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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EDB(SLPD)/PL/POL/1 

教育局通告第 6/2020 號  

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的建議

【註：本通告應交：

(a) 各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包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學

校、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校監及校長—備辦；以及

(b) 各組主管—備考或適用者備辦】

摘要  

本通告旨在說明有關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建議的詳情，以

及由 2020 年 9 月起推行的項目細節。  

背景

2. 教育局在 2017 年 11 月成立了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研究建立教師專業階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管理層的職級安排；教

師職位學位化時間表等課題。專責小組經廣泛諮詢、深入研究及討論，

於 2019 年 3 月向政府提交報告，共提出 18 項建議。政府接納了專責

小組的所有建議，並積極跟進有關措施，當中包括行政長官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的項目：在 2019/20 學年一次過全面學位化公營

中小學 1的教師職位，並預留撥款以理順公營小學校長和副校長的薪

酬，以及改善小學的中層管理人手。教育局將於 2020/21 學年，落實

專責小組的其他建議，包括建立教師專業階梯、改善公營中小學副校

長人手及公營中學主任級教師人手和校長職級劃分的安排，以及籌備

設立多層面機制表揚卓越教師等。直接資助計劃學校亦會受惠於上述

措施，在資助學校推行有關措施而衍生的開支會納入直資單位津貼額

內。教育局期望透過有關措施，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和管理學校效能，

進一步改善教育質素。

詳情

I. 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

3. 政府接納了專責小組提出盡早落實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的建議，

1  公營中小學指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包括特殊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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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20學年於公營中小學一次過把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學校可因

應校本情況，在 2020/21學年或以前全面落實。有關措施對持有學士學

位的教師給予肯定，提升教師的專業角色及職能，進一步改善教育質

素。就資助學校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的詳情，包括推行細節、學位教

師的職責等，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11/2019號。  
 
II. 開拓教師事業前景、優化管理層職級及職務調配  
 
4.  為配合教師專業階梯的建立，教育局會優化學校管理層的職級安

排，以鼓勵教學團隊持續發展，肯定教師和學校領導的貢獻，提升專

業地位，改善教育質素。教育局會由 2020/21 學年起，落實以下優化

學校管理層職級安排的改善措施，強化協調及策劃學校發展的工作：  
 
公營小學  
(a)  改善公營小學副校長人手  
(b)  提升開辦較少班數的公營小學的小學課程統籌主任職位  
 
公營中學  
(c)  改善公營中學校長職級的劃分安排  
(d)  改善公營中學副校長人手  
(e)  自 2017/18 學年因應教師與班級比例增加 0.1 而增設的教師職

位，納入計算公營中學晉升職級的教師職位  
 
資助特殊學校  
資助特殊學校的管理層的職級安排除按上述措施獲得改善外，還

會受惠於以下兩項優化措施：  
(f) 改善用以釐定特殊學校校長職級和副校長人手的換算  
(g)  改善設有中、小學部的資助特殊學校的副校長人手安排  
 

5.  有關各項改善措施的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6.  就優化現行晉升小學校長的安排和要求，政府會檢視現行的做法，

仔細研究可改善的地方。  
 
7.  教育局會改善資助特殊學校小學部屬於高級小學學位教師職級的

副校長的晉升安排，以吸引更多合適人選擔任特殊學校的領導工作。

現時，因為同時開辦中、小學部的資助特殊學校的校長均屬中學校長

職級（包括首席學位教師、二級中學校長和一級中學校長），晉升為特

殊學校校長須具備最少三年在資助特殊學校擔任高級學位教師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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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此外，教育局已就公營小學中層管理的人力資源及其校長和副

校長的薪酬提出改善建議，特殊學校也同樣適用；當這些建議獲立法

會通過和一併落實後，資助特殊學校小學部副校長的職級如屬高級小

學學位教師，只須符合相應的年資及培訓等要求，而無須具備上述的

中學經驗，便可獲考慮晉升為資助特殊學校校長。具體而言，有關人

士在同時開設中、小學部的資助特殊學校擔任高級小學學位教師的有

關年資，會視作等同在資助特殊學校擔任高級學位教師的年資，作為

晉升資助特殊學校校長的考慮。  
 
8.  此外，為配合小學實施全日制和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的發展，政

府正跟進理順公營小學校長和副校長的薪酬，以及改善公營小學的中

層管理人手。有關改善措施能提升小學管理的質素及挽留和吸引人才，

進一步改善教育質素。  
 
III. 教師專業階梯  

 
9.  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提升教師專業地位，教育局會為香港教師

建立專業階梯。專業階梯以「T-標準 +」描述的教師及校長專業角色 2

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目標，並以三個核心元素為基礎，包括教學專業

能力、專業操守和價值觀、反思求進以達自我完善的精神。在現行教

師持續專業發展政策 3不變的情況下，由 2020/21 學年起，教育局會分

別為新入職教師提供核心培訓課程及為在職教師提供培訓課程和資源，

以及優化符合教師晉升要求的培訓，詳情如下。  
 

「 T-標準 +」  
 
10.  「T-標準 +」包括了「香港教師專業標準參照」及「香港校長專業

標準參照」，描述處於不同專業成長階段的教師及校長應具有的專業表

現，並提供自我檢視工具，協助教師了解個人的專業發展需要。教師

專業階梯與「T-標準 +」均以推動教學專業團隊自我反思和專業發展為

目的。教育局參考「T-標準 +」設定以下的培訓課程及目標，為教師提

供更有系統和更聚焦的專業發展機會。  

                                                      
2
 「 T-標準

+
」描述的三個教師專業角色為「關愛學生的育才者」、「啟發學生的共建者」

及「敬業樂群的典範」；校長的三個專業角色為「以德潤才的躬行者」、「博學啟思的

建策者」及「高瞻遠矚的創建者」。每個角色下設有階段描述，描繪教師或校長在不

同 的 專 業 成 長 階 段 的 信 念 和 表 現 。 詳 情 請 瀏 覽 教 師 及 校 長 專 業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ht tp: / /cotap.hk >T-卓越 @hk>T-標準 )  
3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政策：所有教師，不論其級別和職務，於每三年周期內參與不少於

15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該時數為「軟指標」，以鼓勵教師按專業需要和期望，

參與不同形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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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入職教師培訓課程

11. 為協助新入職教師掌握其專業角色，展現專業操守和價值觀，並

汲取最新的教育政策和措施的資訊，以適切地應用於教學工作，教育

局訂定了新入職教師培訓課程，包括核心培訓和選修培訓兩部分。由

2020/21 學年起，首次於公營學校或直接資助計劃學校任教的教師，必

須於首三年內完成 30 小時的核心培訓，以及按個人專業發展需要參與

不少於 60 小時的選修培訓。

12. 核心培訓由教育局提供，涵蓋「教師專業身份」及「教師專業學

習」，前者參照「T-標準 +」，促進教師反思專業角色，後者以闡釋本地

教育政策和措施、國家及國際教育發展為主。選修培訓讓新入職教師

按個人專業發展需要，選讀由教育局、師資培訓大學、辦學團體或學

校提供的課程 /活動，包括學習領域或學科為本的專業發展課程、促進

學生全人發展的專業發展課程、辦學團體 /學校為本的新入職教師啟導

課程。有關新入職教師培訓課程的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優化在職教師培訓

13. 隨著教師職位學位化的全面落實，所有教師均需分擔多元化的專

業職務，共同促進學校發展。教育局一直鼓勵教師按專業需要和期望，

參與不同形式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以達每三年周期 150 小時的軟指

標。在此基礎上，為促使教師更有系統地配合職務的需要規劃個人專

業發展計劃，建立教學專業團隊的反思文化，並具備更寬廣的視野，

於 2020/21 學年起，在職教師須於每三年周期中，劃出不少於 30 小時

參與有關「教師專業角色、價值觀及操守」及「本地、國家及國際教

育議題」兩大範疇的專業發展課程 /活動，其中，每範疇須最少佔 6 小

時。

14. 教育局會為教師及學校提供上述兩範疇的培訓課程及資源；學校

須有計劃地在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計劃中加入有關內容，並善用教育局

所提供的培訓資源，按校本情況於教師專業發展日或其他合適的培訓

機會使用；教師須作出適當規劃，均衡地修讀各範疇的專業發展課程

/活動。有關優化在職教師培訓的詳情，請參閱附件三。

 優化晉升培訓安排

15. 現時，資助學校教師獲晉升更高級職級 4前，必須符合有關培訓

4  更高級職級指高級學位教師、小學學位教師、首席學位教師及高級小學學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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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過去 10 年曾修畢 90 小時複修課程；而晉升為首席學位教師

及

高級小學學位教師，則須額外完成 40 小時管理課程，以符合晉升資格 5。

科技、社會經濟急速發展，學校的管理團隊需具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強

的領導能力，與時並進，協力帶領學校持續發展，培育未來社會需要

人才。為此，教育局優化晉升培訓的內容，並修訂修讀年限，以更貼

合學校發展所需，讓有志晉升更高職級的教師獲得更充足的裝備。

16. 由 2020/21 學年起，教育局將會引入優化的晉升培訓課程，內容

包括核心及選修兩部分，總時數要求與以往相同，修讀期限為五年。

核心部分屬於必修的指定課程，由教育局提供，共 30 小時，內容聚焦

學校領導必備的素養，重點包括專業操守及價值觀、國家及國際發展、

教育議題探討，以及領導能力和反思。選修部分共 60 小時（晉升小學

學位教師 /高級學位教師）或 100 小時（晉升高級小學學位教師 /首席學

位教師），教師按晉升崗位所需的專業知識選讀合適的課程，並經校董

會 /法團校董會確認符合晉升需要。有關優化晉升培訓的詳情，請參閱

附件四。

17. 為方便學校及教師作出適當的準備，上述安排將設三年過渡期。

所有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或以前晉升更高職級的教師，可選擇按以往

或優化的培訓要求，修讀適當的課程，以獲取符合晉升的資格。

 校本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18. 學校在制訂校本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計劃時，應參考教師專業階梯

及「T-標準 +」，按教師在不同專業成長階段的需要，與他們共同訂定切

實可行的專業發展計劃，促導他們按要求完成，並應定時檢視教師參

與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情況，向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匯報。

19. 學校應向新入職教師說明有關培訓的要求及安排，提供空間讓他

們參與合適的專業發展課程 /活動，並協助他們檢視和反思所學。學校

亦須向教師清楚解釋優化晉升培訓的安排，讓有志晉升更高職級的教

師及早作出進修規劃，以及確保有關教師在實任晉升前已符合相關要

求。

20. 教育局會提供更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課程 /活動，包括網上課程，以

5  資助特殊學校教師除須完成內文所述的複修課程和管理課程外，亦須完成獲承認為

可供晉升用途的特殊教育課程，才符合晉升資格。詳情請參閱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的

相關部分及教育局網頁內 (ht tp : / /www.edb.gov.hk)有關特殊教育教師培訓相關的最新

通告（教育制度及政策> 特殊教育> 教師培訓）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en-train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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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師的專業成長和職務的需要。有關的專業發展課程 /活動，將適

時上載培訓行事曆。學校 /教師可透過本局的「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

系統，查閱經培訓行事曆報讀課程的紀錄。教育局積極支援教師的持

續專業發展，透過適時的檢視及靈活的安排，促進教師完成培訓目標。

IV.  設立表揚機制

21. 教育局將增設一個新的表揚計劃，表彰對教育工作及推動學校發

展有積極貢獻的教師和學校領導。教育局亦建議學校按校本情況，考

慮設立「專家教師」名銜，表揚在學與教、教學研究、建立專業學習

社群等方面具有卓越表現的教師，肯定他們作為教師專業發展促導者

的貢獻，並藉他們領導校本及跨校專業交流的文化。有關詳情將於稍

後公布。

《資助則例》及《學校行政手冊》的相關修定

22. 因應上述建議的推行，《小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特

殊學校資助則例》、《資助學校資助則例》、《資助學校資助則例匯編》

及《學校行政手冊》的內容會作出相應修訂。

23. 至於官立學校教師晉升至教育主任、高級教育主任、小學學位教

師或高級小學學位教師之前須符合的培訓要求，已載列於有關的教育

局內部通告。

相關資料及簡介會

24. 有關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建議的相關資料，包括電子簡報、

常見問題及培訓資料，已上載本局網頁。學校 /教師可瀏覽教育局網址

（主頁  > 教師相關  > 資格、發展與培訓  > 發展  > 教師持續專業

發展）

25. 教育局將於 2020 年 8 月上旬舉辦簡介會，向辦學團體及學校介

紹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建議的細節。有關簡介會的詳情及報名

事宜，請參考教育局培訓行事曆（課程編號：PDT020200073）。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cpd-teacher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development/cpd-teache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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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6. 有關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及優化管理層職級事宜的查詢，請聯絡

所屬地區的學校發展主任；有關教師專業階梯及培訓事宜的查詢，請

致電 3509 7579 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學校領導及專業發展組聯絡。

教育局局長

（容寶樹 代行）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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