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師中心諮詢管理委員會（2016-18 年度）
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18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
時間： 晚上 7:00
地點：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平台 WP01 室
出席：
簡加言博士（主席）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許振隆先生（副主席）
陳仲山先生
張佩姍女士
張笑麗女士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香港升旗隊總會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東華三院馬陳景霞幼稚園

周鑑明先生
方建欣女士
甘志強先生
黎金志先生
劉餘權先生
李少鶴先生

教育評議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李煒佳先生
梁兆棠先生
廖俊權先生
盧巧藍女士
羅紹明先生
麥謝巧玲博士
鄧怡勳博士
曾憲江先生
黃鳳意女士
胡永德先生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
香港小學數學教師會
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
香港中學校長會
聖文嘉中英文幼稚園（華貴）
香港教育大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香港班級經營學會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游美斯女士
楊沛銘博士
黃廖笑容女士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香港地理學會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專業發展及培訓））

梁家材先生（秘書）

香港教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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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
林妙玲女士
羅澤民先生
麥鳳萍女士
陳志芳女士（記錄）

香港教師中心
香港教師中心
香港教師中心
香港教師中心

因事缺席：
馮劍騰先生（副主席）
陳靖逸先生
陳立宜先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保良局余李慕芬紀念學校
嘉諾撒培德書院

張志宇先生
張家俊先生
張慧真博士
程衞權先生
蔡學富先生
莊聖謙先生
朱國強先生
方耀輝先生
何景安先生
詹益光先生

惇裕學校
教育評議會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香港教師會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香港教師活動協會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有限公司

關穎斌先生
賴長山先生
林伯強先生
林宛君女士
劉瑞賢女士
李金鐘先生
梁鳳兒女士
梁炳華博士
梁秀婷女士
梁永鴻博士

漢華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有限公司
天主教鳴遠中學
香港私立學校聯會有限公司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幼稚園部）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李美美女士
梅志文先生
彭耀鈞先生
龐卓輝先生
潘步釗博士
杜家熙先生
曾偉漢先生
徐慧旋女士
董雅詩女士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明愛莊月明中學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上水宣道小學
慈幼學校
中學英語教師會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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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琪女士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黃少玲女士
黃冬柏先生
王惠成先生
胡志偉博士
胡若思女士
楊佩珊博士
余綺華女士
劉嘉倩女士

香港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培僑書院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石圍角小學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

會議文件：
1.

諮詢管理委員會（2016-18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

2.

諮詢管理委員會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3.

常務委員會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4.

諮詢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5.

教育研究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6.

專業發展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7.

活動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8.

出版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9.

章程及會籍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10. 推廣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11. 2017-18 年度香港教師中心財政報告
12. 2017-18 年度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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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1

開會詞
主席簡加言博士歡迎各委員出席諮詢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並代表大會歡迎第一次參加
諮管會會議的梁家材先生、羅澤民先生和陳志芳女士。梁先生接替陸靄儀女士、羅先生接
替蘇玲玲女士和陳女士接替黃珮珊女士處理秘書處的工作。

2

通過香港教師中心諮詢管理委員會（2016-18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
黃鳳意女士動議通過諮管會（2016-18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游美斯女士和議，無人反
對，會議記錄獲得大會一致通過。

3

續議事項
有關終止教師中心郵件轉交服務事宜
3.1 跟進上次會議記錄第 4.8 段，郵件轉交服務維持至 2017 年 6 月 24 日止，其後仍有
轉交學科團體的信件寄往教師中心，秘書處已將有關郵件退回郵局或寄件人，而教
師中心亦不再代這些學科團體接收由郵寄、速遞或人手交來的相關信件。
3.2 直至 2018 年 3 月 23 日止，秘書處仍間中收到轉交學科團體的信件，數量不多 (每
個月大概一至二封)，秘書處依據以上的行政安排，將有關信件退回郵局或寄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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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通過諮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秘書處及各工作小組報告
4.1 諮詢管理委員會（諮管會）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主席簡加言博士報告。
2017-2018 年度是第二十二屆（2016-2018 年度）諮管會工作的第二年，各諮管會委
員及各工作小組成員積極籌劃不同類型的活動，為教師提供適切的服務。在各委員
及秘書處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各項工作已順利推行，成績令人鼓舞。主席在此向有
關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謝。以下是本年度的工作概況及展望。
4.1.1 專業發展
4.1.1.1 為協助新入職教師儘快適應及投入教學工作，本年度教師中心繼續與
教育局及教育團體合作，於 2017 年 8 月舉辦「新教師研習課程」
。除
教育局外，參與籌辦課程的教育團體超過 24 個，擔任講者的教育局
同工、諮管會委員及教育團體同工約 100 位。本年度報讀課程的中小
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的新教師共有 659 位，報名情況十分踴
躍，可見校長及教師對此課程的重視與支持。
4.1.1.2 為配合一年一度的「教師專業交流月」，教師中心每年均會與教育團
體合辦「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2018「課程發展與教學實
踐」教育會議於 2018 年 3 月 10 日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
行，主題為「放眼世界 多元共融」，除了主題演講外，還有 30 節小
組專題講座及經驗分享；今次會議報名人數約 700 名，出席人次有
1,045，會議圓滿成功，為前線教師提供一個專業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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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為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教師中心於本年度舉辦了 95 項專業發展活
動及語文課程，參加人次約為 16,000。有關活動種類繁多，對推動
教師終身學習發揮了積極作用。
4.1.2 教育研究
4.1.2.1 教師中心一直致力推動教育研究，每年均會推行「教育研究獎勵計
劃」，對象為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得到教師廣泛的支持，反映他們
對教學充滿熱誠，願意奉獻時間及精力進行研究。有關計劃的優秀研
究成果輯錄於《教育研究報告匯編》，讓同工在不同的交流活動中分
享，帶動校內的研究風氣。
4.1.2.2 「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7/18」共有 20 項研究建議書通過批核，全部
研究員均己回覆會進行研究。「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6/17」的研究報
告已完成評審，小組將於 5 至 7 月期間進行《教育研究報告匯編》
(16/17) 的編審工作。《教育研究報告匯編》（15/16）己完成印刷，
學校亦於 2018 年 2 月 25 日前派員到教師中心領取，或從郵寄方式索
取。教師中心期望藉著這項獎勵計劃，鼓勵前線教師在學與教上多作
研究，提升教育研究水平。
4.1.3 章程及會籍工作
4.1.3.1 章程及會籍小組繼續負責審批教育團體的入會申請，然後向常委會推
薦。本年度教師中心收到 7 個教育團體的入會申請，連同早前「香港
保護兒童會的申請，共 8 個都沒有得到批准加入香港教師中心。其中
1 個撤回申請，3 個不被接納，3 個有待補充資料，以及 1 個將會重
新遞交。
4.1.3.2 就第二十三屆的諮管會選舉，常委會按〈香港教師中心章程〉附則第
九條規定成立了選舉委員會，以監察諮管會選舉、核實及公布選舉結
果。是次選舉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委派唐業銓先生出任選舉委員會委
員，委員會其餘兩位成員則由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專業發展及培訓）
黃廖笑容女士及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劉嘉倩
女士擔任。
4.1.3.3 第二十三屆諮管會選舉的提名程序（包括補選提名）於 2017 年 10
月 26 日展開，2017 年 12 月 29 日完結。在各類別中，「資助小學」、
「資助中學」
、
「政府小學」
、
「幼稚園」
、
「私立學校」
、
「特殊學校」
、
「直
資學校」
、
「校長團體」
、
「學科團體」及「其他教育團體」的候選人數
目多於席位空缺，故須進行投票。上述類別的投票程序已於 2018 年
2 月 12 日結束及於 2 月 23 日進行點票，選舉結果亦已由選舉委員會
於 2018 年 3 月 1 日核實及已於 2018 年 3 月 8 日在教師中心的網頁公
布。
4.1.4

身心健康
除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外，教師中心亦舉辦各類健康講座及興趣班，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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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紓緩壓力，促進身心健康。本年度教師中心舉辦的身心健康活動共有 75
項，參與老師約 3,600 人次。當中活動包括新一系列的「保健護理」、「識飲
識食」及「少林養生保健」講座和工作坊，亦有每季定期舉辦的攝影、素食
烹飪、舞蹈、手工藝、趣味語文等課程。整體而言，教師對活動內容均感滿
意，亦認同活動有助減輕教師壓力。
4.1.5

刊物出版
教師中心於本年度出版了多份刊物，包括兩期《教師中心傳真》和《香港教
師中心學報》第十六卷。教師中心定期出版《教師中心傳真》
，各有不同的主
題，內容豐富。教師中心期望更多的教育同工能藉著撰寫文章及教育論文，
與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分享教學心得及研究成果。為了善用資源及方便同工閱
覽，以上教師中心的刊物均已上載於教師中心網頁。

4.1.6

宣傳推廣
為感謝教師多年來的支持，教師中心本年度訂製了一批 12,000 個「多功能原
子筆連備用筆芯套裝」作為推廣用品贈予教師使用，紀念品已於 2018 年 3
月中完成派發。

4.1.7

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
教育局於本年度繼續撥款 60 萬元作為「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資助由香
港教師中心與教育團體合辦的非牟利教師專業活動，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
展。本年度，共有 4 項活動成功申請此項津貼，活動包括：
「香港 STEAM 教師
培訓課程」
、
「全新普通話學習無障礙通道 – 全羅馬化拼音方案」
、
「2018『課
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及「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7/18」
。我們期望此
項津貼能幫助更多教育團體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如教育會議、與學與教
有關的研討會、工作坊和課程，以及促進教育研究的活動，藉此提升教師的
專業水平及促進專業交流。

4.1.8

未來發展
本年度是主席在教師中心以主席身份服務的第四年，很高興能與各常委會及
諮管會委員有著更多的合作，共同推動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教師中心在歷
屆委員的努力耕耘下，已成為一個讓教師互相砥礪、分享經驗的平台，一個
與教師共同成長的伙伴，主席十分感謝各委員多年來對教師中心所作出的貢
獻並期望教師中心能繼續凝聚更多教育同工及教育團體的力量，發揮團結互
助的精神，合辦更多專業發展及身心健康的活動，推廣教師中心的服務，讓
更多教師受惠。

主席期望各位教育同工繼續積極參與教師中心所舉辦的活動，以及提供寶貴意見，
讓教師中心為教師的專業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4.2 常務委員會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主席簡加言博士報告。
4.2.1 常務委員會（常委會）為諮管會屬下的執行機構，負責香港教師中心各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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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策劃及推行。本年度常委會共有 15 位委員，包括主席（簡加言博士，兼

4.2.2

4.2.3

4.2.4

任諮管會主席）、兩位副主席（許振隆先生和馮劍騰先生，兼任諮管會副主
席），另有 10 位由諮管會選出的委員和兩位教育局的代表。常委會於
2017-2018 年度共開會 4 次。
常委會轄下有 6 個工作小組，分別是：專業發展小組、出版小組、活動小組、
教育研究小組、章程及會籍小組和推廣小組。各小組的成員名單及活動已詳
載於各小組的報告內。
一如以往，教師中心於本年度繼續出版了多份刊物，包括兩期《教師中心傳
真》和《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十六卷。
《香港教師中心學報》內容以教育研究、教育行動研究及教學經驗分享為主，
以鼓勵教育同工進行學術研究。《學報》第十六卷已於 2017 年底出版。本屆
編輯委員會由 12 位學者、教師及諮管會委員組成，主編由黃少玲女士擔任，
副主編為胡少偉博士、楊沛銘博士及趙淑媚博士，其他編委成員包括：甘志
強先生、何瑞珠教授、余綺華女士、李子健博士、李少鶴先生、林偉業博士、
胡志偉博士及張慧真博士。《學報》編輯委員會於本年度共邀得 17 位本地及
海外學術機構的學者擔任學報顧問。為提高《學報》知名度，各卷《學報》
文章現已納入「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臺灣教育研究資訊網」及「CNKI
SCHOLAR」，可供搜索及直接瀏覽。
新教師研習課程及「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均為香港教師中心的年
度大型活動。在籌辦活動的過程中，除了得到諮管會委員積極參與籌備工作
外，亦會邀請其他教育團體成員參與其事，上述兩項活動均成功凝聚教育同
工及教育團體的力量，合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2017 年度新教師研習課程由教育局及香港教師中心合辦，教育團體協辦。除
教育局外，本年度參與的教育團體超過 24 個，提供約 40 多項專題講座及工
作坊，擔任講者的教育局同工、諮管會委員及教育團體同工約 100 位。他們
除簡介課程的發展外，亦分享有效的教學策略和寶貴的教學經驗，以幫助新
入職教師為未來的教學工作做好準備。
參與 2018「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籌備委員會工作的諮管會委員有
徐慧旋女士（籌備委員會主席）、方耀輝先生、馮劍騰先生、詹益光先生、
甘志強先生、林伯強先生、劉餘權先生、李少鶴先生、梁炳華博士、梁永鴻
博士、盧巧藍女士、羅紹明先生、杜家熙先生、黃鳳意女士、黃少玲女士、

4.2.5
4.2.6

4.2.7

黃冬柏先生、胡永德先生、游美斯女士、楊佩珊女士。
除了為教師安排不同類型的專業發展活動外，教師中心本年度亦舉辦了合共
75 項多元化的身心健康活動，以協助教師在工作與生活兩方面的平衡發展。
為確保與學校能保持有效聯繫，教師中心已於新學年發信給各中小學及幼稚
園，通知學校更新學校聯絡代表資料。推廣用品方面，為感謝教師多年來的
支持，教師中心本年度訂製了一批 12,000 個「多功能原子筆連備用筆芯套裝」
作為推廣用品贈予教師使用，紀念品已於 2018 年 3 月中完成派發。
本年度教育局繼續撥款 60 萬元，資助由香港教師中心與教育團體合辦的非牟
利教師專業活動，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活動申請由活動津貼審批小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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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審核，小組成員由常委會委任，常委會主席簡加言博士兼任小組主席，

4.2.8

其他成員包括常委方建欣女士、李少鶴先生、麥謝巧玲博士、黃鳳意女士、
余綺華女士及常委會秘書梁家材先生。活動審批的過程十分嚴謹，成員會詳
細審視各項活動的內容及財政安排，亦會為活動計劃提供專業意見，並確保
撥款合理及適切。小組並設立利益申報機制，公平及公正地處理各項撥款申
請。
常委會十分感謝上述眾多學者及教育同工，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使教師中心的
各項工作及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4.3 秘書處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秘書梁家材先生報告。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香港教師中心秘書處隸屬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現由教育局總專業發
展主任梁家材先生代替於 2017 年 8 月中調任的陸靄儀女士，擔任諮詢管理委
員會（諮管會）及常務委員會（常委會）秘書，五位專業發展主任（一位借
調其他組別）及其他文書人員負責秘書處日常運作，包括：麥鳳萍女士、林
妙玲女士、羅澤民先生（由 2017 年 9 月 4 日起）、廖穎之女士 (至 2017 年
5 月 7 日止) 、 麥君榮博士（由 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7 日止）、
黃珮珊女士（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及陳志芳女士（由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
本年度秘書處繼續為諮管會、常委會及其轄下 6 個工作小組（包括專業發展
小組、出版小組、活動小組、教育研究小組、章程及會籍小組和推廣小組）；
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審批小組、《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編輯委員會及「課
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籌備委員會提供秘書及後勤支援服務，使各委
員會及小組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秘書處繼續為各個教育團體提供支援服務，包括聯絡、協調有關場地安排、
宣傳活動、處理查詢、設置器材、記錄出席、整理意見調查資料等服務範圍，
以協助團體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不同類型的教師專業培訓課程、語文課程及
身心健康活動。教師中心於本年度主辦及與教育團體合辦的活動約有 160 項。
秘書處繼續協助管理香港教師中心及會議室（W107 室），提供休憩及議事場
地、電腦設施、互聯網及報章雜誌等服務，以及支援教育團體策劃活動和處
理事務。
為加強與學校的溝通，秘書處會定期向香港教師中心學校聯絡代表發放電郵
資訊，以推廣本中心的服務。此外，為方便其他教師亦可定期收取本中心最
新活動資訊，秘書處同時提供電郵資訊服務，現時已有約 10,000 名教師登記
使用。
秘書處亦會透過教師中心網站發放中心活動的最新消息及各類團體資訊，並
有各類刊物的電子版可供教師網上瀏覽及下載。

4.4 教育研究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小組召集人李少鶴先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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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本年度教育研究小組共有 12 位組員：李少鶴先生（召集人）、張佩姍女士、
張慧真博士、方耀輝先生、劉餘權先生、梁永鴻博士、盧巧藍女士、彭耀鈞
先生、潘步釗博士、鄧怡勳博士、曾偉漢先生及楊沛銘博士。小組秘書：麥
鳳萍女士。小組於本年度共召開了五次會議。
4.4.2 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5/16
《教育研究報告匯編 15/16 》已完成印刷，學校亦於 2017 年 12 月底至 2018
年 2 月底派員到教師中心領取，或以郵寄方式索取。
4.4.3 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6/17
4.4.3.1 小組於 2017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舉辦「如何撰寫研究報告」
講座，講者包括楊沛銘博士、鄧怡勳博士及「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5/16 」獲嘉許之研究員，共有 20 位教師參加。問卷調查所示，參
加者均滿意講座的安排，並能提升他們對撰寫教研報告的認知。
4.4.3.2 小組已完成評審 16 份研究報告(中學：8 份；小學：6 份；特殊教育：
2 份)。最終評審结果，有 7 份報告獲取 3 票，將會刊登於《教育研
究獎勵計劃 16/17 匯編》
；3 份得 2 票；4 份得 1 票；但有 2 份報告未
能通過評委。
4.4.3.3 《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6/17 匯編》之编審工作，約於 5 至 7 月期間進
行。《匯編》編審小組成員有：楊沛銘博士、鄧怡勳博士、劉餘權先
生、張佩姍女士、彭耀鈞先生及合辦團體「天才教育協會」的代表參
與。
4.4.4 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7/18
4.4.4.1 小組於 2017 年 6 月發信邀請香港教師中心教育團體合辦「教育研究
獎勵計劃 17/18」。小組接納「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成為上述計劃
的合辦團體。有關計劃獲「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撥款 99,500 元，
資助共 20 項教育研究項目，每項最高可獲 3,000 元以資獎勵。
4.4.4.2 秘書處透過電郵及網頁宣傳，並於 2017 年 9 月發信邀請教師參與，
且在 201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舉辦「教育研究簡介及分享
會」，講者包括楊沛銘博士、張慧真博士，以及一位參與「教育研究
獎勵計劃 15/16」的研究員作經驗分享，約 20 人參加。問卷調查所
示，參加者普遍認為分享會有助他們了解教育研究計劃的詳情。
4.4.4.3 是次計劃共收到 38 份申請表。經小組審批後，接納其中 20 份計劃書
(中學 7 份、小學 8 份、幼稚園 3 份、特殊教育學校 2 份) ，他們現
正進行研究。
4.4.4.4 為協助教師進行教研，小組於 2018 年 1 月 26 日晚舉行「小組面談」
，
由小組成員楊沛銘博士、劉餘權先生、彭耀鈞先生、鄧怡勳博士，聯
同合辦團體代表劉景騰博士，與各組研究員面談，就個別研究計劃的
設計進行討論。當晚共有 19 個組別出席，參加者均認為面談安排順
暢，並達到預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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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專業發展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小組成員劉餘權先生代召集人報告。
4.5.1 本年度專業發展小組共有 19 位組員：徐慧旋女士（召集人）、方耀輝先生、
馮劍騰先生、詹益光先生、甘志強先生、林伯強先生、劉餘權先生、李少鶴
先生、梁炳華博士、梁永鴻博士、盧巧藍女士、羅紹明先生、杜家熙先生、
黃鳳意女士、黃少玲女士、黃冬柏先生、胡永德先生、游美斯女士、楊佩珊
博士。小組秘書：麥鳳萍女士。小組於本年度共召開了五次會議。
4.5.2 2017 年度新教師研習課程
4.5.2.1 本年新教師研習課程由教育局及香港教師中心合辦，並邀請教育團體
以義務形式協辦課程。幼稚園研習課程於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舉
行，而中學及小學（包括特殊學校）研習課程則於 2017 年 8 月 8 日
至 10 日舉行。獲取錄的新教師分別有中學 113 人、小學 297 人及幼
稚園 249 人。學員回饋所示，新教師研習課程安排適切，有效幫助他
們為未來教學工作作好準備。
4.5.2.2 為加强新教師支援，於 2017 年 8 月底至 10 月期間與教育學院畢業同
學會合辦新教師延伸課程，促進新教師能與資深教師的交流和分享，
好使他們儘早適應教學工作。
4.5.3 2018「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
4.5.3.1 小組於 2017 年 6 月發信邀請香港教師中心教育團體派出代表，籌組
教育會議籌備委員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獲推選為合辦團體，負
責申請「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以資助推行會議的開支。
4.5.3.2 教育會議為業界同工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各教育團體均踴躍參與，
本年度共收到 34 個團體 46 份活動計劃申請書。籌委會最終選出由
26 個團體所提議主講的 30 項分組活動，其中有 3 個環節由外地講者
主講，透過互相學習及觀摩，進一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4.5.3.3 本年度的教育會議於 2018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舉行，主題為「放
眼世界 多元共融」
。當日會議開幕禮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院長吳大琪
教授擔任主禮，主講嘉賓包括港科院院長徐立之教授、瑪利諾神父教
會學校陶婉雯老師及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成笑凝老師。今次會議
報名人數約 700 名，出席人次有 1,045，會議圓滿成功，每位參加者
都滿載而歸。
4.5.4 專業培訓課程及語文課程
由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與教育團體合共開辦了 85 項教師專業培訓課
程。
4.6 活動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小組成員曾憲江先全代召集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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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本年度活動小組現有 15 位組員：何景安先生（召集人）、陳靖逸先生、陳仲
山先生、陳立宜先生、張志宇先生、蔡學富先生、朱國強先生、方建欣女士、
黎金志先生、林伯強先生、李金鐘先生、梁秀婷女士、李美美女士、曾憲江
先生及胡永德先生。小組秘書：羅澤民先生。活動小組於本年度共召開了 4
次會議。
4.6.2 舉辦各類身心健康活動
4.6.2.1 小組繼續透過籌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向教師推廣身心保健的重要性，
並鼓勵他們培養個人興趣，以紓緩工作壓力。
4.6.2.2 小組於本年度共舉辦了 75 項身心健康活動和興趣班，活動內容亦趨
多元化，例如：「武當無極養生功」、「護脊知識要知道」、「藝術
治療初探與減壓工作坊」、「靜繞畫（Zentangle）與心靈療癒」、
「太極拳推手工作坊」、「自由快樂 Zumba Fitness 與全身伸展及提
昇姿勢工作坊」及「肩頸腰伸展治療瑜伽班」、「國畫班（花卉篇）」、
「太極拳推手 II 進階班」、「脊骨知識之痛症問題︰脊骨健康講座
（脊椎側彎、寒背）」、「自由快樂 Zumba Fitness」、「五行經絡
拉筋法」、「卡通公仔氣球教室」及「天然手工皂工作坊之玫瑰青黛
美白洗面皂」、「黏土教學之如何以黏土提升孩子創意思維及強化小
肌肉」、「常見足患及護理方法講座」、「中醫與茶療講座、「艾灸
保健治病講座」、「天然手工皂工作坊之金盞花乳木果潤膚皂」、「創
意人物肖像繪畫工作坊」、「樹脂黏土迷你賀年盆栽系列之花開富貴
水仙花工作坊」等，每次活動均有不少教師報名參加，反應理想。
4.6.2.3 除了身心保健活動及興趣班外，小組亦安排特色活動，例如：「才藝
表演慶回歸」匯演、「行山專家鍾建民與你安全輕鬆享受行山樂趣」、
參觀「彼思動畫 30 年」專題展覽「讓我們認識一位中國現代兒童教
育之父」的講座、「香港文化博物館專題展覽免費導賞團之參觀金庸
館」、「旅遊泰語知多 D」、「彼思動畫 30 年：家＋友‧加油！」、
分享品酒茶和喝咖啡心得的「品味系列」工作坊，以及已連續五年舉
辦的「武術教育系列」工作坊等，參加者對以上活動的評價亦很正面。
4.6.2.4 此外，小組亦將會安排不同類型的新活動，例如，於 2018 年 3 月 24
日上午舉行的「參觀打鼓嶺嶺英森林學校 -- 生物多樣性講座及生態
民俗歷奇」及 2018 年 6 月 8 日舉辦的「敦煌講座」。
4.6.2.5 各類對教師身心有益的活動得以順利推展，實有賴小組成員積極提議
活動及協助聯繫合適講者，亦感謝多個教育團體及機構的鼎力支持，
包括：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香港女教師協會、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香港教育行政學會及勵進教育中心等，
協助教師中心舉辦多項活動，讓教師中心的活動更趨多元化、更切合
教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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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完善活動安排
4.6.3.1 由於發現有活動參與者曾在活動舉行期間對女學員進行針對性拍
攝，小組成員議決教師中心舉辦之活動將列明不可攝影及錄影，以保
障參加學員及講者的個人私隱。
4.6.3.2 由於免費活動出席率一般為五成至七成，為免浪費資源，以往教師中
心一般都採用提高取錄人數甚或「超收」策略，但秘書處收到參加者
對這做法有一定意見。經仔細考慮後，暫時將免費活動取錄人數限於
既定名額，但認為取錄人數須因應活動性質、房間大小、以及與導師
溝通確認後而作彈性安排。若活動需要空間進行，「超收」人數亦以
不超過名額的百分之二十五為原則。
4.6.3.3 現時由教師中心主辦的活動，邀請導師均依政府採購守則內對挑選供
應商報價的規定進行。大部分小組成員認為由於目標是為教師提供優
質的活動，單靠價低者得的原則未必能邀得合適的導師，小組希望未
來邀請報價除須依政府程序外，亦應同時考慮保障活動質素，讓最合
適的主辦單位舉辦活動。小組亦請常務委員會考慮，若小組委員一致
同意有必要採用單一報價形式進行採購，是否即可以此形式進行。經
討論後，小組同意未來邀請報價除須依政府程序辦事外，亦議決如活
動不能找到其他導師，有必要採用單一招標的話，須達至 2 點要求，
包括：
a. 必須經由小組充分討論及同意；及
b. 涉及的導師費用須不能高過現行學會聘用類似導師所付出的費用
(即設封頂價)。
4.6.3.4 有組員建議考慮添置活動屏風鏡、乒乓球桌和瑜伽地蓆和結他等物
資，作為小組日後舉辦活動之用。經討論後，小組決定暫緩所有購買
物資事宜，待教師中心設施優化方案落實後再作考慮。
4.6.4 拓展活動舉辦的場地
4.6.4.1 因應有小組成員的要求，秘書處聯絡了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負責人，
確認該中心的場地可借予教師中心，舉辦合適的活動。
4.6.5 提升培訓資金使用率的方法
4.6.5.1 因應培訓資金使用率偏低的問題，小組成員對此進行探討，認為資源
使用偏低主因原於制度(報價)的問題，但亦認同有以下發展方向的需
要：
a. 活動必須多元化，並作多方嘗試，亦無須太顧忌與與專業發展小
組的活動重疊而收窄了發展空間；
b. 與更多外間團體合作；及
c. 辦促進教師對國家認識的活動。
4.6.6 工作的總評價及下屆的期望
4.6.6.1 小組召集人何景安先生認為本屆小組工作進行順利，認為合作團體非
常主動及具創意，有點子，貢獻很大。其他小組成員亦對小組的本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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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給予非常正面評價，並認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教師閃耀
才藝 Show」的活動十分成功及受到老師歡迎，希望類似活動能成為
活動小組的恆常年度活動。
4.6.6.2 有小組成員認為教師中心的地理位置優越，對活動執行非常有利，能
促進教師參與活動，希望日後能多加利用。亦有與會成員希望政府在
未來對小組的支持(特別在科技及物資的範疇上)，能有所提升，讓教
師中心對教師的服務能與時並進。
4.7 出版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由秘書處林妙玲女士代小組召集人報告。
4.7.1 本年度出版小組共有 11 位組員：余綺華女士（召集人）、莊聖謙先生、方建
欣女士、甘志強先生、關穎斌先生、林伯強先生、賴長山先生、李少鶴先生、
梅志文先生、曾偉漢先生及董雅詩女士。小組秘書：林妙玲女士。小組於本
年度共召開了兩次會議。
4.7.2 《教師中心傳真》
4.7.2.1 《傳真》每 6 個月出版一次，每年出版 2 期，印刷數量為每期 1,000
份。
《傳真》的電子版同時亦上載於教師中心網頁。第 93 至 94 期《傳
真》的主題、出版日期及主編如下：
主題
93. 生涯規劃
94. 點點情真

躍動校園心

出版日期

主編

2017 年 6 月

李少鶴先生

2017 年 12 月

曾偉漢先生

（為鼓勵及感謝投稿《傳真》的人士，自第 92 期起，凡投稿《傳真》
並被接納刊登者，均同時獲發感謝信及感謝狀。）
4.7.2.2 《傳真》第 95 期的主題為「學校管理及領導」
，由甘志強先生擔任主
編，並定於 2018 年 4 月 6 日（星期五）截稿，2018 年 6 月出版。
4.7.3 《香港教師中心 2016-2018 年度匯報》
《香港教師中心 2016-2018 年度匯報》將於 2018 年 12 月出版。
《匯報》將記
載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間香港教師中心諮詢管理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及各個工作小組的工作報告，亦列出所有教師中心與教育團體於
上述期間舉辦的活動。
4.7.4 《教師中心傳真》教師意見調查
出版小組由 2017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進行了一項網上問
卷調查，收集教師對《傳真》的意見，以及加強宣傳這份刊物。本意見調查
共收回 113 份問卷。有關意見調查結果亦已於小組第四次會議報告，小組會
就收集的意見作出適切的跟進。
4.7.5 《香港教師中心學報》
《香港教師中心學報》乃香港教師中心一年一度出版的學術性刊物，內容以
教育研究、教育行動研究及教學經驗分享為主。
4.7.5.1 第十六卷的主題為「高等教育國際化」，連同特邀稿文，共選刊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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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並已於 2017 年 12 月出版。本卷印刷數量為 1,500 本，已派
發予各諮管會委員、學校、教育團體及各大圖書館等，供教育同工參
考，而電子版亦已上載於教師中心網頁。
4.7.5.2 第十七卷的主題為「學會學習 2.0」，現收到 16 篇文章，已開始籌
備評審工作。
4.7.5.3 除了香港中文大學及台灣國家教育研究院外，本中心於本年度亦授權
予中國知網，將《學報》納入其「CNKI SCHOLAR」資料庫，可供公眾
搜索及直接瀏覽《學報》文章。
4.8 章程及會籍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由小組召集人梁兆棠先生報告。
4.8.1 本年度章程及會籍小組共有共 7 位組員：梁兆棠先生（召集人）、張家俊先
生、馮劍騰先生、李金鐘先生、李煒佳先生、麥謝巧玲博士及王惠成先生。
小組秘書：林妙玲女士。小組於本年度期間共召開了四次會議。
4.8.2 團體申請入會
4.8.2.1 小組繼續負責審批教育團體的入會申請，然後向常委會推薦。本年度
接獲 7 個 教育團體入會申請，連同早前「香港保護兒童會」的申請，
共 8 個都沒有得到批准加入香港教師中心。其中 1 個撤回申請，3 個
不被接納，3 個有待補充資料，以及 1 個將會重新遞交。
4.8.2.2 有關要求申請團體表明是否慈善團體或商業團體、成立的時間、申報
的會員資料、過往的教師專業活動紀錄等事宜，小組建議留待下屆章
程及會籍小組檢視及修訂入會申請表格。
4.8.3 取消團體會籍
本年度沒有團體遭取消會籍。
4.8.4 第二十三屆（2018-20 年度）諮管會選舉
第二十二屆（2016-18 年度）諮管會任期將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屆滿。至於
第二十三屆（2018-20 年度）的諮管會選舉，小組進行了以下的工作：
4.8.4.1 更新團體資料，確定可參選名單
根據章程規定，教師中心教育團體必須在教師中心換屆日半年前更
新資料，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秘書處分別於 2017 年 6 月及 8 月兩
度發信邀請教育團體更新資料，以便參加第二十三屆諮管會選舉。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共有 74 個教育團體更新資料並符合章程的
規定，可以參與選舉，有關的教育團體名單亦上載教師中心網頁，
供大眾參閱。至於其他教育團體雖然未能參與選舉，但仍可繼續享
用教師中心各項服務。
4.8.4.2

成立選舉委員會
教師中心按照章程附則第九條規定成立了選舉委員會，以監察諮管
會的選舉、核實及公布選舉結果。香港會計師公會答允委派唐業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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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出任選舉委員會成員，而另外兩位成員，則由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委任的兩位教育局代表擔任。
4.8.4.3

選舉工作的安排
4.8.4.3.1 秘書處亦邀得林小玲女士、羅慶琮博士及曹啟樂先生組
成選舉工作小組，支援秘書處進行選舉工作。
4.8.4.3.2 諮管會於 2017 年 10 月 25 日發信邀請各學校及可參與選
舉的教育團體分別提名其教師或成員參與第二十三屆諮管
會選舉，教師亦可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提名文件必須
親身或以郵寄方式遞交，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的文件均
不會接受，提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1 月 15 日。
4.8.4.3.3 在截止提名日期後，由於部分類別的候選人數目少於席
位空缺，諮管會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發信邀請各有關的學
校類別及團體類別參與補選提名，補選提名的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29 日。
4.8.4.3.4 在是屆選舉中，共有 10 個類別的候選人數目多於席位空
缺，須進行選舉投票，這些類別包括「資助小學」、「資助
中學」
、
「政府小學」
、
「幼稚園」
、
「私立學校」
、
「特殊學校」、
「直資學校」
、
「校長團體」
、
「學科團體」及 「其他教育團
體」
。諮管會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發信邀請上述類別的學校
及教育團體參與選舉投票，投票結果回條必須親身或以郵
寄方式遞交，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的文件均不會接受。
投票的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

4.8.4.4

公布選舉結果
第二十三屆（2018-20 年度）諮管會選舉投票的點票工作已於 2018
年 2 月 23 日在選舉工作小組及選舉委員會見證下順利進行。點票
後，「校長團體」類別有 3 席，候選人依得票總數排列後，有 2 位
獲相同票數平排第 3 位，
「學科團體」類別有 16 席，候選人依得票
總數排列後，有 2 位獲相同票數平排第 16 位。按章程附則第 2.4.3
條規定，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進行了抽籤程序。選舉結果於 2018
年 3 月 1 日交選舉委員會核實及於 2018 年 3 月 8 日公布。

4.8.4.5

完善選舉的機制
4.8.4.5.1 小組已按上屆選舉的經驗，優化本屆選舉程序，在回郵
信封背面印上注意事項，包括 學校：(1)有塗改/刪改地方
已由「監票人」加簽，(2)「投票結果回覆表」已由點票人
及監票人簽署；團體：(1) 有塗改/删改的地方已由「主席
/會長」加簽，(2) 「選舉回條」已由「主席/會長」簽署。
候選人簡介及選票式樣亦備有英文版，方便以英語為母語
的教師投票。
4.8.4.5.2 總結本屆選舉的經驗，小組會於下屆跟進：提供英文版
投票文件，包括英文版選票及有關選舉的程序和細則，以
配合外籍英語老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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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推廣小組 2017-18 年度工作報告
小組召集人許振隆先生報告。
4.9.1 本年度推廣小組共有 8 位組員：許振隆先生（召集人）、方建欣女士、梁鳳
兒女士、麥謝巧玲博士、梅志文先生、杜家熙先生、黃少玲女士及胡若思女
士。小組秘書：羅澤民先生。小組於本年度共召開了 4 次會議。
4.9.2 2017-18 年度推廣小組財政預算
項目

預算金額

1.

製作推廣用品

$70,000

2.

訂購雜誌、報章（約 30 項）

$24,000

3.

郵費

$16,000
總數

$110,000

上述預算獲常委員會通過。
4.9.3 製作及派發推廣紀念品
4.9.3.1 教師中心已於 2017 年 5 月 4 日第二次發信通知學校領取手指按摩
器，每間學校最多可獲贈 57 個，教師中心共向 1,160 所學校派發了
約 55,000 隻手指按摩器。
4.9.3.2 教師中心再於 2017 年 8 月份的「新教師研習課程」中派發手指按摩
器紀念品，作推廣之用。
4.9.3.3 有關本年度的推廣用品，經深入討論，小組建議製作以往受歡迎的推
廣用品多功能（照明及鐳射）原子筆連備用筆芯套裝，數量為 12,000
套，供教師平日使用。有關推廣用品的招標工作已於去年 12 月初完
成，貨物亦於農曆新年前送交教師中心。經討論後，由於有與會成員
擔心預定的派發日子與農曆新年假期相撞，為免個別學校錯失換領信
件，因此建議把有關工作推遲到農曆年假結束後才進行。秘書處已於
2018 年 2 月 27 日向全港學校發出邀請函件，有意為教師領取多功能
原子筆的學校須於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17 日間，派員領取紀念品。
4.9.4 提升教師中心使用率
小組成員深入討論了提升教師中心 (W106)及會議室（W107）的使用率方案，
並擬定了會議室的預約方法及經修訂的使用守則。秘書處已按小組議決將會
議室的預約方法及經修訂的使用守則，電郵給所有團體會員，邀請團體使用
會議室舉行會議及活動(例如攝影展、畫展)。從以下 W106 室 及 W107 室的使
用人次，可見教師中心的使用率有平穩改善的趨勢。
W106 室使用人次

W107 室使用人次

2017 年 4 月份

295

266

2017 年 5 月份

1005

198

2017 年 6 月份

292

645

2017 年 7 月份

414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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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6 室使用人次

W107 室使用人次

2017 年 8 月份

325

580

2017 年 9 月份

566

325

2017 年 10 月份

505

243

2017 年 11 月份

679

394

2017 年 12 月份

527

289

2018 年 1 月份

665

352

2018 年 2 月份

499

250

4.9.5 商討教師中心推廣策略
小組成員有以下共識，並希望能由下一屆小組成員就如何討論及落實具體的
內容及取向，繼續討論：
4.9.5.1 多向新教師做推廣工作，並向大專院校的教育系進行針對性的宣傳，
鼓勵準教師參與。
4.9.5.2 現時教師中心的課程未夠吸引、多元化和切合老師的需要。應多辦身
心靈課程，以照顧老師的身心健康，但須避免課程過於單一及甚至為
少數主題壟斷。建議可舉辦一些與工作相關的務實課程，如處理家長
策略工作坊等，並為個別學校提供到校包班服務，相信會受歡迎。
4.9.5.3 印刷宣傳單張及海報，並由外判公司負責設計的工作。
4.9.6 發放最新資訊
小組繼續積極使用網站和電郵向學校教師發放活動消息，以便教師可隨時獲
得教師中心最新資訊。
4.9.7 為本小組成立官方的 WhatsApp 群組
成員認為有關群組雖然有助小組成員之間的溝通，惟因小組成員本屆的任期
已完結，而因當中涉及個人私隱，他們亦不適宜為下屆小組成員作出決定，
因此建議留待下屆解決。
4.9.8 召開實體會議的必要性
有成員希望就小組會期與香港教師中心諮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會期是
否必須完全配合一事進行討論。經深入考慮，與會成員認為召開實體會議的
必要性應視乎(a)需要性；及(b)能否以電郵群組或 WhatsApp 群組的討論及議
決取代。惟因小組成員本屆的任期已完結，與會成員同意有關問題應交香港
教師中心諮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及下屆小組成員作深入討論。

張佩姍女士動議通過諮管會、常委會、秘書處及各工作小組年度報告，盧巧藍女士和議，
無人反對，各項報告獲大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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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過香港教師中心 2017-18 年度財政報告
秘書梁家材先生報告。
5.1 香港教師中心 2017-18 年度各項主要支出項目包括：出版刊物、訂購刊物、教師培
訓、郵費、推廣宣傳及其他支出，預算支出為 249,500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23 日，
總實際支出為 201,220 元。
5.2 陳仲山先生動議通過 2017-18 年度香港教師中心財政報告，盧巧藍女士和議，無人
反對，財政報告獲大會一致通過。

6

報告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的收支狀況
秘書梁家材先生報告。
香港教師中心活動津貼方面，2017-18 年度共有 5 項申請，4 項獲撥款進行，批核金額合
共 169,300 元，獲批活動津貼的項目如下：（1）香港 STEAM 教師培訓課程，獲批 15000
元；（2）全新普通話學習無障礙通道 - 全羅馬化拼音方案，獲批 800 元；（3）2018「課
程發展與教學實踐」教育會議，獲批 54,000 元；及（4）教育研究獎勵計劃 17/18，獲批
99,500 元。有關「回歸廿年香港教育大事紀」活動津貼申請，現尚待教育局審批撥款。

7

其他事項
7.1 香港教師中心設施優化方案
7.1.1 秘書梁家材先生報告。
7.1.1.1 審計署於 2015 年 4 月發表的第六十四號報告書，建議教育局採取有
效措施，改善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設施的使用情況。教育局就建議聘
請了顧問公司研究改善方案，香港教師中心的委員也被邀參與研究訪
問，教師中心（W106 室）被指訪客人數偏低，故亦納入有待改善項
目。
7.1.1.2 顧問公司向局方提交了一些改善建議，當中有一構思，是將教師中心
設施從現址 W106 室遷往西座平台（佔現時 WP01 室的部份位置），與
資源中心相鄰。根據建議，西座平台將會進行改善工程，把現時大樓
內的資源中心合併，打造為提供多項資源服務的服務站
（Conglomerate Facilities / Composite Resource Centre）。
7.1.1.3 完成改善工程後，我們預計會比現時有更充足的人力及資源，開發新
的服務，以配合教師中心的定位和發展。
7.1.1.4 另外，現時 W134 室亦會預留時段供教師中心進行活動，例如開辦課
程，讓教師中心會員有更多場地可以使用。
7.1.1.5 常委會曾於 2017 年 10 月 6 日第八次會議討論以上的優化方案，並認
同顧問公司改善教師中心設施的建議。
7.1.2 主席簡加言博士呼籲各委員多些使用 W107 和 W134 室。
7.2 是次是本屆諮管會最後一次會議，首席教育主任黃廖笑容女士向各委員致謝，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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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屆的諮管會會因應教師的需要，開拓更多多元化活動。
8

別無他事，會議於晚上 8:0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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