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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長看教師專業發展小學校長看教師專業發展小學校長看教師專業發展小學校長看教師專業發展

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05-10-2006

一. 在面對教改浪潮下，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於今年的報告書指出﹕校長

和教師須具備敏銳的觸覺，並靈活地安排持續專業發展，才可與時並進，

迎接新的挑戰。面對這個大環境，越來越多的香港小學校長也感到校內同

工的專業成長對學校發展與改善的重要性。為了了解香港小學校長對教師

發展的意見及搜集他們的看法，本會於今年八、九月開展了「小學校長看

教師專業發展」問卷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88份。

二. 作為一個小學校長對教師專業發展有何態度﹖教師專業進修的內容又應

包括哪些﹖在回應的小學校長中，有98%以上的人認為﹕“教師在職培

訓內容應包括有效管理變革”及“教師在職培訓內容應包括團隊協作與

領導團隊”，可見在校長眼中學習懂得變革和團隊協作，已是今天教師

在職培訓的必要內容。而認為“教師在職培訓內容應包括遵守專業操守”

“教師要受專業培訓後才可入職”及“教師在職進修應考慮學校發展的

需要”的校長都佔九成以上。至於，“校本培訓比系統培訓更有效”、

“150小時的指標可推動教師持續進修”都有超過一半的認同率；而校

長們認同率最低的是“ 較高學歷教師會有較佳的教學表現”，僅有

32.9%，可見有較高學歷教師同樣也需要積累實踐經驗才能學以致用，在

學校行政和教學上有更出色表現。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不認同不認同不認同不認同(%)(%)(%)(%)

 教師在職培訓內容應包括有效管理變革 98.9 0

 教師在職培訓內容應包括團隊協作與領導團隊 98.8 1.1

 教師在職培訓內容應包括遵守專業操守 97.8 2.3

 教師要受專業培訓後才可入職 95.5 2.3

 教師在職進修應考慮學校發展的需要 93.2 2.3

 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有助學校規劃教師發展 88.6 5.7

 減壓和消閒活動應可包括在教師發展之內 86.3 10.2

三年進修150小時的指標推動教師持續進修 71.6 21.5

 校本教師培訓較教師報讀系統培訓有實效 52.2 26.1

 較高學歷教師會有較佳的教學表現 32.9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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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師訓會曾經提出了六個教師應有的基本價值，在問卷內也要求被訪校長

為這六項內容進行重要性的排序，得出的結果是﹕弘揚師德、關愛學生；

堅信學生、人人能學； 克盡本職、獻身教育； 團隊協作、樂於分享； 尊

重差異、多元取向； 持續學習、追求卓越。當中三分之二校長對首三項基

本價值皆表示很重要，值得各小學教師作參考之用。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 重要 重要 重要 重要 %%%%

弘揚師德、關愛學生 76.1 22.7

 堅信學生、人人能學 68.2 31.8

 克盡本職、獻身教育 68.2 29.5

 團隊協作、樂於分享 64.8 35.2

 尊重差異、多元取向 61.4 38.6

 持續學習、追求卓越 50.0 48.9

四. 現時不少學校都有措施支援教師專業發展，其中最為受訪校長學校所採

用的措施是“教師每年須上報進修時數”（佔87.5%）；至於“已將校本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編入時間表內”及“有設立教師持續進修個人檔案”

都為較多學校所採用，均佔八成以上。而“由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統籌主任

負責規劃教師專業發展”、“有參與啟導計劃為初入職教師提供專業支援

”及“利用內聯網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資訊平台”也有超過五成的被訪

校長選用。而最少學校校長回應的是“有運用「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分

析校內教師的專業能力”，只佔19.3%；看來師訓會應加強向校長或學

校專業培訓統籌者推廣上述架構應用的培訓，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提

高。

教師每年須上報進修時數 87.5%

已將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編入時間表內 85.2%

有設立教師持續進修個人檔案 83.0%

由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統籌主任負責規劃教師專業發展 65.9%

有參與啟導計劃，為初入職教師提供專業支援 53.4%

利用內聯網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資訊平台 51.1%

與大專院校結成夥伴，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43.2%

已參與教育城網上教師電視，讓教師自行上網進行發展活

動

28.4%

有運用「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分析校內教師的專業能力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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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近年不少學校都積極開展校本培訓，在受訪校長的學校中最多選取的校

本教師發展活動便是同儕觀課與共同備課兩項，均有超過九成五校長學

校已有採用，而這兩項措施也是近年來政府、學者及教育團體推動得最多

的，可見有關推廣已有成效。至於“教師個人自學”、“專家到校主持教

師培訓”、“校內同工主講分享”、“到本地友校觀摩交流”及“境外參

觀交流”都有超過半數小學校長回應也有採用。至於“教師行動研究”與

“內地教師駐校”兩項則是最少校長回應採用的校本教師培訓模式，相

信學校在推行時有技術或資源上的困難。故此未有積極推動校本教師培訓

的學校，應先參考其他學校較常用的方法作為起點。

同儕觀課 96.6%

共同備課 95.5%

教師個人自學 84.1%

專家到校主持教師培訓 83.0%  

校內同工主講分享 71.6%

到本地友校觀摩交流 62.5%

境外參觀交流 60.2%

教師行動研究 34.1%

內地教師駐校 21.6%

六. 最後，正如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已於 2003年提出﹕校長應支持教師進

行持續專業發展，以確保教師的專業需要和學校的發展需要互相配合。校

長亦有責任推動教師參加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並關注其進度和成效；以

令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的果效於教師日常教學工作中彰顯出來。故本會呼籲

各校應重視校內教師專業培訓的規劃工作，而教統局則應創造機會鼓勵

學校多些分享和交流教師專業培訓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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