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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主席： 辛列有先生    電話： 23814343    傳真： 23819257    網址﹕www.hkpera.org 

聯絡地址：新界大埔露屏路十號 香港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胡少偉博士)  

 

二零一五年度週年會員大會暨會員聚餐 

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時間﹕會員大員--下午六時； 

專題演講—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十分 

講題：從國際視野看香港小學教育的發展 

主講：邀約中 

會員聚餐—下午七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城軒    
* 會員大會暨會員聚餐通知及報名表將按會章規定，容後專函寄給各位會員 

     

  會務摘要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20周年會慶特刊》於去年出版，並於 7月中旬向各特刊題詞人寄

發，該特刊與第二期通訊亦於 8月一併寄給各會員。 

 本會參與香港教師中心新教師研習課程「開學月的工作及學校有關的法例」，於 8月 12日(二)

下午 4時至 5時舉行，由李少鶴校長及陳瑞良校長負責。 

 本會答允為「學與教博覽 2014」活動的支持團體。同時本會支持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舉辦

的「築福香港公民教育計劃」和 2014年全城德育發展計劃；本會亦獲邀成為香港教育界

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之主席團成員。 

 本會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之 2014「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已圓滿完成，有關餘款

亦己退還政府。 

 本會於 2014年 11月 26日以關注小組名義向香港申訴專員公署提交對「公開註冊教師名單」

的意見。 

 本會於 2014年 12月 16日收到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來函，徵求本會對香港教育學院正名

的意見，經電郵討論後，本會於 2014年 12月 30日提交了支持教院正名的回應。 

 有關本會向香港教師中心申辦教育研究獎勵計劃獲批$99,500，並已於 2014年 12月 3日簽

約；計劃由 2014年 12月開始至 2016年 12月出版研究報告為終結。 

 有關 2015年香港教師中心專業交流月活動，執委陳瑞良校長早前代表本會參與。本會參加

3 月 14 日的 2015「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分享主題是﹕小學實踐價值教育的

分享；嘉賓包括﹕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顏偉亮校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黃錦

良副校長和胡少偉博士，主持辛列有主席。 

 本會參與優質教育基金於 2015 年 3 月 21 日舉行的「2015 年教師專業交流月活動」，主題

是﹕小學推行校本價值教育的經驗；分享嘉賓包括﹕保良局何壽南小學王寶音副校長、培

僑小學蔡曼粧主任和胡少偉博士；主持﹕辛列有主席。 

 本會於 3月 6日（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半到西貢北潭涌參觀保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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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致香港申訴專員公署 

公開註冊教師名單的意見 

 

有關教育局拒絕公開註冊教師名單的意見，我等作為教育界的一分子，歡迎公署

就此邀請公眾提供意見。根據現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教育局在未徵得當事人的

同意下，理應不可將某人的個人資料公開，否則可能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法律訴訟。 

 

根據現行法例，已遞交教師註冊申請的人士在等候教育局通知結果期間，如在學

校任教，不會被視作違反《教育條例》。許多在學校任教的教師可能因其註冊申請正在

處理中，其名字並未在註冊名單上出現；若將所有教師註冊資料公開，有公眾人士在

不知情下可能會誤會一位正進行註冊的教師為「無牌教師」，這不但會引起家長恐慌，

更會對學校及教師構成困擾和引來不便。 

 

再者，有些學校現時會聘用不少非教學職員（如課外活動導師、教學助理、學生

輔導員等）為學生提供服務，他們無須申請教師註冊。若有家長不知相關人士的職位，

在查閱教師註冊名單時找不到有關人士，便會誤會他們為「無牌教師」，這亦會引起很

多不必要的誤會。最後，在現行的註冊教師名單內包括只代課數天（甚至一天）的准

用教員，當公眾人士查閱名單時，這些准用教員可能已不再在有關學校任教，亦即已

成為無效的註冊，但卻因其名字在名單之內，這可能會令公眾人士誤會他們仍是註冊

教師。凡此種種，我等認為教育局現行相關的安排是合適的。 

 

當然，我等亦支持家長的知情權。而參考現時有關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的安排，

香港警務處讓聘請僱員從事與兒童有關工作及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僱

主，得以查核準僱員有否任何附錄所載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方面的刑事定罪紀錄。我

等建議教育局可考慮這做法增設行政程序，讓有需要家長有權申請了解某校或某教師

的註冊情況。謹此。 

「公開教師註冊名單」關注小組 

李少鶴、辛列有、胡少偉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014 年度新教師研習課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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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新教師研習課程（小學）在 2014年 8月 12日至 8月

14日一連三日於香港教師中心舉行，讓新教師掌握學制與課程

的最新發展，了解學校一般的行政運作，並透過前線教師在教學

策略和實踐方法的經驗分享，協助他們盡快適應及投入教學工

作。本會執委陳瑞良校長在 8月 12日作了主講和分享；當天講

題為「開學月的工作和與學校有關的法例」，時間為下午四時至

五時，參與課程新教師專注聽講，反應相當不俗。 

陳瑞良校長向小學 

新教師分享相關經驗 



 

 

 

 

支持香港教育學院正名大學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安禮治博士：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於 2008年 4月 11日曾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史端仁秘書長就此事

提供意見，正如當年麥肯錫的「全球表現最佳的學校制度如何脫穎而出」報告提出，吸收勝任

人才出任教師和提供優質教師培育課程，是改善教育的三個指導原則之二；本會至今仍認為教

院升格成為大學後，將可吸引更多高質素高中生報讀該校教育學士課程，為香港教育生力軍吸

收更合適的人才。 

 

按要求，香港教育學院正名大學有「三步曲」；據本會所悉該校已於去年 11 月和今年 4

月完成了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對該校非教育學士課程的課程覆審和為其社會科學及人

文學科課程進行學科範圍評審。當前，教資會正成立專責小組，進行該校正名第三步的院校評

審；本會支持香港教育學院正名大學。若該校能順利通過第三步的話，本會認為該校應繼續以

「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為指引，主力於培訓本地學校教育的師資，並確保相關課程能回應香

港教師的未來需要。 

 

與此同時，麥肯錫於 2010年發表的「全球教育體制報告」，認為香港是其中一個在教育能

持續進步的地區，並指持續進步的教育系統都有提高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要求，更指這是教育表

現提升的重要一步。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一所大學後，本會期望該校可為香港教師的職前和在

職培訓提供更佳的課程，以推動香港中小幼教師專業發展。 

 

本會認為該校正名後，應進一步加強與教育政策和教學實踐相關的應用研究，並繼續於教

育、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培育年青人。再者，該校作為一所較專注於教育的大學，日後應發展

多些課程以培育各式各樣教育的教師，如家長教育、老人大學、職業教育和社區培訓的課程導

師，以全面推動香港建構成為一個學習型社會。謹此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主席 辛列有 

2014年 12月 30日 
 

 

2015 年「新到任校長的挑戰與機遇」分享會 

為了促進小學校長的交流和分享，使參與交流的小學校長、準小學校長和副校長得到啟發。本會

與香港小學教育領導學會續合辦 2015年「新到任校長的挑戰與機遇」分享會，詳情如下﹕ 

日期﹕27-06-2015（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下午 5:00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旺角太子道西 1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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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小學推行校本價值教育」計劃  

 

本會得到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於 2014年 3月至 2015年 8月舉辦「支援小學推行校本

價值教育」計劃。計劃第二期系統課程﹕2014年 11月 1日、8日及 15日，三個周六上午

9:30-12:30，假香港教師中心舉行第二期系統課程，是次課程共有 40位同工報名參加。 

日期 課題 主講 

01-11-2014 

上午

9:30-12:30 

共同建構校本價值 「支援小學推行校本價值教育」計劃籌委會 李少鶴主席 

香港教育學院 胡少偉博士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張勇邦校長 

世界龍崗學校黃耀南小學 羅夔夔校長、何志文老師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蘇慧嫦主任 

08-11-2014 

上午

9:30-12:30 

促進學生培養價值的

活動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黃仲基校長 

佛教榮茵小學 杜家慶校長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小學 李美嫦校長 

白田天主教小學  黃玉嬋校長 

15-11-2014 

上午

9:30-12:30 

在全校、全級與班本

情境中推行價值教育 

香港教育學院 胡少偉博士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蔡世鴻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夏國賢主任 

李志達紀念學校  黃雪銀主任 

 

     

 

 

 

計劃的友校活動環節即將於 2015年 1-3月進行，計劃共安排了 4間小學讓參與計劃的同

工參觀。 

日期 時間 學校 

30-01-2015 

（五） 
12:30-15:30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09-02-2015 

（一） 
14:00-16:30 香港教育學院賽馬會小學 

02-03-2015 

（一） 
11:00-14:00 馬鞍山靈糧小學 

18-03-2015 

（三） 
15:00-17:15 保良局雨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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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系統培訓課程導師的主講和分享給參與同工帶來不少啟迪，三天講者與本會執委的合照 



  

 

 

 

而在校本培訓方面，兩個階段共 9間小學報名參與。 

學校名稱 培訓日期 校本培訓主題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16-7-14(三)上午 9:00-12:00 

14-1-2015(三)下午 2:00-5:00 

校本價值教育的課程架構 

校本價值教育的課程架構工作坊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27-08-2014（三）上午 9:00-12:00 

19-09-2014（五）下午 3:00-6:00 

學校發展與校本價值：自學與忍耐 

價值教育教學法 

大埔崇德黄建常紀念學校 10-10-2014(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4:30 

校本價值教育課程的建構 

 

鳳溪第一小學 11-10-2014(六)上午 9:00-12:00 

18-10-2014(六)上午 9:00-12:00 

「家、國同根深」 

「家、國同根深」 

光明學校 17-10-2014(五)下午 2:45-5:00 

07-11-2014(五)下午 12:30-3:30 

價值教育與班主任角色 

培育自信守規的學生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27-03-2015(五)下午 2:00-5:00 

待定 

校本價值教育及教學法 

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小學 06-02-2015(五)下午 2:00-5:00 

20-03-2015(五)下午 2:00-5:00 

校本價值教育的課程架構 

校本價值教育的課程架構 

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07-01-2015(三)下午 2:00-5:00 

01-04-2015(三)上午 9:00-12:00 

價值教育與國際公民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23-03-2015（一）下午 2:00-5:00 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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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籌委到學校進行校本培訓﹕主講吸引，同工分組討論熱烈 



 

 
  

 

參觀保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 

保良局自 2006年及 2008年開始於屬下中學及小學全面推行「領袖紀律訓練營」，以經驗式學習為

主導，促進和提高參與中小學生的個人成長、領袖培訓和紀律訓練；期間舉辦超過 300個營期，共 42,000

名屬校學生參與；成效得到屬校家長及學生的廣泛認同。及後，保良局於 2010年 1月起正式成立「保

良局領袖紀律訓練營」，進一步推廣領袖紀律訓練營至全港中小學校，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這個「全

人發展」的培育，從而在啟發潛能、團體合作和自我實現等方面得到成長；訓練營由 2010年至今已舉

辦 500多個營期，多達 60,000名屬校及非屬校學生及教師參與，甚受歡迎。  

為了了解該訓練營的理念、操作和學員表現，本會定於 2015年 3月 6日參觀保良局的紀律訓練營，

讓本會會員參與；有意參加者請致電本會秘書胡少偉博士報名(29487801)。 

**************************************************************** 

香港教師中心 2015「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 

在香港教師中心 2015「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中，本會將以「小學實踐價值教育的分享」

為題作分享，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 3月 14日（六） 

時間：下午 3:00-4:00 

地點：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分享嘉賓：顏偉亮校長（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黃錦良副校長（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胡少偉博士（香港教育學院） 

嘉賓主持：辛列有主席（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優質教育基金「2015年教師專業交流月活動」 

本會將參與優質教育基金舉行的「2015 年教師專業交流月活動」，並以「小學推行校本價值教育

的經驗」為主題作分享，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 3月 21日（六） 

地點：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嘉賓主持：辛列有主席（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分享嘉賓：王寶音副校長（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蔡曼粧主任（培僑小學） 

 胡少偉博士（香港教育學院） 

 

合辦「小學校長面對的挑戰」調查 

面臨香港社會和家長的高期望，加上各式各樣涉及學校的法例，小學校長工作越來越多，

難度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因為戰後嬰兒潮，不少學校領導者已近退休年齡；但據本地學者研

究有些副校長卻無意申請做校長。香港小學校長正面臨多重挑戰，香港小學校長現況究竟是怎

樣的？他們工作量是如何？小學校長認為有哪些進修需要呢？這需一個實証調查去了解。為

此，本會與香港小學教育領導學會、津貼小學議會和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成立「小學校長面對

的挑戰」研究小組，期於今年內完成調查，讓公眾和政府正視小學校長正面臨的危機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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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校教育學報》第九期徵稿 

《優質學校教育學報》第八期已於 2013 年底順行出版；是期學報主題為：課程與

教學，文章包括：轉變中的教學環境─課程與教學、香港融合教育的發展與轉變、「人

物」的形象性與典範功能探究？小班環境中推行幼兒德育所面對困難及其解決方法芻

議、香港會計從業員對終身學習的意見：會計專業及會計教育的啟示及一所小學組織

架構重整的行動學習等。 

 

《優質學校教育學報》現正接受學報第九期投稿，為讓投稿者有更大的彈性，優質

學校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建議，由第九期開始不再設主題，歡迎任何與學校教育和教

師發展有關論題的來稿；這期學報截稿日期為：2015 年 3 月 31 日。 

 

《優質學校教育學報》包括：課程的設計理念、實施模式和評估方法、創新的教學

法設計理念、實施模式和評估方法、創意教學、家長教育、校本教職員培訓、學校改

善與發展、校本管理、學生支援及學校風氣、學生培訓、教師入職培訓及輔導、教育

改革評議及比較教育等。有關詳細的投稿細則及方法，請參閱後頁或瀏覽本學報網頁，

網址為 www.hkpera.org。 

 

投稿細則： 

 

原創性及版權： 

所有來稿均須為原創作品，且未曾投稿或刊登。投稿人在稿件中引錄任何已獲版權

的資料前，必須負責先取得有關人士之書面授權。作者須自負文責，其發表之有關

觀點並不代表本學報之立場，獲刊登文章之版權則屬本學報所有。  

投稿人資料： 

為方便對稿件作不記名之評審，投稿人請於另頁以中、英文列明作者姓名、職銜、

所屬機構、地址、聯絡電話、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等。  

語言及字數： 

來稿可以中文或英文撰寫，字數一般以 7000字為限，以約 5000字最為合適。 

格式： 

稿件須依照美國心理學會 2009年出版的《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 6版編寫。  

摘要： 

須以中文及英文撰寫，各 150 字以內，置於文章起首部份。  

關鍵詞： 

中、英文關鍵詞不多於 3個 

投稿方法﹕ 

稿件請以微軟 Word 2003 版或以上製作，並以電郵附件形式傳送到

jqse@ied.edu.hk；或儲存於光碟內郵寄：香港新界大埔露屏路十號 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研究學院（轉交）優質學校教育學報編輯委員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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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會員續會及徵收新會員通告 

 
 本會歡迎同工的加入，凡具備以下三項條件：1. 持有專上學位或正在修

讀專上學位課程；及 2. 曾接受師資培訓、專業訓練或為教育統籌局認

可之檢定教師；3. 現職與小學教育有關之教育工作者，均可申請為專業

會員；未符合專業會員資格要求之教育工作者，可申請為普通會員。 

 費用﹕專業會員 150 元/年、普通會員 100 元/年，會籍由每年 1 月 1 日

到 12月 31日；有關入會表格請於本會網頁下載（www.hkpera.org），填

妥表格後請將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寄交義務秘書

（地址：新界大埔露屏路十號 香港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 

胡少偉博士）辦理入會手續。 
 各位進行 2015 年度續會的會員，費用同上；凡成功續會及新入會之會

員，可免費獲贈優質學校教育學報乙份及本會出版的刊物。 
 如有查詢，請致電﹕29487801與本會秘書胡少偉博士聯絡。 

 

 

 

2014年度專業會員： 

     

顏明仁 梁兆棠 馮文正 李少鶴 徐國棟 胡少偉  

鄒秉恩 陳茂釗 王雲珠 葉建源 談鳳儀 甘艷梅  

冼權鋒 黃景波 袁文得 鄭美紅 辛列有 郭朱志賢  

劉凱芝 呂麗青 莊聖謙 黃仲基 李玉枝 蔡曼筠  

林向榮 胡家偉 王偉倫 吳永雄 區鳳珠 陳瑞良  

張國華 陳小琳 鄧薇先 黎婉玲 陳滿林 梁淑儀  

李子建 陳麗珠 余 煊 韋惠英    

       

2014年度普通會員：      

陳繼賢 吳善榮 陳衍賢 陳靜嫻 溫思聰 黃鳳鳴  

陳小天 楊鳳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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