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披露记录 

 

本局的披露记录简述根据《公开资料守则》(下称《守则》)索取及发放的

资料的性质。披露记录将会每季更新。 

 

任何公众人士如欲索取披露记录内载列的任何资料，应向本局的公开资料

主任提出索取资料要求。有关要求会根据《守则》处理。 

 

2019年 1月至 3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有关处理投诉个案的资料 

2 校外评核报告 

3 

(一) 中学概覧 2009/2010； 

(二) 按分区及学校类别划分的中学日校数目；及 

(三) 按分区、级别及学校类别划分的中学日校开班、学

额及学生数目 

4 有关实施《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12条的资料 

5 
有关处理一所学校运作事宜及其学生与教师的一般资

料 

6 
有关中国历史科（中一至中三）课程（1997）及中国历

史科（中一至中三）修订课程的资料 

7 

(一) 学生人数统计调查报告；及 

(二) 2012/13 学年英基学校协会属下的学校及本港国际

学校之简介 

8 采购助听器验配服务的文件 

9 有关学校电子收费、采购和其他财务安排的资料 

10 小一入学统筹办法文件中部分特定词语的定义 



11 非牟利性质学校的核实 

12 采购助听器验配服务的文件 

13 自资专上院校的实际收生人数 

14 

(一) 学生人数统计调查报告； 

(二) 幼稚园教师统计调查报告；  

(三) 中小学教师统计调查报告；及  

(四) 内地来港儿童首次入读学校统计调查报告 

15 

(一) 本地中六学生人数的推算数字；及 

(二)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及中六毕业生升学的

修读课程类别 

16 
在公营普通学校就读有自闭症的学生人数及参与「特殊

学校自闭症儿童辅导教学计划」的学生及辅导教师人数 

 

 

2019年 4月至 6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一) 在香港居住的 11 岁学龄人口的推算数字；及 

(二) 本地中六学生人数的推算数字 

2 
有关教育局在校本管理政策下监管学校及处理学校不

当个案和投诉的安排 

3 有关私立独立学校及学校注册要求的资料 

4 
有关 2017-18年度助理小学学位教师招聘的资料及助理

小学学位教师的评核人、加签人及复核人的职级 

5 
(一) 黄大仙、观塘及九龙城区的中学日校学生人数；及 

(二) 该三区中学日校的非华语学生人数 

6 一所空置校舍的结构勘测报告 



7 

(一) 有关「为修读香港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学生提供的免

入息审查资助计划」的资料；及 

(二) 有关「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的资料 

8 
(一)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及 

(二)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的问卷 

9 
一个经注册课程的表格 7A（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高等

学术资格的经注册课程周年申报表） 

10 小一入学统筹办法文件中一特定词的定义 

11 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字及防止学生自杀的措施 

12 

有关香港的学校、专上学院、大学、职业训练局辖下的

机构成员、非本地课程主办者及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名

称及地址资料 

13 
2015、2017 及 2018 年职业专才教育观感调查报告的全

文及问卷 

14 

(一) 学生人数统计调查报告； 

(二) 幼稚园教师统计调查报告； 

(三) 中小学教师统计调查报告；及 

(四) 内地来港儿童首次入读学校统计调查报告 

15 「学校增值资料」计算方法的相关资料 

16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 

 

 

2019年 7月至 9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有关在香港学校就读的无国籍和持有担保书人士的资

料 



2 
有关为教育局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及护卫服务的招标资

料 

3 一所幼稚园的学费资料 

4 

(一) 关于 2016 年度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工作表现雇

主意见调查 – 主要报告；及 

(二) 关于 2016 年度副学位课程毕业生的工作表现雇主

意见调查 – 主要报告 

5 过去 5 年有关课本送审的资料和数据 

6 教育局向一间机构发出的信函数目及主要内容 

7 一所幼稚园的学费资料 

8 有关探访一所幼稚园的资料 

9 有关一所官立小学招聘行政助理的资料 

10 有关 2018 年助理督学(学位)招聘的资料 

11 
2012 至 2018 年教育局对干犯罪行或失德行为教师采取

的纪律行动 

12 有关处理学校投诉的程序 

13 

有关 1998/99 至 2017/18 学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

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的平均学生单位成本和学费资

料 

14 有关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资料 

15 有关 2018 年助理督学(学位)招聘的资料 

16 有关两所官立小学招聘行政助理的资料 

17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 

18 有关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资料 

19 由教育局举办并于网上(经培训行事历)报名的教师专业



发展课程的数目 

20 

(一) 按学校级别划分的跨境学生人数； 

(二) 在香港居住的 3 岁、6 岁及 12 岁学龄人口按分区

划分的推算数字；及 

(三) 按分区划分的中一学额、学生人数及空置学额数字 

21 有关两所官立学校非教学职位的资料 

22 生物科及化学科（中四至中五及中六至中七）课程文件 

 

 

2019年 10月至 12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教育局学校发展组的职责与组织架构及处理投诉机制 

2 有关为教育局提供清洁服务的招标资料 

3 
有关经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聆讯小组处理个案的资

料 

4 有关一所学校的注册资料 

5 有关教育局设施内的饮水机的资料 

6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大学的研究生及教学人员的

统计资料 

7 于 2018/19 学年在香港提供中学课程的国际学校数目 

8 教育局发出有关《禁止蒙面规例》的资讯 

9 有关一所官立学校招聘行政支援助理的资料 

10 有关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人手及面试安排的资料 

11 
学校向教育局上报在 2019 年 10 月 8 日戴口罩学生人数

的相关资料 

12 一名教育局官员到访学校的资料 



13 自资专上院校的实际收生人数 

14 有关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秘书处的资料 

15 
2019 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统一派位电脑程式操作

的一般日程资料 

16 四所小学的建筑费用 

17 有关香港性教育课程的资料 

18 学校处理紧急情况的指引 

19 自资专上院校的预计收生人数 

20 非联招专上院校的预计收生人数 

21 教育局提供予学校有关催泪烟的健康资讯 

22 

(一) 学生人数统计调查报告； 

(二) 内地来港儿童首次入读学校统计调查报告； 

(三) 本地中六学生人数的推算数字； 

(四)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及 

(五) 中六毕业生升学的修读课程类别 

23 自资专上院校的实际收生人数 

24 

(一) 学生人数统计调查报告； 

(二) 幼稚园教师统计调查报告； 

(三) 中小学教师统计调查报告；及 

(四) 内地来港儿童首次入读学校统计调查报告 

25 有关资讯及通讯科技课程的资料 

26 
有关资讯及通讯科技课程的资料及课程发展议会–香港

考试及评核局资讯及通讯科技委员会会议简讯 

27 学生人数统计调查报告 

 

 



注意：披露记录并不包括以下索取资料要求：个别人士/公司索取其本身的

资料或与其有关的投诉个案的资料；索取已公布的资料；以及索取可透过

收费服务取得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