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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教育局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強調學校自我評估（自評）

為優化教育工作的核心，輔以校外評核（外評），推動學校藉著「策

劃－推行－評估」的自評循環，不斷自我完善。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學年（本學年），教育局繼續以「校情為本，對

焦評估」的原則於 106所學校進行外評，包括 44所中學、 60所小學

和 2所特殊學校（附錄一）。  

  本報告綜合上述學校在「管理與組織」、「學與教」和「校風及學

生支援」方面的整體表現，供學校參考。  

  在「管理與組織」方面，學校普遍能因應校情和學生的需要，制訂

適切的發展計劃。部分學校有策略地規劃專業發展工作，以配合關

注事項。學校的領導層和中層管理人員能領導教師，配合學校的發

展方向，落實相關的工作。學校認同自評的理念，能適切地檢視工

作成效。不少學校能善用自評數據，並結合觀察所得，檢視工作成

效，再作適當跟進，但部分學校尚需進一步提升自評表現，多就整

體的成效、學生的表現和需改善的地方進行分析和反思。  

  在｢學與教｣方面，較多學校把照顧學習差異和推動學生的自主學習

訂為關注事項，並制訂不同的策略積極地推展。小學多注重促進教

師的專業發展、優化校本課程設計和課堂教學策略，推行了多項措

施，推動課程發展，促進專業交流，成效不錯。中學著重發展學生

的語文能力，大部分學校能透過聯課活動增強他們學習英語和普通

話的興趣。部分學校致力提升學生以英語學習的效能，提供多項措

施，支援他們以英語學習非語文科目，惟小部分學校須定期檢視有

關措施的成效，並適當地跟進。在課堂上，教學流程順暢，學習氣

氛大致良好，學生普遍對學習感興趣，上課專注，但他們的自學習

慣仍待培養。教師多能妥善安排學習活動，促進學習，但在運用提

問和回饋方面，成效見參差。教師亦須在課堂上更多運用不同的策

略，以照顧學習差異。  

  在「校風及學生支援」方面，學校大都積極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又為他們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以發展他們的潛能、培養他們的領

導才能和服務精神，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學校積極營造共融的校

園文化，並為非華語、新來港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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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透過與家長、校友和外間機構的聯繫和合作，適切地支援學生

成長。  

 

  從本學年外評後學校問卷調查分析報告（附錄二）所見，參與外評

學校的教師對外評工作評價正面。他們普遍認為外評隊伍能按校情

聚焦檢視學校的關注事項、準確指出學校的優點和有待改善的地

方，和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與工作反思。教育局會繼續蒐集及聽取

各持分者的意見，完善「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與持分者攜手促

進學校發展及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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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評的主要結果  

第一節   管理與組織  

  學校在本範疇的整體表現良好。  

  學校認同自評的理念，並已建立明確的自評機制，藉「策劃－推行

－評估」的自評循環，推動持續發展。學校大都能在發展周期開展

前檢視上一周期各關注事項的整體成效，並透過自評數據、「強、

弱、機、危」的分析和全體教師討論等不同方式，進行整體校情檢

視，從而訂定新一個發展周期的關注事項。部分學校設有專責小

組，統籌自評工作，支援各科組檢視工作成效，有助加強學校的自

評文化。  

  學校能因應校情和學生的需要，制訂學校發展計劃。學校大多以三

年為一個發展周期，本學年為大部分學校發展周期的第二年。從關

注事項反映，學校重視提升學與教的表現，不少學校以推動學生的

自主學習和照顧學習差異為關注事項。部分學校把上次外評報告的

主要建議，如改善學校自評或加強專業領導等，訂為關注事項，並

制訂推行策略，適當地跟進。學校的周年計劃大多配合學校發展計

劃，部分訂有明確的工作目標及相應的推行策略和成功準則，讓學

校能有序和有策略地推行關注事項。大部分學校的科組能呼應關注

事項，制訂工作計劃，落實相關工作。  

  學校能適切地按時檢視工作成效。學校普遍能於學年終結時進行工

作成效檢討，部分更於學年中段作中期檢討，並按工作的實際進度

適時修訂推行策略。部分學校能善用自評數據，並結合同儕觀課所

得，檢視學與教重點發展項目的成效，再作適當跟進，如安排教師

分享成功經驗、提供專業支援等。然而，部分學校的自評表現尚需

進一步提升。這些學校在評估工作成效時，偏重於運用量化的成功

準則和逐一檢視工作項目的完成或個別策略的推行，較少就整體的

成效、學生的表現和需改善的地方進行分析和反思，以助往後的跟

進和策劃。  

  學校的領導層和中層管理人員悉力領導教師，共同促進學校的持續

發展。高效能的領導層能有效帶領教師團隊，按學校的辦學宗旨建

立共同願景，訂定清晰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他們能適當地配合教師

團隊和學校的發展需要，靈活調撥資源、增聘額外的人手，為教師

創造空間，以提升專業能量和加強學與教的效能。他們適當地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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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讓中層管理人員發揮策劃、統籌和監察的職能，又能按學校

的發展需要，在不同崗位培育人才，為人事更替作適當的部署。中

層管理人員大都能配合學校的發展計劃，帶領科組發展和支援教師

落實相關的工作。小部分學校的領導效能未盡發揮，領導層未能妥

善規劃學校的發展，或未能賦權問責，又或中層管理人員未能有效

發揮監察職能，影響發展的步伐。  

  學校普遍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部分學校有系統地規劃專業發展工

作，以配合關注事項，並設立專責小組，統籌相關的培訓和分享活

動，提升團隊的專業能量。領導層能以身作則，領導校內的專業學

習，推動學校發展為學習社群。小部分學校更鼓勵教師到外地交流

和考察，並靈活運用資源提供津貼，有助拓寬教師的視野。然而，

部分學校未能聚焦於課堂教學策略的落實情況，以檢視專業發展活

動的成效。部分中層管理人員尚可加強科組內的專業分享與交流，

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良好示例一  

小學  

領導層具教育視野和抱負，能為教師提供專業支援，又重視凝聚

教師團隊，有效帶領他們確立學校願景，為學校的持續發展而努

力。校長具教育熱誠，處事認真，尤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更

見積極，如推動教師與業界同工分享，更與到訪的友校或來自外

地的院校，彼此觀摩學習，以及到海外作教育考察，大大拓寬教

師視野，以及提升他們的專業能量。校長能帶領學校與時並進，

致力推動學校發展為學習社群，不斷追求卓越。副校長具承擔精

神，能有效帶領教師團隊，就校本課程發展積極引入新元素。中

層管理人員勤奮實幹，透過跨科協作努力推動校本課程的發展，

又積極配合學校的持續發展，推動教師團隊訂定個人行動方案，

且配合他們的專業發展需要，釐訂個人進修計劃，促進專業成長。

在領導層和中層的帶領下，校內的教研氣氛濃厚，教師團隊同心

為培育學生全人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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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示例二  

中學  

學校有效推動自評文化，透過｢策劃—推行—評估｣的自評循環，

促進學校持續發展。經過多年的不斷求進，學校已建立嚴謹而健

全的自評機制，學校重視聆聽教師、家長等不同持分者的聲音，

尤其鼓勵學生積極發表意見，又提供多元化的途徑，讓教師參與

校政的討論和檢討，增強了持分者對學校發展的擁有感。學校強

調以實證為本的模式檢視工作成效，並採用多元化的自評工具蒐

集和分析資料。科組亦能對焦於關注事項和本身的發展需要策劃

工作，並訂定適切的推行策略，以助工作的落實。教師具自評意

識，能恆常地反思工作進展和成效。學校能就自評所得，作適切

的跟進，並回饋策劃。整體來說，自評文化已植根於學校恆常工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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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與教  

2 .1 課程和評估  

 

  學校在「課程和評估」方面的整體表現良好。  

  學校制訂的關注事項，較多與照顧學習差異和推動學生的自主學習

有關。學校的課程發展重點大多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小學較多透

過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優化校本課程設計和課堂教學策略，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表現；中學則著重發展學生的語文能力，尤其在提升

學生以英語學習的效能方面。  

  學校普遍能配合課程發展趨勢及學生需要規劃課程。大部分小學積

極推動科目的課程發展，以不同的課程措施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和

共通能力，例如中文科的「讀寫結合」、英文科的「小學識字計劃

－閱讀 /寫作」、數學科的解難策略、常識科的科學探究等。中學則

較重視高中的選科、初中和高中的課程銜接，以及推廣跨學科英語

學習。大部分中學能配合學生的意願，提供不同的選修科和具彈性

的選科組合，並能恰當地調撥資源，提供機會讓學生修讀應用學習

課程或與他校協辦的科目，以切合他們的興趣和志向，為他們的多

元出路作好準備。學校重視初中和高中的課程銜接，調適初中課程

內容，以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和能力。部分學校亦加強英文科和其

他科目的協作，發展跨學科英語學習教材和提升學生以英語學習的

能力。學校安排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例如戶外實地考察、各類型的

學術活動、境外交流等，以拓寬學生的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學校一般能妥善地規劃價值教育，透過課堂學習、早會、周會和課

後活動，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小部分學校以跨科的主題

學習、專題研習或聯課活動等方式，推展價值教育。學校大多能持

續檢視課程的規劃和實施，惟小部分學校仍需注意各學習領域課時

的分配，確保學生獲得充足的基礎知識和能力。  

  照顧學習差異為不少學校的關注事項，學校普遍能適當地回應，以

不同策略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不少學校按學生的能力分班或

分組，以便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部分學校訂定明確的課程和教

學策略，以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和風格，例如按學生能力調適課程

內容、發展核心和延展部分、在課堂採用小組學習模式促進互動、

透過異質分組促進同儕協作和互相支援等。學校為能力稍遜的學生

設立不同的課後支援措施，如輔導教學、家課指導等，以鞏固他們

的學習基礎。學校亦積極培育能力較佳的學生，一般能提供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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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如校際比賽和資優課程等，以增潤他們的學習、發展他們的

潛能。部分學校能緊密跟進學生的表現，具體分析學生測考的強弱

項後，適時調節課程和教學設計，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惟學校普

遍仍須多探討如何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例如調節課堂內容、提升

提問層次和延展學習等，更有效地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學校積極推廣閱讀，透過不同的措施，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習

慣，閱讀風氣漸次建立。不少學校設立閱讀時段，為學生提供定時

閱讀的機會。部分學校於圖書課或閱讀課教授閱讀策略和技巧，個

別學校更要求學生按選定讀物內容擬訂問題，同儕互相提問及進行

交流，有助促進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圖書組舉辦不同類型的閱讀活

動，包括閱讀獎勵計劃、主題書展、好書推介等，均有助培養學生

的閱讀習慣。不少小學設有伴讀計劃，如「故事媽媽」、「大哥哥

大姐姐伴讀」等，以支援初小學生的閱讀。小部分學校更為家長舉

辦講座或工作坊，讓他們了解如何提高子女的閱讀興趣，以支援學

生在家閱讀。整體來說，學生大都樂於閱讀，惟學校尚可加強圖書

組與各科合作，推動科本閱讀，以拓寬學生的閱讀面。  

  學校著力透過推動各項措施，如專題研習和教授自學策略等，提升

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校能持續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按不同的

課題進行深入探究，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和共通能力。小部分學校

更透過跨科組協作，讓學生閱讀不同範疇的材料，配合專題研習或

主題式學習等，有效地連繫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和學習經歷。部分

學校有系統地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的自學策略和思維工具，例如課前

預習、摘錄筆記及概念圖等。此外，不少學校設置電子平台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例如提供網上閱讀及練習材料；部分學校能善用這些

平台，增加師生和生生互動及討論交流的機會，使學生能獲得適時

的回饋。學校尚可幫助學生訂立目標，並適時監察學生的進度和幫

助他們反思，以提升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  

  學校重視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大部分能藉各科組提供的聯課

活動提升他們學習英語和普通話的興趣。學校透過普通話日或英語

周等安排，鼓勵學生多運用普通話和英語溝通；不少學校亦於早

會、周會、午間時段安排學生作廣播和匯報，並培訓他們參加比賽，

加強他們運用普通話和英語的能力和信心。然而，小部分學校尚可

透過加強跨科協作、優化課堂教學、豐富校園布置等，使學生有更

多運用語文和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在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安排下，

學校大致能適切地推行不同措施，如英語延展活動、教授學科的英

文詞彙等，以支援學生以英語學習非語文科目，惟小部分學校須仔

細分析學生的表現，掌握他們以英語學習非語文科目的困難，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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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適切的支援。  

  學校重視專業發展，普遍能有策略地推動教師的協作交流和提升他

們的專業能量。學校以不同形式，促進專業交流，如校本工作坊、

聯校專業發展活動和不同學科的共同備課與同儕觀課等。小部分學

校能善用共同備課機制，訂定教學焦點，配合同儕觀課，讓教師一

起藉課後討論及回饋，檢視教學計劃在課堂上的實施和分析學生的

學習表現和難點，再探討如何改善課程規劃和教學策略。亦有學校

鼓勵教師透過分析不同學科的課業，進一步改善課業的設計和教師

的批改，以能配合學校的課程發展方向。學校普遍鼓勵同儕觀課，

部分學校的教師積極回應。然而，小部分學校推動的力度不足，仍

須為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訂立具體的目標及焦點，如配合關注事項

或學校推動的教學法，讓教師能聚焦地反思學與教的成效。部分學

校積極引入教育局或大專院校的專業支援，努力發展校本課程和不

同的教學策略，例如促進課堂互動、改善提問技巧等，有助提升學

與教的成效。  

  學校的評估政策明確，評估模式多樣化。少數學校把學生在課堂及

日常課業的表現納入持續性評估，讓教師恆常地掌握學生的表現，

亦能促使學生勤加學習。個別學校評估學生在共通能力方面的發

展，以能更全面反映他們的表現。部分學校能透過調適課業及測考

卷等措施，評估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表現，例如在試卷內額外擬訂

挑戰題或延伸問題，讓能力較高的學生作答。從課業樣本所見，不

少課業的設計能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如推動自主學習或培養學生

的共通能力等。在評估資料運用方面，學校一般能適當地分析學生

測考表現的數據，部分學校能透過教師會議或共同備課的討論，針

對學生的弱項和學習難點改善課程規劃和課堂教學策略。學校大都

能透過適切的跟進方式，鞏固成績稍遜學生的學習，惟部分學校的

跟進方式較為單一，只局限於某些題目的操練。  

  學校的課程領導大致穩妥。領導課程發展的副校長或課程統籌主任

大多能統籌課程的策劃和推行，帶領科組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制

訂清晰的發展方向，並支援科組落實各項工作。在表現較佳的學

校，科組能深入分析學生的學習表現，回饋課程的整體規劃。小部

分學校藉著蒐集教師和學生對教學和學習活動的意見，配合科組的

檢討，整全地檢視課程的發展和落實，再制訂具體的改善建議和修

訂推行策略。然而，部分學校較側重檢視各項工作的進度，未能針

對工作目標評估成效，在透過自評促進課程發展方面仍需改善。部

分學校尚可加強學科之間的溝通和協作，以能更有效地落實校本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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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示例一  

小學  

學校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和跨學科學習作為課程發展的目標。

課程組積極引入外間專業支援，並聯同輔導組推動自主學習。學

校透過成長課，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性向和能力，並教導他們訂立

目標和進行學習反思，又透過學科的課程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

力。學生普遍能運用不同的自學策略，除進行課前預習和網上學

習外，又運用統計圖、表列、腦圖等方式，整理資料，歸納和反

思所學。學校配合關注事項訂立學習主題，推動跨學科的課程統

整及規劃全方位學習，為學生安排講座、參觀考察、服務學習等

活動，以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又能讓他們綜合運用各科所學知

識和加深對相關主題的認識，更能促進他們在技能及態度方面的

全面發展。學校經常與他校分享校本課程發展的經驗，讓教師能

藉此反思和檢視工作的成效，不斷優化相關工作，力求進步。  

 

 

良好示例二  

中學  

學校制訂關注事項，持續發展學生「積極探索」、「喜歡思考」

和「樂於溝通」的素質。各科能在課程中適切地加入讀寫元素、

說話訓練和時事評論等，既能培養學生的思維，也能發展他們的

語文和溝通能力。學校有系統地推行專題研習，鼓勵學生進行探

究式學習。研習內容結合生活體驗。在進行研習前，相關科目能

照顧學生所需，提供知識、技能、態度等層面的輸入。學生在閱

讀、蒐集和分析資料的過程中，培養多角度思考的能力。教師能

給予學生具體的回饋，確保他們掌握研習的重點。學生完成報告

後，須匯報研習成果，反思所學，並解答同學提出的問題。專題

研習的設計優良，有助加強學生的探究、思考及溝通能力，培養

相關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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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學生學習與教學  

 

  學校在「學生學習與教學」方面的整體表現尚可。  

  本學年外評人員共觀課約 4 800課節。綜合整體觀課結果，在課堂管

理、師生互動及教師的溝通技巧方面，表現大致良好；而照顧學習

差異、提問技巧、回饋和跟進方面則仍需加強。學生普遍學習態度

良好，上課專注，與教師關係融洽，但在自主學習方面仍需改進。 

  課堂教學流程順暢，學習氣氛大致良好。教師普遍盡責認真，備課

充足，能為課堂設下明確的學習重點，並能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所

學，學習活動安排有序。教師普遍能恰當使用學科資源和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引發學生的興趣，協助他們理解教學內容。部分教學內

容能聯繫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部分教師更

能融合價值教育於課堂中，以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學生普

遍對學習感興趣，能運用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參與學習活動，並願意

與同學分享交流。學生在課堂上有不少運用兩文三語的機會，如小

組討論、匯報等。在效能較佳的課堂中，生生互動良好。學生以粵

語和普通話表達大致清晰流暢，但以英語表達的能力及信心則有待

加強。小部分教師能安排同儕互評，讓學生透過互動和回饋，改善

學習。部分教師能於課堂完結前作總結，甚或引導學生一起重溫學

習重點，以鞏固學生所學；至於能適時引導學生反思、設定改善目

標者，則屬少數。部分課堂的教學容量不足，教師未能按學生的能

力和學習進度，適當地提升對學生的期望。小部分學生能運用自學

策略，如摘錄筆記、運用概念圖等。部分教師要求學生作課前預習，

惟只有少數能有組織地結合課堂教學和學生的預習成果，以加強預

習效能。整體而言，學校尚需進一步培養學生的自學習慣。  

  提問和回饋在不同課堂的運用，成效見參差。教師普遍透過提問促

進師生互動，在部分效能良好的課堂，教師能善用追問及轉問，引

發學生作多角度思考，或引導他們找出錯誤並自行修正答案，促進

他們學習。但在部分課堂，教師的提問雖多，但層次不高，以查考

學生已有知識為主，未能有效激發學生思維及深化學習。回饋普遍

適時、正面，教師能就學生的良好表現多加讚賞，以鼓勵學生學習，

惟部分教師的回饋較為簡單，未能具體指出學生的優點及需要改善

的地方，或急於給予預設的答案，未能提供充足的思考空間。  

  教師多能妥善安排協作活動，促進學習。部分課堂中，教師透過不

同的學習活動，如二人小組、分組討論等，鼓勵學生協作及增加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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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互動，學生普遍已熟悉分組常規。在效能良好的課堂，教師採用

異質分組，適當為小組安排分工，再配合具協作元素的分組活動設

計或任務，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有機會參與，發揮所學，並能互相

協作和支援。在學習過過程中，教師又能提供機會讓學生討論或匯

報，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然而，部分課堂的分組活動目標不明確，

討論空間不大，協作元素不足，學生各自完成任務，未能發揮積極

互賴的效果。  

  學校在照顧學習差異方面有較大的改善空間。教師主要透過巡查監

察學生的學習進度，並給予個別的支援和指導。個別效能良好的課

堂，教師能因應學生的能力，設計合適的分層工作紙和挑戰題目，

以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和延展他們的才能。不過，課堂上

照顧學習差異的策略普遍不足，部分教師未能關注較被動和能力稍

遜的學生，鼓勵他們學習，或因應學生表現的差異，調整教學策略

和步伐。部分課堂雖有異質分組安排，但多未能發揮以強帶弱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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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示例一  

小學  

學校本周期以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為關注事項，教師能積極回應。

他們樂於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安排多元化課堂活動。學生

踴躍投入這些活動，透過電子學習平台回答問題和進行討論。教

師迅速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並善用資訊科技工具，以平板電腦

即時展示不同學生的回應或小組討論的成果，再給予具體回饋，

又鼓勵同儕互評，有助學生反思所學。整體而言，透過電子教學，

教師有效促進師生和生生互動，並能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如協

作、溝通等。  

 

 

良好示例二  

中學  

教師能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又能善用追

問和轉問，引發學生思考或作進一步討論。學生大都主動回答教

師的提問，從中亦可見他們對學科知識和概念有良好的掌握。教

師又邀請一些較為被動的學生回答問題，並予以適當的鼓勵，幫

助他們投入學習。在課堂結束前，教師能總結學習重點，並安排

課後延展學習任務，鞏固和深化學生所學。學生能運用不同的學

習策略進行學習。他們在處理資料、解決問題和分析議題時，展

現了良好的共通能力，又能主動摘錄學習要點。教師採用異質分

組策略照顧學習差異，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協助能力稍遜的學生，

達到以強帶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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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風與學生支援  

 

  學校在本範疇的整體表現良好。  

  學校普遍能適切地策劃和統籌學生成長支援工作。學校大都能運用

自評工具及結合教師觀察等資料，掌握學生的成長需要，並呼應辦

學理念和發展目標，訂立工作重點。大部分學校由一位副校長統領

各學生成長支援組別。他們緊密溝通和合作，共同策劃、推行和評

估相關工作。學校大多採用全校參與模式，配合不同的活動、計劃

和服務，培育學生的全人發展。學校普遍能透過中期及年終檢討，

掌握工作進展和成效，部分更能以檢視所得，適時回饋各組別的工

作策劃。  

  學校積極推動價值教育，以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學校透過不同

方式傳遞正面訊息，例如舉辦周會、講座及獎勵計劃等。部分學校

透過成長課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等校本課程，有系統地推展價值教

育，協助學生發展良好品德。學校亦能藉訓輔工作，鼓勵及表揚學

生的良好行為，有助培養他們的良好習性。不少學校亦努力營造關

愛校園文化，又透過班級經營，藉班主任對學生的關顧及不同的活

動和比賽，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和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大部分學校積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以促進他們的全人

發展。部分學校除於課時內舉辦涵蓋學術、體藝、興趣等範疇的聯

課活動外，還外聘導師，為學生提供課後多元智能活動或專項培

訓，有助發展他們的潛能。小部分學校樂於聽取學生關於課外活動

的建議，並作適當的調節，以配合他們的興趣。部分學校為學生提

供不同的表演平台，如音樂會、綜合晚會等，又鼓勵他們參與校外

的演出和比賽，讓他們展示才華、建立自信。大部分學校亦舉辦境

內外的參觀、考察和交流活動，有助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和拓寬他

們的視野。學校大都重視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和服務精神，並提供

適切的培訓機會。部分學校透過訓練營培育領袖，有系統地以不同

的活動，讓學生掌握帶領和組織活動的技巧。學校普遍透過制服團

隊和校內不同的服務崗位，或推行「一人一職」計劃，培養學生的

服務精神，又鼓勵他們參與社會服務，從中了解弱勢社群的需要。

為能進一步促進學生從服務中學習，部分學校尚可加強學生在完成

相關活動後的反思。  

  大部分中學努力推動生涯規劃教育。學校普遍能適當地提供機會，

讓初中學生評估和了解自己的性向、能力和興趣，加強自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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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透過提供不同的資訊和安排探索活動，幫助他們訂定學習和個人

成長目標。學校普遍能在高中階段為學生提供適當的升學及就業輔

導，部分學校亦舉辦適切的活動，如舊生的職場生活分享、參觀工

作機構等，讓學生認識不同行業的特性，從而作出適當的抉擇。小

部分學校更安排職場體驗活動，使學生親身了解不同機構的實際運

作，並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吸取經驗。  

  不少學校積極推動和諧共融的校園文化，為不同的學生提供照顧。

取錄較多非華語及新來港學生的學校，一般能提供適切的支援，包

括編班及分組的安排，課後温習班和語言適應班等，以照顧他們的

學習需要和幫助他們適應本地的文化與生活習慣。小部分學校透過

朋輩互助計劃，配對非華語學生和本地學生，讓他們以二人一組的

形式互相支援；計劃除有助學生的語文學習外，亦能推動共融和互

助互愛的文化。學校普遍能盡早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又鼓

勵教師接受培訓，讓他們更深入了解相關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合

適的支援。在學習支援上，學校普遍採用朋輩支援和座位安排等方

式，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並在課業和評估方面作適當的調

適。大部分學校能善用專業資源，與教育心理學家保持聯繫，為學

生提供個別支援或專業治療服務和設定個別學習計劃。部分學校也

能積極支援家長，為他們安排講座、培訓和支援小組等，以加強對

相關學生在家庭層面的照顧。  

  學校與家長和校友保持聯繫，互相合作，支援學生成長。學校大都

能善用不同的渠道與家長緊密地溝通，讓他們了解學校的發展和子

女的學習需要。大部分家長教師會能發揮凝聚家長的角色，提升家

長對學校的認同感和支持度。不少學校的家長積極服務學校，如擔

任活動義工和協助伴讀等。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參與學校管理，

成為學校持續發展的重要夥伴。學校普遍能藉與校友的聯繫，讓他

們回饋母校，如為學生提供訓練，或出席講座分享升學和就業經驗

等。部分校友會更協助籌款或設立獎學金，積極支援學校發展。  

  學校一般能善用外間專業資源，促進持續發展。部分學校能配合關

注事項或發展需要，引入大專院校和教育局的專業支援，或與其他

學校進行交流和分享。相關的專業支援與交流，有助促進校本課程

發展，提升學與教和學生成長支援的效能。部分學校能與社區及其

他機構保持密切聯繫，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豐富他們的

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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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示例一  

小學  

學校致力推動學生成長支援工作，秉承「以愛育人」的使命，積

極建立關愛文化，以「五多一少」，即多讚賞、鼓勵、包容、忍耐、

關懷及少責備為主要策略。學校透過全校參與，鼓勵教職員以愛

培育學生，讓學生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中成長。學校又能配合這發

展重點，有策略地推展相關的獎勵計劃，藉小冊子記錄學生的良

好行為，並加以表揚，能起積極鼓勵作用。教師也定期約見學生，

一同檢視小冊子，就他們的行為表現提供具體回饋。學校更善用

家長網絡，與家長攜手輔助學生成長，讓學生的良好行為能延伸

至家庭。  

 

良好示例二  

中學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個人成長、品格塑造，以至全人發展。近年

學校大力發展校本生命教育，建立明確的校本生命教育架構，涵

蓋生命教育課程、周會和體育、藝術課程等，又擴大了生命教育

團隊，包括基督教事工、訓輔、德育及公民教育等組別的成員，

動員全校推展相關工作。學校的生命教育課程結合了宗教、價值

教育、個人成長等元素，課程組織有系統，涵蓋面廣，策劃用心

細緻。學校也藉周會、講座和福音性活動，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

並利用「我的成長檔案」促進學生自我檢視，訂立個人目標。整

體而言，學校從課程、其他學習經歷、教師關顧等不同層面，有

效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良好的品格和對學校的歸屬感，同時

營造了和諧關愛、互勵互勉、積極向上、團隊協作的校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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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結  

  整體來說，學校已建立明確的自評機制，藉「策劃－推行－評估」

的自評循環，推動持續發展，悉力提升工作效能，並已取得不錯的

成就。學校在「管理與組織」和「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的表現良

好。在「學與教」範疇方面，「課程和評估」的表現良好，而「學

生學習和教學」則表現尚可。  

  綜合整體觀課結果，課堂教學流程順暢，學習氣氛不錯，惟部分課

堂的教學和學生學習表現仍需加強。學校在課堂管理、師生互動及

教師的溝通技巧方面，表現大致良好。然而，課堂教學尚有一些可

改善的地方，包括提升對學生學習的期望、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引

發思考和提供具體的回饋以助學生學習等。在照顧學習差異方面，

教師仍需運用更適切的學與教策略，並因應不同學生的學習表現調

節教學步伐和內容。學生普遍對學習感興趣，能運用相關的知識和

技能參與學習活動，並願意與同學分享交流，但他們的自學習慣仍

待培養，以英語表達的能力及信心亦有待加強。  

  優化學與教既是不少學校的關注事項，學校仍需在這方面進一步發

展，多探討如何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促進學生的學習和照顧他們

不同的學習需要。學校在檢視學與教的成效時，宜多聚焦於課堂教

學策略的運用，並仔細分析學生的表現。學校大多已建立不同的平

台，以促進專業交流，教師宜善用這些交流機會，為共同備課及同

儕觀課訂立具體的目標及焦點，制訂如照顧學習差異、促進自主學

習等的學與教策略，並透過互相觀摩，檢視相關策略在課堂教學的

落實情況。  

  隨著教育的不斷發展，學校將面對不同的挑戰。推動學生自主學

習、落實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和優化生涯規劃教育等均是學校

未來發展需要關注的重點。學校可建基於已有優勢，在發展切合學

生學習需要的學、教、評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方面再提升或完善，

進一步落實課程改革的要求，以能聚焦、深化和持續學校課程發

展。教師可繼續透過同儕協作交流、實踐及反思，強化專業知識和

能力，共同提升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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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二零一三至一四學年接受外評的學校  

 

小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培基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  惇裕學校  

丹拿山循道學校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天主教博智小學  深水埔街坊福利會小學  

天神嘉諾撒學校  通德學校  

屯門官立小學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地利亞（閩僑）英文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喇沙小學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  華富邨寶血小學  

佛教慈敬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李志達紀念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沙田崇真學校  慈幼學校  

秀明小學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亞斯理衛理小學  聖公會基德小學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聖家學校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聖羅撒學校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農圃道官立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道教青松小學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嘉諾撒小學（新蒲崗）  

迦密梁省德學校  嘉諾撒培德學校  

迦密愛禮信小學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直資小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寶血會嘉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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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香港培正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香港鄧鏡波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荃灣官立中學  

五育中學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天水圍香島中學  循道中學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文理書院（九龍）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筲箕灣官立中學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聖公會基孝中學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聖文德書院  

明愛馬鞍山中學  聖芳濟各書院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聖類斯中學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寧波第二中學  

保良局胡忠中學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南屯門官立中學  樂道中學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特殊學校  

 

匡智元朗晨曦學校  靈實恩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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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二零一三至一四學年外評後學校問卷調查分析報告  

 

發出問卷數目  回收問卷數目  回收百分比  

4 704 4 087 86.9% 

 

 回應百分比 

非常同意        →        極不同意 不適用 

1a 我清楚校外評核的目的。 27.0% 68.6% 3.8% 0.4% 0.1% 0.1% 

1b 我清楚校外評核的程序。 24.9% 69.9% 4.5% 0.5% 0.1% 0.1% 

1c 我清楚校外評核的涵蓋範圍。 21.3% 70.8% 6.8% 0.8% 0.1% 0.2% 

2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2008」能涵蓋本校主要

範圍的工作。 
11.4% 68.5% 17.6% 1.0% 0.1% 1.4% 

3 「香港學校表現指標 2008」有助本校更聚焦

地檢視主要範圍的工作。 
11.2% 68.0% 18.2% 1.2% 0.1% 1.3% 

4 「持分者問卷」能有效蒐集持分者對本校的

意見。 
12.1% 71.5% 13.8% 1.6% 0.4% 0.6% 

5 「學校表現評量」有助本校進行學校自評。 12.0% 74.3% 11.8% 1.2% 0.3% 0.4% 

6 「學校發展與問責」數據電子平台有助提升

本校蒐集和處理學校自評數據的效率。 
10.6% 70.0% 16.5% 1.4% 0.3% 1.2% 

7 透過參與「校情檢視」，我更了解本校的整體

表現。 
16.5% 70.0% 11.0% 1.5% 0.3% 0.7% 

8 我積極參與檢視本校的表現。 20.6% 64.5% 12.7% 1.5% 0.2% 0.5% 

9 學校自評的過程能促進教職員就學校的持續

改善進行專業交流。 
16.4% 68.1% 12.6% 2.1% 0.5% 0.3% 

10a 在上學年六至七月期間，外評人員到校進行

的外評簡介會能增加我對外評的理解。 
15.8% 69.4% 9.4% 1.2% 0.2% 4.0% 

10b 在上學年六至七月期間，外評人員到校進行

的外評簡介會能消除我對外評的疑慮。 
10.3% 57.1% 22.0% 5.6% 0.7% 4.3% 

10c 在上學年六至七月期間，外評人員到校進行

的外評簡介會能廓清外評需要，減省不必要

的準備工作。 

10.5% 58.0% 19.9% 5.9% 1.7% 4.0% 

11 外評隊伍能按校情聚焦檢視本校的關注事

項。 
15.8% 69.8% 11.5% 1.5% 0.4% 1.0% 

12 外評隊伍所觀察學校活動的種類足夠。 16.1% 68.5% 12.3% 1.8% 0.3% 1.0% 

13 外評隊伍能專業地執行外評工作。 18.2% 67.9% 11.2% 1.5% 0.4% 0.8% 

14 外評隊伍的態度誠懇和友善。 25.5% 63.2% 9.1% 1.3% 0.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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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百分比 

非常同意        →        極不同意 不適用 

15 前線教育人士參與外評工作有助外評隊伍從

不同角度評核本校的表現。 
16.7% 71.0% 10.2% 0.9% 0.2% 1.0% 

16 外評隊伍和本校成員面談時能客觀地聽取意

見。 
16.2% 65.0% 13.2% 1.8% 0.4% 3.4% 

17a 外評隊成員於觀課後與個別教師交流，能讓

教師反思學生學習及課堂教授情況。 
13.8% 66.1% 11.6% 1.6% 0.4% 6.5% 

17b 外評隊成員於觀課後與個別教師交流，能讓

教師反思如何於課堂教學配合學校的關注事

項。 

11.3% 65.8% 14.3% 1.8% 0.4% 6.4% 

18 外評隊伍於口頭回饋環節報告外評的初步結

果，訊息清晰。 
15.1% 64.3% 11.2% 1.2% 0.2% 8.0% 

19 口頭回饋環節加入負責學校發展的小組成員

以外的教師，能提高外評的透明度。 
13.6% 67.7% 12.3% 1.0% 0.2% 5.2% 

20a 是次校外評核能準確評鑑本校自評機制的效

能。 
11.7% 69.5% 15.6% 1.8% 0.5% 0.9% 

20b 是次校外評核能準確指出本校的優點。 17.9% 67.7% 11.9% 1.4% 0.4% 0.7% 

20c 是次校外評核能準確指出本校有待改善的地

方。 
13.8% 68.3% 14.3% 2.3% 0.6% 0.7% 

20d 是次校外評核有助本校制訂未來的目標和計

劃。 
14.9% 69.6% 12.8% 1.4% 0.6% 0.7% 

21 我認同外評報告提出的建議。 11.9% 67.3% 17.3% 1.8% 0.3% 1.4% 

22 本校有足夠時間就外評報告作書面回應。 12.6% 63.4% 17.4% 1.0% 0.2% 5.4% 

23 在書面回應前，本校教職員對外評報告有充

分討論。 
13.0% 63.3% 17.6% 2.5% 0.7% 2.9% 

24 外評有助我反思本校工作的成效。 14.4% 71.3% 11.2% 2.1% 0.5% 0.5% 

25 本校準備外評的工作是適量的。 9.7% 61.0% 18.9% 7.2% 2.6% 0.6% 

26 外評所帶來的壓力可以接受。 6.1% 55.2% 24.0% 10.4% 3.8% 0.5% 

27 整個外評過程是公開和具透明度。 11.3% 70.5% 14.6% 2.4% 0.6% 0.6% 

28 整體來說，我對校外評核感到滿意。 10.0% 69.4% 16.8% 2.6% 0.7%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