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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評核與重點視學的 
1. 主要事項及程序 
2. 報告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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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外評核的 
主要事項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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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前十二星期  
 

 通知學校外評的日期  

 與學校協商，確定外評期間的程序及安排 

 學校需要提供： 

– 最近兩個發展周期的學校發展計劃 

– 最近兩個學年的學校周年計劃及學校報告 

– 最近期的學校表現評量報告和持分者問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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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毋須為外評作額外準備，例如： 

– 額外撰寫、重寫或重新整理文件 

– 取消、縮短、調動正常活動 

– 舉行額外活動 

– 要求教師向外評人員提交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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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前六星期 

 

 學校會正式獲信函通知外評 及 

    外評前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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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前會議 
 

 目的：通過會議了解學校發展近況和自評
工作的成效 

 學校代表：校長及不多於兩位學校人員 

 時間：約60至90分鐘 

 討論概要：學校的自評工作、關注事項的
推行情況及成效、上次外評報告建議的跟
進工作、課堂學與教效能、學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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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前的課業安排 

 準備六至八份學生課業樣本 

 不同級別 

 不同學習領域 / 科目 

 已經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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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的安排 

 一般三至五天 

 三至四位教育局人員及一位前線 
學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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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期間   
 

1. 閱覽學校現存文件及學生課業  

 

 了解學校如何落實發展計劃、監察工作進度及
評估有關工作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檢視學校如何透過持續自評及改善，以提升 
學生學業和學業以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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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期間   
 

2. 觀察學校活動及觀課  

 

 觀察不少於五成教師的課堂教學 

 觀課當天上課前通知學校觀課時間表 

 盡量安排簡短的課後交流反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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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期間   
 

3.小組會議或個別面談 

  

 彈性安排 

–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代表 

– 中層管理人員、教師 

– 家長 

–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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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最後一天 

4. 集體判斷及口頭回饋 

  

 分享外評的主要判斷 

 校長、負責學校發展的小組成員及 
三至五位教師代表 (不應多於十二人) 

 區域教育服務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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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報告初稿的處理和跟進   

 收到初稿後的四星期內，學校提交經校監
或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簽署的書面回應。 

 教育局向校監/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發出
定本，有關學校回應會作為附錄夾附於 
報告定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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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評核報告跟進 

 報告的對象是學校主要持分者，包括法團

校董會/校董會成員、教師、家長和學生。 

 學校須向主要持分者發佈本報告的內容，

並將整份報告的複印本存放在校內容易 

取閱的地方，供持分者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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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評核報告跟進 

 鼓勵把外評報告上載到學校網頁，體現 

問責精神。  

 學校管理委員會 / 法團校董會 / 校董會須

帶領學校，跟進本報告提出的建議，以能

自我完善，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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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後的問卷調查 

 教師可透過「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 
電子平台，以不記名方式完成網上校外
評核問卷，表達對外評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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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點視學的 
主要事項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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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視學前二至三星期 
 
  教育局通知學校視學的日期  

 與學校協商程序和安排 

 正式發信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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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視學第一天須提交的資料 

 最新發展周期：學校發展計劃、學校周年
計劃及學校報告 

 最近兩學年：相關學習領域各科周年計劃
及報告、各科會議紀錄、指定科目的教學
進度表 

 最近兩次：指定科目考試試題及評卷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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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視學第一天須提交的資料 

 每級分別從高中低成績組別選取三位學生  
(每級九位)的所有課業 

 最近三年指定科目的校內評核成績 

 最近三年指定科目的校內評核成績的分析 
(如有) 

 最近三年學生在該學習領域所有科目學業
以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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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視學期間   
 

1. 閱覽學校現存文件及學生課業 

2. 觀察學校相關活動及觀課  

3. 進行小組會議或個別面談 

4. 進行集體判斷及對學校作口頭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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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視學報告定本的處理和跟進 

 重點視學報告定本送交校監/學校管理 
委員會主席參考和跟進。 

 學校領導層須就報告提出的建議帶領 
學校人員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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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sch-quality-

assurance/about-sch-quality-assurance/index.html  
網址：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sch-quality-assurance/about-sch-quality-assuran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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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評核及重點視學報告 
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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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校外評核報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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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評核報告形式 

 扼要和聚焦地報導學校獨特的校情， 

以及重點工作的主要優點和有待改善

之處，並提出改善建議供學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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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評核報告內容 

1.  校外評核方法 

2.  學校發展現況 

3.  校外評核結果 

4.  改善建議 

5.  附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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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外評核方法 

 簡單介紹是次校外評核的方法 

    例如：進行的年月、細閱及分析學校文件  
    、曾約見學校的成員、觀課的次數、接受   
     觀課教師的人數和曾觀察活動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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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發展現況 

 扼要匯報學校獨特的校情 

    (例如﹕辦學宗旨、班級結構、扼要報導    

    校情、上次外評 / 全面評鑑報告建議、 

    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等) 

 幫助讀者理解報告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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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外評核的主要結果 

 評論學校跟進上次外評/全面評鑑報告

建議的進展 / 成效 

 核實學校自評的表現 

 評論學校關注事項和重點工作的進展和

成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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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一) 

 各項評核結果會先扼要寫出主要判斷 

 隨後以分點評論主要優點和不足之處 

3.1 學校近年的發展穩步向前。 

3.1.1 學校創校多年，持分者對學校歸屬感強。
學校在上次外評後未能充分跟進外評報告的建議
，對學校的發展稍有影響。現任校長數年前上任
，銳意改革，加強了自評的工作，並積極引入校
外支援，協助發展校本課程，有計劃地逐步提升
教師的專業能量，並能在課堂有效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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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二) 

3.8 學校透過自評促進持續發展的效能一般，推行關
注項目尚須作發展性規劃，部分未如理想的工作
亦須適切跟進。 

3.8.1 學校本年度和過去兩年關注事項的目標和
推行策略大致相若，未能因應工作的進展和達到
預期目標的程度，適切地調整推行策略。此外，
學校雖察覺XX科的學習未如理想，但未能有策略
地跟進。 

3.8.2 學校自評多以教師和學生的觀感作為成效
指標，流於主觀，學校及科組仍未能完全掌握運
用客觀數據以評估工作成效。總的來說，學校運
用「策劃─推行─評估」自評循環促進持續發展的
效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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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建議 

 配合報告中的主要判斷，提出改善建
議，供學校參考，以回饋下一周期的
學校發展計劃 / 來年的學校周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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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 

改善建議 

• 4.1 學校尚需提升學與教

效能。學校仍需持續探討

不同的教學策略，以助教

師促進課堂互動，及提升

學生的共通能力，如協作

能力、明辨性思考...... 

學校發展計劃 

• 優化課堂教學策略，提

升學與教效能 

• 目標﹕透過加強課堂互

動，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並加強發展學生的共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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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錄 

 附錄一：課堂學與教的整體表現 

 

 

 

 

 

 附錄二：學校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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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點視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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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視學報告內容 

1.  視學方法：簡介是次重點視學的日期 
及視學方法 

2.  學與教 

3.  改善建議：提出建議，供學校和相關 
科目參考，以回饋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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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與教--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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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與教 

2.1 學生表現 

    - 評論學生學業和學業以外的表現 

 

2.2 學與教的質素 

    - 評論科目在課程和評估、學生學習和   

       教學、自評和跟進措施、發展方向等  

       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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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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