排；  

iii. 教师职位学位化的时间表。  

 

4. 专责小组期望从不同层面提出建议，进一步推广教师

持续专业发展的文化，认同和提升教师的专业地位，挽留和

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学专业，最终目的是提升教师专业水平

和教学质素。专责小组 19 名成员来自中学、小学、特殊学

校、办学团体、大学、教师团体，亦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人士及教育局代表。专责小组的职权范围及成员名单载于附

录 1 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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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责小组举行了多次会议，参考不同地区如何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和建立教师专业阶梯，并检视了本地的情况，当

中包括政府为教师专业发展政策而成立的常设咨询组织－

教师及校长专业发展委员会（COTAP）所制定的长远策略及

相关计划。专责小组并举行多场焦点小组会议，听取业界意

见以作讨论及研究的参考。  

 

6. 专责小组认为教育局重视教师专业发展，致力推动教

师和校长的持续学习。专责小组的工作与政府及 COTAP 的

方向一致，但专责小组将会就其职权范围，亦是学界比较关

注的课题，聚焦研究。  

 

7. 专责小组认为它的三项工作大有关连，专业阶梯是重

要的基石，其他有关检视学校管理层职级安排与教师职位学

位化时间表则为推动专业阶梯的有力措施，应以整体性策略

连贯。  

 

 

教师专业阶梯  

 

8. 理念先行，专责小组认为首要阐明教师专业的内涵和

专业阶梯的意义。  

 

9. 专业内涵包含知识、能力、价值观和态度。专责小组

深信教师对其专业均持基本信念，社会对教师专业亦有所期

望。教师专业以学生为本，应有自我完善的动力，充份装备

学科知识、教学技巧、价值观和态度，以面对社会转变、教

育发展、学生在学习和成长上的需要。我们期盼教师专业团

队秉持力求进步的精神和态度，持续更新专业知识，提升专

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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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责小组参考了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文献、其他地区

的经验及持份者的初步意见，认为教师专业阶梯的目的应包

括：  

i.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ii. 提升教师专业地位  

教师专业阶梯的意义在于促进教师抱持专业成长及专业操

守的自我要求，持续提升专业质素。透过教师专业阶梯，教

学团队（包括教师和学校领导人员）可清楚地厘订个人专业

发展的方向和计划，亦有助规划职涯发展。另一方面，社会

能多了解教学专业团队具备的能力和操守，对教学专业加强

认同。  

 

11. 教师专业阶梯展示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容及历程。专责

小组认为当中应包含：  

i. 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元素；  

ii. 教师在职涯中实践职业抱负所需的专业领导能

力。  

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元素有三，包括教师应具备的：  

i. 教学专业能力；  

ii. 专业操守和价值观；  

iii. 反思求进以达自我完善的精神。  

这三个元素应贯穿教师专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不论在入职

前、初入职、具丰富教学经验，或透过晋升、职务调配等而

处于不同职涯发展的阶段，教师秉持这三个核心元素，均可

按个人目标及需要，参考教师专业阶梯去策划专业发展蓝

图。教师的专业成长提升整个教学专业团队的专业质素，同

时提升教育质素，最终令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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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了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规划以外，教师专业阶梯亦

有助在系统层面及学校层面检视及制订教师专业发展的政

策。在系统层面，政府可参考教师专业阶梯，就教师在不同

阶段的专业发展需要订定策略和措施，调拨适当资源。在学

校层面，学校可因应办学宗旨及校本情况，运用教师专业阶

梯订定校本教师专业发展政策和合适的职涯发展安排。  

 

13. 专责小组详细检视了现况，并考虑如何建立教师专业

阶梯，以达（ I）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 II）提升教师专业地

位的两个目的。下文阐述现况、专责小组的考虑及初步建议。 

 

 

(I)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教师专业发展现况  

 

14.  教师专业发展大致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职前培训、在

职持续专业发展，以及学校领导培训。此外，资助学校教师

在晋升前，必须完成载于资助则例的指定训练课程 1，或经法

团校董会／教育局常任秘书长认可的等同培训课程，以符合

晋升更高职级的资格。  

 

15. 二零零三年，前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推出《学习的

专业  专业的学习：教师专业能力理念架构及教师持续专业

发展》文件，提出所有教师于每三年周期内参与不少于 150

小时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软指标」。政策实施至今，教师

认同持续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除校本的教师专

业发展日及相关活动外，各类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日趋多元。

                                                      
1 指定的训练课程分为复修课程和管理课程，皆由教育局或师资培训大学开办。

复修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学与教，以及学生支援的策略和模式，帮助教师更有

效地履行校内职务。管理课程则以研习各种学校管理或教育行政的课题为主，

装备教师管理学校的技巧和能力。详情可参阅教育局网页（资助学校教师晋升

前须符合的培训要求）。  

http://www.edb.gov.hk/s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training-requirements-teacher-promotion-in-aided-sch.html
http://www.edb.gov.hk/s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training-requirements-teacher-promotion-in-aided-s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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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有广泛而充足的机会参与不同模式的专业发展活动，促

进校本及跨校专业学习社群的建立。该委员会亦推出「校长

持续专业发展理念架构」及「教师专业能力理念架构」 2。  

 

16. 二零一三年，教育局重组前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

成立教师及校长专业发展委员会（COTAP），就教学专业团

队在不同阶段的专业发展向政府提供意见。二零一五年，

COTAP 发表首份报告书 3，陈述其理念、策略建议和工作承

担，包括名为「T-卓越@hk」的计划，推动香港教师专业发

展进入新阶段。  

 

17. 「T-卓越@hk」计划下共有八个重点项目（详见附录

3），其中，协助策划个人专业成长的工具「T-标准 +」4 （详

见附录 4）描述了教师及校长在不同专业成长阶段的愿景和

使命；以学生为本的角度，提出教师及校长的专业角色。教

师的三个专业角色为：  

 关爱学生的育才者  

 启发学生的共建者  

 敬业乐群的典范  

校长的三个专业角色为：  

 以德润才的躬行者  

 博学启思的建策者  

 高瞻远瞩的创建者  

                                                      
2 教育署（ 2002）:《校长持续专业发展指引》，以及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 2003）:

《学习的专业  专业的学习 —教师专业能力理念架构及教师持续专业发展》。

该两架构围绕教师及校长的主要工作范畴，描述他们在各专业阶段具代表性的

专业能力，是一套协助教师、校长及学校规划持续专业发展活动的参照工具，

亦能让课程提供者按教师及校长所需设计合适课程，培养教师及校长的专业能

力。  

3 教师及校长专业发展委员会（ 2015） :《扬帆启航  迈向卓越》进度报告  

4 教师及校长专业发展委员会（ 2018） :「 T -标准 +」  

https://www.cotap.hk/images/download/Guideline%20for%20Principals%20CPD%20Ch.pdf
https://www.cotap.hk/images/download/ACTEQ_Document_2003-Chi.pdf
https://www.cotap.hk/download/progress_report/sc/pdf/cotap_progress_report_2015-sc.pdf
https://www.cotap.hk/index.php/cn/t-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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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标准 +」由教学专业团队共同制订，以支持专业成长为目

的。其设计具发展性，方便处于不同专业成长阶段的教师及

校长灵活运用，以规划个人专业发展。  

 

专责小组的考虑及初步建议  

 

18. 专责小组认为要达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目的，教师

专业阶梯应该是易明和清晰，并适合教师及校长在不同专业

成长阶段、不同职级岗位的需要。专责小组建议利用已有的

基础，建立能广泛适用于整个教学专业团队的教师专业阶

梯。专责小组得悉 COTAP 近年已开展相关工作，包括「T-

卓越@hk」计划及第 17 段所述协助策划个人专业成长的工具

「T-标准 +」。「T-标准 +」以学生为本的角度勾划教师及校长

的专业角色，描述不同专业发展阶段的教学专业人员应有的

理想表现，当中蕴含教师专业阶梯的三个专业成长核心元

素，其理念和目的与教师专业阶梯相连。专责小组建议可把

两者结合，以发展教师专业阶梯，使教师及校长更易理解掌

握，让处于不同阶段和岗位的教学团队有所参考，从而妥善

规划专业发展需要。  

 

19. 专责小组理解「T-标准 +」主要是描述教师及校长的专

业角色，教师专业阶梯可聚焦于研究教学团队在不同专业成

长阶段及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业能力。  

 

20. 专责小组认为教学团队的培训发展课程需配合推广教

师专业阶梯。专责小组认同现时教师专业培训机会充足，课

程项目丰富多元。然而，专责小组亦关注需要提供适当的时

间和空间予教师以支援他们进行专业发展。对于现行教师晋

升前需先接受相关培训或指定训练课程的要求，专责小组同

意这可让他们为未来工作岗位作更佳准备。对于已晋升且具

一定经验的教师，专责小组认为可研究订定复修课程的要

求，以助他们更新所需的专业知识。对于初入职教师，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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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启导计划，支援他们循序渐进适应教学的种种工作，面

对挑战。  

 

21. 专责小组建议检视现有职前教师培训、在职教师持续

专业发展及学校领导培训的课程内容及整体规划，以配合教

师专业阶梯的理念和目标，加强各阶段课程间的连系，突显

专业价值观和操守，以及反思的元素，优化及提升专业发展

的效能。专责小组知悉 COTAP 的「T-卓越@hk」计划正朝相

同方向开展多项专业发展项目 5，期望能结合力量，共同配合

推动教师专业阶梯。   

 

22. 专责小组建议全方位推动教师专业阶梯：  

 在教师层面促进教师个人专业成长，订立个人发展蓝

图，透过终身学习以达自我完善。  

 在学校层面更全面地规划及管理人力资源，为不同成

长阶段的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及合适发展模式，以

建立卓越教学专业团队。  

 在系统层面支援及优化教师专业发展政策。政府可有

系统地检视有关政策，优化推行策略。专业发展课程

提供者可参考教师专业阶梯以策划和提供合适课程。  

  

23. 专责小组理解现时提出的教师专业阶梯只属框架，还

需细致规划，以助持续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质素。这项工作

适宜由具专业经验的常设组织负责规划、执行和监察，确保

教师专业阶梯的理念得以落实。专责小组认为 COTAP 既负

责就教师及校长专业发展整体方向和长远策略提供意见，又

                                                      
5 「 T -卓越 @hk」计划现正发展多个项目，例如「 T -浏览 2 4 / 7」一站式电子平台，

为教师提供广泛而最新的课程资讯，以助策划个人专业发展计划。「 T -专能 3」

为新入职教师安排专业发展内地考察团，透过参访内地学校、企业和文化单位

以拓宽视野。另筹备中的有新教师启导计划，支援新教师逐步适应教学工作。

「 T -培训 β」推行「向教师发还自订进度电子学习课程费用先导计划」，鼓励教

师进行电子学习并自订学习进度，拓展多元专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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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政府非经常性拨款支援未来十年推动「T-卓越@hk」计划，

如能同时领导落实并持续优化教师专业阶梯，可发挥最大协

同效能，更可运用资源优势，配合教师专业阶梯的目标推动

各项专业发展计划，例如加强教师启导、创建更多专业发展

空间、推动更多学校专业学习圈等，全方位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专责小组建议由 COTAP 跟进教师专业阶梯的后续工作。 

 

 

(II) 提升教师专业地位  

 

24. 鼓励教师持续专业成长之外，有策略地提升教师专业

地位，从而挽留和吸引教学人才亦非常重要。专责小组认为

可从表扬优秀教师、开拓教师的事业前景、优化管理层职级

和职务调配等安排，以及全面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等不同措

施着手，肯定教师的贡献和专业地位。  

 

现况  

 

A. 表扬优秀教师  

 

25. 为肯定教师的贡献，提升教师专业形象，教育局不时

举办大型活动表扬优秀教师，培养教师追求卓越的文化，例

如敬师运动委员会每年举行「敬师日庆典暨表扬状颁发典

礼」、教育局每年颁发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奬，表扬在不同范

畴具卓越教学表现的教师。此外，「T-卓越@hk」计划下亦设

有「T-表扬」重点项目，以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的成就。  

 

B. 教师的晋升阶梯和管理层职级安排  

 

26. 学校普遍会藉晋升来表扬具卓越教学表现的教师。公

营学校教学人员的晋升阶梯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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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职级教师  

 晋升职级教师（包括主任级教师和副校长）  

 校长  

现时，校长的职级和薪酬，以及晋升职级教师的数目会视乎

学校规模大小（一般以班数为准则）、管理协调学校工作的

需要，校长的领导责任等因素而厘定。  

 

C. 教师职位学位化  

 

27. 为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专业，全面实施教师职位学

位化是政府长远工作目标。继 2015/16 及 2016/17 学年公营

小学的学位教师职位比例由 50%分别增加至 55%及 60%后，

在 2017/18 学年，政府进一步把有关比例提升至 65%；而公

营中学的学位教师职位比例由 2009/10 学年起已增加至

85%。  

 

专责小组的考虑及初步建议  

 

A. 表扬优秀教师  

 

28. 专责小组曾参考外地提升教师专业形象及社会地位的

例子，研究不同制度的特点。例子包括英国的特许教师

（Chartered Teacher）6、澳洲的卓然有成及领导教师（Highly 

Accomplished and Lead Teacher）7，星加坡的特级教师（Master 

Teacher） 8及内地的特级教师 9等。整体而言，各地的措施主

                                                      
6 Chartered Teacher: https://chartered.college/chartered-teacher 

7 Certification of Highly Accomplished and Lead Teachers in Australia: 

https://www.aitsl.edu.au/tools-resources/resource/guide-to-the-certification-of-highly-accomplished-

and-lead-teachers-in-australia 

 8 Master Teacher: https://www.moe.gov.sg/careers/teach/career-information 

 9 特级教师: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199301/t19930110_81916.html 

https://chartered.college/chartered-teacher
https://www.aitsl.edu.au/tools-resources/resource/guide-to-the-certification-of-highly-accomplished-and-lead-teachers-in-australia
https://www.aitsl.edu.au/tools-resources/resource/guide-to-the-certification-of-highly-accomplished-and-lead-teachers-in-australia
https://www.moe.gov.sg/careers/teach/career-information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199301/t19930110_81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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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让教师透过修读课程、参与专业发展活动、教学表现评

估、分享教学研究心得等安排，获取学术资历以外的另类专

业资历，而这种资历广泛得到业界和社会认同，能提升教师

专业形象。专责小组认为这类荣誉教师制度具参考价值。  

 

29. 专责小组建议在「T-表扬」的基础上，建立更具系统、

不同层次而多元化的表扬计划，表彰在不同方面有成就的教

师和校长，如积极参与持续专业发展、卓越教学或卓越教学

实践、教育成就出众等。透过这些计划，可让教学专业团队

及社会人士了解优秀教师的多样性，同时鼓励教师及校长按

个人专业成长阶段及发展需要，追求卓越。  

 

30. 专责小组又建议可参考外地经验，研究设立具规模和

社会认受的表扬教师制度，例如授予优秀教师备受尊崇的荣

誉。  

 

B. 开拓教师事业前景、优化管理层职级及职务调配  

 

(i) 主任级教师人手安排  

 

31. 专责小组认为，主任级教师是领导学校实施各项课程

和学生支援措施的关键，让具备特定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力

和表现突出的教师担任主任级教师，是肯定他们对学校所作

贡献的方法之一，亦能给予一个更理想的平台让他们进一步

发挥专长。  

 

32. 就小学的主任级教师人手方面，专责小组察悉多年来

小学主任级教师数目增幅较少，认同需要检视。专责小组注

意到自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为特定用途而额外增设的主任级

教师职位（例如英文科主任级职位和小学课程统筹主任职

位），以及由半日制转至全日制增设的主任级教师外，小学

的主任数目多年来大致保持不变。然而，过去多年，不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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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措施的推行，为学校及主任级教师带来颇多挑战。在主

任级教师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现时学校普遍安排助理小学学

位教师担任科主任，主任级教师则负责各项行政工作。专责

小组认为这显示主任级教师数目未能满足学校现时及长远

发展的需要，故需增加小学主任级职位数目，以加强中层管

理领导和协调工作。  

 

33. 基于上述考虑，专责小组建议改善小学中层管理人手，

以协调各项教育措施的推行，配合学校长远发展需要，且增

加小学主任级职位数目可提供更多晋升机会予有能力的教

师，认同他们优秀的表现，有助挽留和吸引人才。  

 

34. 专责小组亦检视了中学方面的主任级教师人手安排。

专责小组了解到多年来中学主任级教师数目已随着教师人

数的增加获得相应调升。但是，在 2017/18 学年公营中、小

学的教师与班级比例划一增加了 0.1，为学校提供额外教学

人手，但所增设的教席尚未用作计算晋升职位，以留待教育

局就教师专业发展，包括建立教师专业阶梯，作出检视后跟

进。  

 

35. 专责小组建议因应教师与班级比例增加 0.1，按现行中

学的晋升职位计算制度，为中学提供相应的晋升职位，使基

本职级和中层管理皆有额外人手处理各项教育措施，提供空

间让学校适当调配主任级教师的职务，以配合学校发展及长

远规划。  

 

36. 专责小组并建议，学校应善用优化中、小学主任级教

师人手安排的机会，重新检视和安排主任级教师在校内担当

的职能和角色，配合学校的发展方向和长远规划，强化教学

团队的专业能量，认同教师在学与教或学生支援的专长，鼓

励他们学习相关专门知识技巧以配合学生需要，例如提供主

任职位予教学表现卓越的教师，让他们负责领导和协调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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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发展、专注进行教学研究、分享教学经验等。又例

如 晋 升 负 责 带 领 发 展 和 协 调 教 授 中 文 作 为 第 二 语 言 和

STEM10教育等方面的教师。  

 

(ii) 校长及副校长职级安排  

 

37. 专责小组注意到各项教育新措施的实施增加了校长和

副校长的工作量和复杂性，他们肩负的责任更重大，而社会

大众普遍对他们的专业领导能力亦有更高要求。  

 

38. 在小学方面，专责小组注意到自实施全日制后，再加

上各项教育新政策的推行，学校的运作和发展转变很大。课

时延长，学生学习和活动更趋多元化，持份者对学校发展和

问责有更高的要求，在在增加了校长的工作量、领导和管理

学校的复杂性。此外，随着 1994/95 学年开设小学学位教师

职系，优化教师与班级比例，以及学位教师职位比例逐步提

升，小学教师团队的人数和专业资历不断提高。这些发展增

加了学校人事管理的复杂性，校长需以高度专业领导能力适

切地运用资源去推动学校发展。  

 

39. 专责小组注意到，虽然小学发展起了重大变化，但小

学校长的薪酬仍一直按半日制小学的标准厘定，同时牵制到

小学副校长的薪酬水平。此外，现时高级小学学位教师（作

为副校长职级或规模较小的小学校长职级）的薪级表只有两

个增薪点，有意见认为有关安排未能适当反映该职级所肩负

的职责和提供合适的增薪点以认可该职级的校长或副校长

的经验，难以维持职级的吸引力，情况并不理想，须予以理

顺。鉴于实施小学全日制后的相关发展，给学校运作带来相

当重大转变，再加上有需要理顺以上提及有关薪级的情况，

专责小组建议检视和改善小学校长和副校长的薪酬，尤其对

比及重迭的情况。  

                                                      
10 STEM全写为科学（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数学（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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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中学方面，现时校长职级是依据班级数目厘定，而

划分的机制则源于过往的班级结构（从前普遍为非平衡班级

结构，即中四至中五班数比初中少，预科级别班数又较中四

及中五少）。随着新高中学制的推行，原则上学校现采用平

衡班级结构（即各级班数相同）。故此，校长职级的划分方

法再不能配合现时实际情况。专责小组建议考虑中学平衡班

级结构的现况和学校运作的生态，检视中学校长职级划分的

安排。  

 

41. 在副校长方面，中、小学副校长同样肩负管理和协调

各项行政和课程范畴的工作。随着校本管理的实施，学校可

更灵活和自主地运用财务及人力资源，加上各项教育新措施

的推行，副校长需要负责统筹、协调和带领的工作项目日益

增多，对规模较大的学校而言，工作尤见繁重复杂。因此，

专责小组建议检视规模较大的中、小学副校长人手安排。  

 

(iii) 晋升前须符合的培训要求  

 

42. 专责小组认为学校需要适切地配合优化管理层职级及

职务调配措施，才可得到最大效果，故建议教育局和学校携

手检视和支援在不同阶段的教学团队人员的培训要求，并提

供足够和更新的专业发展培训，确保他们晋升前符合相关的

培训规定。  

 

(iv) 特殊学校  

 

43. 至于营办中、小学班级的特殊学校，专责小组知悉它

们在管理层的职级等有不同的安排。专责小组建议在这基础

上，考虑相应优化管理层的职级及职务调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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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师职位学位化  

 

44. 专责小组了解业界对尽快全面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的

诉求，惟亦要同时考虑实施的步伐能否配合教师的专业发展

及学校需要所作出的准备。专责小组建议在切实可行的情况

下尽快全面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以达提升教师专业地位，

挽留和吸引优秀人才，提升教育质素的目标。专责小组建议

学校可利用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的机会，进一步提升教师的

专业角色及职能，鼓励专业发展文化。  

 

45. 中学方面，专责小组认为学校已具备足够的条件，建

议可考虑一次过调高学位教师职位比例至 100%。在小学方

面，专责小组知悉现时不少学校的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和文凭

教师担任不同职责，因此，建议可考虑分阶段在小学全面落

实教师学位化，配合优化中层管理人手的建议措施，让学校

有充裕的时间重新调配职务，提升教师的专业角色及职能，

达致平稳过渡。  

 

 

初步建议概要  

 

46. 以下归纳专责小组经详细考虑后提出的方向性建议：  

 

建立教师专业阶梯  

 

(1) 教师专业阶梯目的应包括：  

i.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ii. 提升教师专业地位。  

［第 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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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专业阶梯展示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容及历程。当中应

包含：  

i. 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元素；  

ii. 教师在职涯中实践职业抱负所需的专业领导能力。  

［第 11 段］  

 

(3) 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元素有三，包括教师应具备的：  

i. 教学专业能力；  

ii. 专业操守和价值观；  

iii. 反思求进以达自我完善的精神。  

［第 11 段］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4) 建议利用已有基础，结合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元素和「T-

标准 +」，建立能广泛适用于整个教学专业团队的教师专

业阶梯，并进一步研究教学团队在不同专业成长阶段及

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专业能力，让教学团队有所参考，从

而妥善规划和发展专业需要。  

［第 18 及 19 段］  

 

(5) 建议检视现有职前教师培训、在职教师持续专业发展及

学校领导培训的课程内容及整体规划，以配合教师专业

阶梯的理念和目标。  

［第 21 段］  

 

(6) 建议在教师、学校、系统层面，全方位推动教师专业阶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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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段］  

 

(7) 建议由 COTAP 跟进规划、执行和监察教师专业阶梯的后

续工作，确保教师专业阶梯的理念得以落实，以助提升

教师专业发展的质素。  

［第 23 段］  

 

提升教师专业地位  

 

A. 表扬优秀教师  

 

(8) 建议在「T-表扬」的基础上，建立更具系统、不同层次

而多元化的表扬计划，表彰在不同方面有成就的教师和

校长。  

［第 29 段］  

 

(9) 建议参考外地经验，研究设立具规模和社会认受的表扬

教师制度，例如授予优秀教师备受尊崇的荣誉。  

［第 30 段］  

 

B. 开拓教师事业前景、优化管理层职级及职务调配  

 

(10) 建议改善小学中层管理人手，以协调各项教育措施的推

行，配合学校长远发展需要。  

［第 33 段］  

 

(11) 建议因应教师与班级比例增加 0.1，按现行中学的晋升职

位计算制度，为中学提供相应的晋升职位。  

［第 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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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议学校应善用优化中、小学主任级教师人手安排的机

会，重新检视和安排主任级教师在校内担当的职能和角

色，配合学校发展规划，强化教学团队专业能量，认同

教师专长，鼓励学习相关专门知识和技巧以配合学生需

要。  

［第 36 段］  

 

(13) 建议检视和改善小学校长和副校长的薪酬。  

［第 39 段］  

 

(14) 建议考虑中学平衡班级结构的现况和学校运作的生态，

检视中学校长职级划分的安排。  

［第 40 段］  

 

(15) 建议检视规模较大的中、小学副校长人手安排。  

［第 41 段］  

 

(16) 建议教育局和学校携手检视和支援在不同阶段的教学团

队人员的培训要求，并提供足够和更新的专业发展培训，

确保他们晋升前符合相关的培训规定。  

［第 42 段］  

 

(17) 就营办中、小学班级的特殊学校，建议考虑相应优化管

理层的职级及职务调配的措施。  

［第 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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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师职位学位化  

 

(18) 建议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全面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

以提升教师专业地位和教育质素。  

［第 44 段］  

 

(19) 建议教师职位学位化的时间表须配合实际情况，考虑现

时学校的运作，并配合优化小学中层管理人手的建议措

施。  

［第 45 段］  

 

(20) 建议学校可利用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的机会，进一步提

升教师的专业角色及职能，鼓励专业发展文化。  

［第 44 段］  

 

 

征询意见  

 

47. 专责小组十分重视各持份者的意见，诚邀各位提出宝

贵的意见，好让专责小组在制订具体建议时有所参考：  

 

i. 就第 (46)  段陈述的 20 项方向性建议，你有甚么意见

和具体的建议 ?   

 

ii. 多项方向性建议（特别是优化学校管理层职级安排及

教师职位学位化）均涉及巨大额外资源。你认为应如

何考量和订定优次？  

 

48. 恳请你于 2018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或之前，以邮寄、

电邮或传真方式把你的宝贵意见传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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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地址 :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  

      胡忠大厦11楼1110室   

      教育局专业发展及培训分部  

 电邮地址 :   tftpd@edb.gov.hk 

  传真号码 :   （852）  3798 0105 

 

 

未来工作  

 

49. 专责小组会在 7 月为教育界持份者举办简介暨咨询会，

听取意见及交流。专责小组计划于 2019 年年初向政府提交

报告及具体建议。  

 

 

 

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   

2018 年 7 月   

mailto:tftpd@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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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  

职权范围  

 

建立平台讨论和搜集专业意见，向教育局局长就提升和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出建议，亦会研究以下范围：  

(1) 建立教师专业阶梯的可行方案，包括如何认同教师

在教学各方面的专长（例如在特定科目、辅导工作、

教授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学生等）；  

(2) 中、小学及特殊学校管理层的职级安排；以及  

(3) 教师职位学位化的时间表。  

  



21 

 

附录 2 

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  

成员名单  

主席 

邱霜梅博士 

 

非官方成员 

周厚峰先生 

张慧仪女士 

张锐辉先生 

蔡少洲先生 

关蕙芳女士 

黎鉴棠先生 

林碧珠女士 

刘志远先生 

李子建教授 

梁健仪女士 

梁湘明教授 

吴丹女士 

彭章球先生 

苏炳辉先生 

黄若娴修女 

殷见欢女士 

余志贤先生 

 

官方成员 

黄邱慧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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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T-卓越@hk」八个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 说明 

T-标准 + 

为教学专业团队订定专业标准，就师资培训、持

续专业发展及学校领导能力的发展，提供清晰的

参考，以期对学生的学习及成长产生正面作用。 

T-数据集 PD 

根据全港系统调查建立数据集，以制订政策及策

略，协助教师及学校领导人员在职业生涯不同阶

段的专业发展，在系统及学校层面设立回馈机

制，支持实证为本的决策。  

T-培训 β  

探索新类型及模式的培训，以满足教师及学校领

导人员不断转变的专业发展需要，提升课程的质

素及适切性，并使课程更多元化。  

T-浏览 24/7 

建立一站式平台，以供随时随地分享资讯及资

源，并按个人进度安排专业发展，促进专业学习

和发展。  

T-专能 3  

推行三层启导计划，支援准教师及新任教师、中

层领导人员和新任校长，为迈向事业新里程的教

育工作者提供高质素的到校支援服务。  

T-分享  

优化专业学习社群，建立联系网络、分享资讯、

进行互动交流和协作，以加强学校领导能力，革

新和改善教学法，及促进学生发展。  

T-表扬  

推行宣扬教师专业及贡献的计划，表彰教学专业

团队的成就及贡献，肯定其专业精神和地位，并

予以宣扬，以吸引和挽留人才。  

T-桥梁  

就如何以最佳方式改善师资培训课程的设计及

授课安排（例如临床实践模式）进行可行性研究，

确保师资培训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协助新任教

师应对学校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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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协助策划个人专业成长的工具「T-标准 +」  

 

目的  

 

 「T-标准 +」是由教师及校长专业发展委员会与教学专

业人员共同拟订的一套连贯的专业标准，包括「香港教师专

业标准参照」及「香港校长专业标准参照」。「T-标准 +」以学

生的教育需要为中心，目标是培育他们达至全人健康、具备

成年阶段所需的素养，以及灵活应对未来的转变。为配合这

个目标，「T-标准 +」描述了香港教师及校长在专业成长中不

同阶段的愿景和使命，旨在推动教学专业团队的自我反思和

专业发展，最终裨益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T-标准 +」下的教师及校长专业角色  

「T-标准 +」下的  

教师专业角色  

「T-标准 +」下的  

校长专业角色  

关爱学生的育才者   

支援全人成长  

 

–培育学生全人发展，与学生

在成长历程中结伴同行，帮助

他们拓展潜能  

以德润才的躬行者  

贯彻全人成长及均衡发展的

理念  

–树立以德修身的典范，实践

教育价值观及理念，促成教师

和学生的成长及均衡发展  

启发学生的共建者   

结伴建构知识  

–发展学生的共通能力，培育

所需的素养，并启发他们建构

知识，让他们投入深度学习  

 

博学启思的建策者   

塑造好学敏求的学习型组织  

–建立有助启迪思维的机构文

化以培育多元人才，成就明日

栋梁  

敬业乐群的典范   高瞻远瞩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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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专业精神  

 

–通过持续专业发展彰显精益

求精的专业精神，为未来转变

作好准备，并培育学生灵活应

对转变，为学校和社会的长远

发展和革新作出贡献  

推动教育变革及学校持续进

步  

–体现全球视野，前瞻未来路

向；敢于以创新精神积极面对

变革，致力推动学校与时并

进，以促进香港的未来发展  

 

 每个角色下的「阶段描述」，描绘教师或校长在不同的

专业成长阶段的信念和行动。阶段以「基本要求」、「力能胜

任」和「成就出众」及「力能胜任」、「卓然有成」和「成就

出众」分别描述教师及校长所达到的专业成长阶段。有关「阶

段 描 述 」 的 详 情 请 参 阅

https://www.cotap.hk/index.php/cn/t-standard。  

 

应用  

 

 「T-标准 +」是一套期望和目标，是教学专业团队及其

合作伙伴的参考工具。「T-标准 +」展现教学专业团队的专业

形象及贡献，有助吸引及挽留人才，以维持优秀的教师队伍。

「T-标准 +」可供教师和校长反思其专业角色，并用作规画持

续专业发展的工具。「T-标准 +」为职前教师培训及在职教师

和学校领导人员的持续专业发展，提供一致方向。  

 

 

https://www.cotap.hk/index.php/cn/t-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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