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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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至 3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一) 教育局向学校提供有关近期社会事件的资讯及指引；

及 

(二) 有关教师专业操守及教师注册的资料 

2 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数目及其学生人数 

3 校外评核报告的年期 

4 有关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资料 

5 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经入息资产审查助学金的资料 

6 有关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资料 

7 有关教育局供应商名单及招标公告的资料 

8 有关教育局热线服务的资料 

9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 

10 有关一所官立中学招聘兼职英语导师的资料 

11 有关处理被捕教师的资料 

12 有关教师违反专业操守个案的资料 

13 
有关教育局政务主任及二级行政主任在 2018 年及 2019

年放取逾时工作补假时数的资料 

14 有关教师违反专业操守个案的资料 



15 
指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课程和自资专上课程的收

生人数（按年级统计） 

16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 

17 有关处理教师违反专业操守投诉的资料 

18 
教育局就学生训育及辅导工作发放的资料或指引（中

学） 

19 

(一) 有关教育局在停课期间支援学校进行网上教学的资

料； 

(二) 有关实施「停课不停学」和跨境学生的学习安排；及 

(三) 按学校级别划分的跨境学生人数及有取录跨境学生

的学校数目 

 

2020年 4月至 6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教育局处理一宗索取资料要求的相关资料 

2 
有关教育局如何跟进 2018 年审计署就融合教育作出的建

议的资料 

3 
有关教育局个别职系的离职人数及招聘的资料，以及其最

新的职位编制及实际人数 

4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团队管理的资料 

5 

(一) 有关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计划下发展网络

应用程式以支援学生读写能力发展的资料；及 

(二) 有关教育局供应商名单的资料 

6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资历及咨询教师团队管理

的资料 

7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工作经验的资料 

8 (一) 有关申请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通过运用语文



基金资助的研究与发展项目 2015-16及研究与发展项

目 2018-19 的资料；及 

(二) 研究与发展项目 2015-16 的项目名称、摘要及首席研

究员和联席研究员的资料 

9 香港中、小学教师人数及学历的统计数字 

10 

(一) 有关 2017/18, 2018/19 以及 2019/20 学年新招聘外籍

英语教师学历的资料；及 

(二)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团队管理的资料 

11 

(一) 2020 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文凭试)因应 2019 冠状病

毒病爆发的应变措施资料；及 

(二) 透过大学联合招生办法(联招) 和非联招途径录取本

地和非本地学生的资料 

12 有关教育局官员外访的相关资料 

13 

(一) 有关教育局就 2020 年文凭试历史科一考题发出声明

的资料；及 

(二) 监察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的相关条例 

14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团队提供的学校支援服务

的资料 

15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团队管理的资料 

16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团队提供的学校支援服务

的资料 

17 有关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资料 

18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 

19 
教育局特别职务办事处的资料及处理学生津贴申请的资

料 

 

https://scolarhk.edb.hkedcity.net/tc/project/2015/research-development-projects
https://scolarhk.edb.hkedcity.net/tc/project/2018/research-development-projects
https://scolarhk.edb.hkedcity.net/tc/project/2018/research-development-projects
https://scolarhk.edb.hkedcity.net/tc/project/2015/research-development-projects


 

2020年 7月至 9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有关采购服务的资料 

2 有关一所学校成立法团校董会的资料 

3 自资专上院校的实际收生人数 

4 教育局辖下空置校舍资料 

5 

(一) 有关助理教育主任及教育主任编制的资料； 

(二)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学士学位及副学位课程

于 1998/99 至 2019/20 学年的平均学生单位成本及学

费的资料； 

(三) 2012 至 2019 年教育局对干犯罪行或失德行为教师采

取的纪律行动 

6 有关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处理投诉的程序 

7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 

8 
有关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行政)及 2018 年助理督学(学

位)的招聘资料 

9 
有关规管《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第 493

章）下在香港进行的获豁免课程的资料 

10 有关 2017-18 年度助理小学学位教师招聘的资料 

11 
从 2013 年 9 月 3 日到 2014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学校行

政手册》 

12 办学团体及其属校资料 

13 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经入息资产审查助学金的资料 

14 有关高中通识教育科「教科书」专业咨询服务的资料 

15 有关 2019 年助理督学(学位)的招聘资料 

 



 

2020年 10月至 12月 

项目编号 索取及发放的资料 

1 有关 2019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资料 

2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团队运作的资料 

3 有关处理教师违反专业操守个案的资料 

4 
(一) 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自资专上课程资料；及 

(二) 自资专上院校的预计及实际收生人数 

5 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报告 

6 专上教育主要统计数字 

7 有关取消教师注册的资料 

8 
有关担保书(俗称「行街纸」) 持有人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的现行政策资料 

9 教育局辖下空置校舍资料 

10 有关外籍英语教师组咨询教师团队运作的资料 

11 有关油尖旺区中学的学校设施的资料 

12 
有关教育局在识别/处理家庭暴力个案方面的角色/经验

的资料 

13 有关处理教师违反专业操守个案专责小组的资料 

14 
有关担保书(俗称「行街纸」) 持有人在香港接受高等教育

的现行政策资料 

15 有关 2020 年助理教育主任(行政)的招聘资料 

16 有关课本循环再用计划的资料 

17 有关教师违反专业操守个案的资料 

18 有关 2018 及 2020 年助理教育主任(行政)的招聘资料 

19 有关 2020 年助理教育主任(行政)的招聘资料 



20 自资专上院校的实际收生人数 

21 自资专上院校的实际收生人数 

22 有关 2019 年助理督学(学位)的招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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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