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披露記錄 

 

本局的披露記錄簡述根據《公開資料守則》(下稱《守則》)索取及發放的

資料的性質。披露記錄將會每季更新。 

 

任何公眾人士如欲索取披露記錄內載列的任何資料，應向本局的公開資料

主任提出索取資料要求。有關要求會根據《守則》處理。 

 

2019 年 1 月至 3 月 

項目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1 有關處理投訴個案的資料 

2 校外評核報告 

3 

(一) 中學概覧 2009/2010； 

(二) 按分區及學校類別劃分的中學日校數目；及 

(三) 按分區、級別及學校類別劃分的中學日校開班、學

額及學生數目 

4 有關實施《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12 條的資料 

5 
有關處理一所學校運作事宜及其學生與教師的一般資

料 

6 
有關中國歷史科（中一至中三）課程（1997）及中國歷

史科（中一至中三）修訂課程的資料 

7 

(一) 學生人數統計調查報告；及 

(二) 2012/13 學年英基學校協會屬下的學校及本港國際

學校之簡介 

8 採購助聽器驗配服務的文件 

9 有關學校電子收費、採購和其他財務安排的資料 

10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文件中部分特定詞語的定義 



11 非牟利性質學校的核實 

12 採購助聽器驗配服務的文件 

13 自資專上院校的實際收生人數 

14 

(一) 學生人數統計調查報告； 

(二) 幼稚園教師統計調查報告；  

(三) 中小學教師統計調查報告；及  

(四) 內地來港兒童首次入讀學校統計調查報告 

15 

(一) 本地中六學生人數的推算數字；及 

(二) 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報告及中六畢業生升學的

修讀課程類別 

16 
在公營普通學校就讀有自閉症的學生人數及參與「特殊

學校自閉症兒童輔導教學計劃」的學生及輔導教師人數 

 

 

2019 年 4 月至 6 月 

項目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1 
(一) 在香港居住的 11 歲學齡人口的推算數字；及 

(二) 本地中六學生人數的推算數字 

2 
有關教育局在校本管理政策下監管學校及處理學校不

當個案和投訴的安排 

3 有關私立獨立學校及學校註冊要求的資料 

4 
有關 2017-18年度助理小學學位教師招聘的資料及助理

小學學位教師的評核人、加簽人及覆核人的職級 

5 
(一) 黃大仙、觀塘及九龍城區的中學日校學生人數；及 

(二) 該三區中學日校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6 一所空置校舍的結構勘測報告 



7 

(一) 有關「為修讀香港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的免

入息審查資助計劃」的資料；及 

(二) 有關「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資料 

8 
(一) 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報告；及 

(二) 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的問卷 

9 
一個經註冊課程的表格 7A（令學員獲頒授非本地高等

學術資格的經註冊課程周年申報表） 

10 小一入學統籌辦法文件中一特定詞的定義 

11 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數字及防止學生自殺的措施 

12 

有關香港的學校、專上學院、大學、職業訓練局轄下的

機構成員、非本地課程主辦者及本地高等教育機構的名

稱及地址資料 

13 
2015、2017 及 2018 年職業專才教育觀感調查報告的全

文及問卷 

14 

(一) 學生人數統計調查報告； 

(二) 幼稚園教師統計調查報告； 

(三) 中小學教師統計調查報告；及 

(四) 內地來港兒童首次入讀學校統計調查報告 

15 「學校增值資料」計算方法的相關資料 

16 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報告 

 

 

2019 年 7 月至 9 月 

項目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1 
有關在香港學校就讀的無國籍和持有擔保書人士的資

料 



2 
有關為教育局提供物業管理服務及護衛服務的招標資

料 

3 一所幼稚園的學費資料 

4 

(一) 關於 2016 年度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僱

主意見調查 – 主要報告；及 

(二) 關於 2016 年度副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僱主

意見調查 – 主要報告 

5 過去 5 年有關課本送審的資料和數據 

6 教育局向一間機構發出的信函數目及主要內容 

7 一所幼稚園的學費資料 

8 有關探訪一所幼稚園的資料 

9 有關一所官立小學招聘行政助理的資料 

10 有關 2018 年助理督學(學位)招聘的資料 

11 
2012 至 2018 年教育局對干犯罪行或失德行為教師採取

的紀律行動 

12 有關處理學校投訴的程序 

13 

有關 1998/99 至 2017/18 學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

副學位和學士學位課程的平均學生單位成本和學費資

料 

14 有關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資料 

15 有關 2018 年助理督學(學位)招聘的資料 

16 有關兩所官立小學招聘行政助理的資料 

17 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報告 

18 有關 2018 年助理教育主任招聘的資料 

19 由教育局舉辦並於網上(經培訓行事曆)報名的教師專業



發展課程的數目 

20 

(一) 按學校級別劃分的跨境學生人數； 

(二) 在香港居住的 3 歲、6 歲及 12 歲學齡人口按分區劃

分的推算數字；及 

(三) 按分區劃分的中一學額、學生人數及空置學額數字 

21 有關兩所官立學校非教學職位的資料 

22 生物科及化學科（中四至中五及中六至中七）課程文件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 

項目編號 索取及發放的資料 

1 教育局學校發展組的職責與組織架構及處理投訴機制 

2 有關為教育局提供清潔服務的招標資料 

3 
有關經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聆訊小組處理個案的資

料 

4 有關一所學校的註冊資料 

5 有關教育局設施內的飲水機的資料 

6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的研究生及教學人員的

統計資料 

7 於 2018/19 學年在香港提供中學課程的國際學校數目 

8 教育局發出有關《禁止蒙面規例》的資訊 

9 有關一所官立學校招聘行政支援助理的資料 

10 有關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人手及面試安排的資料 

11 
學校向教育局上報在 2019年 10月 8日戴口罩學生人數

的相關資料 

12 一名教育局官員到訪學校的資料 



13 自資專上院校的實際收生人數 

14 有關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秘書處的資料 

15 
2019 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統一派位電腦程式操作

的一般日程資料 

16 四所小學的建築費用 

17 有關香港性教育課程的資料 

18 學校處理緊急情況的指引 

19 自資專上院校的預計收生人數 

20 非聯招專上院校的預計收生人數 

21 教育局提供予學校有關催淚煙的健康資訊 

22 

(一) 學生人數統計調查報告； 

(二) 內地來港兒童首次入讀學校統計調查報告； 

(三) 本地中六學生人數的推算數字； 

(四) 中六學生出路統計調查報告；及 

(五) 中六畢業生升學的修讀課程類別 

23 自資專上院校的實際收生人數 

24 

(一) 學生人數統計調查報告； 

(二) 幼稚園教師統計調查報告； 

(三) 中小學教師統計調查報告；及 

(四) 內地來港兒童首次入讀學校統計調查報告 

25 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資料 

26 
有關資訊及通訊科技課程的資料及課程發展議會–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資訊及通訊科技委員會會議簡訊 

27 學生人數統計調查報告 

 

 



注意: 披露記錄並不包括以下索取資料要求：個別人士/公司索取其本身的

資料或與其有關的投訴個案的資料;索取已公布的資料；以及索取可透過收

費服務取得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