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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制度  增強教師能量 

精髓 
• 有效的管理方法 
• 符合經濟效益的管理方法 

策略 

• 推動校內教師一起共同協作 
- 參與共同制定政策的中層主管 
- 主導「學與教」質素的前線老師 

目標 

• 將行政工作的最終成果確實地 
在學生身上顯現 

• 帶動學校可持續發展 

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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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而符合經濟效益的管理方法 
建立以人為本的制度  
建構「專業對話」的平台 
 

帶動校內最寶貴的人力資源 
進行在職專業發展 
增強「專業能量」 

分享題目解說 
更新中層領導的思維  
• 重塑中層行政架構及議會文化 

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推行「質素保證觀課」計劃，促進教學交流 

簡報者
簡報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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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塑集體負責的中層行政架構及議會文化 

議會
文化 

重整 
行政架構 

建立溝通渠道  提升主管級教師的
協作及溝通 

共謀 
跨組協作的

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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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概覽：學校行政架構及近年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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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委員會（15/16新增行政組別，由學科主任組成） 
主席：學務主任 

        時任高級學位教師，於18/19學年被委任為助理校長， 
                  20/21學年晉升為副校長，主管「學與教及招考新生」事宜 
成員： 
         1. 校長 

2. 中國語文教育負責教師（高級學位教師、中文科主任） 

3. 英國語文教育負責教師（高級學位教師、英文科主任） 

4. 數學及科技教育負責教師（高級學位教師、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主任及數學科教師） 
5.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負責教師（高級學位教師、學務主任及 
                                                                                           中史科教師） 
6. 科學教育（高級學位教師、物理科主任及綜合科學科教師） 

7. 跨學習領域 
     時任高級學位教師、通識教育科主任，於18/19學年被委任為助理校長，  
      20/21學年晉升為副校長，主管「跨學習領域、價值教育及學校發展」事宜 



分享題目：透過建立「專業對話」的平台，更新中層領導的思維，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6 

主要工作包括： 
 進行「質素保證觀課」，按「學與教」的需要， 

制訂階段性的觀課焦點 
 編製及審視學生的評估數據，檢討學與教的成效 
 監察各科組推行的「拔尖」及、「補底」計劃及照顧學習差

異的策略； 
 每周舉行例會，適時商討及跟進學與教事宜， 

讓科組領導指導及帶領科組教師調整教學策略； 
 監察課業的質量（課業政策／功課收集流程／留校輔導安排） 

 
「學與教」

政策  

訂定、施行、檢討 監察課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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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委員會（15/16新增行政組別，由功能組別主席組成） 
主席：副校長（時任首席學位教師，學生支援及行政） 

召集人：學生事務主任（高級學位教師、前任輔導主任） 
成員： 
         1. 校長 

2.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統籌主任 
       時任高級學位教師，於18/19學年被委任為助理校長 
         20/21學年晉升為副校長，主管「跨學習領域、價值教育及學校發展事宜 

3. 訓導主任（高級學位教師） 

4. 輔導主任（於17/18學年晉升為高級學位教師） 

5. 生涯規劃輔導主任（高級學位教師） 

6. 其他學習經歷統籌主任（高級學位教師） 

7. 支援「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高級學位教師） 

8. 學生會負責教師（助理教席） 
 
 
 
 

主要工作包括： 
 每周舉行例會，商討學生事宜 
 處理突發事務，讓各功能組別能適時跟進事件及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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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架構重整：原因及目標 

「中層行政委員會會議」問題浮現 
會議人數太多 
討論範疇太廣及議程太多 
會期太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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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專職分成兩小隊後 
即時果效如下： 
與會者人數驟減，提升效能 
提升專職教師的「權」、「責」 
改為每周例會，增加開會次數 

     保留原有的「中層行政委員會會議」 
每年大約進行六次或以下 
提升會議功能： 
主要為審議由「學與教委員會」及「學生事務委員會」
制訂並涉及全校層面的議案， 

              釐定學校政策、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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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架構重整的成效 
1.3.1 學校管理上的成效 –  
          日常運作上的問題得以解決； 
           政策制定的流程更為暢順 
兩個委員會均能發揮其監察功能 

 委員會提供議案，與其他委員商討，收集意見； 
再制訂相關的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進行諮詢 

 在行政會議上，就政策作全面討論 

 全體教師會議上，專責教師解釋相關政策的目標、內容， 
以及執行細節，務求令全體教師做好期望管理 

    彰顯其中層領導的職能 

    工作上的擁有感相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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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的「三層架構」 
「學與教委員會」及「學生事務委員會」是按需要解決問題， 
又是議題在醞釀、做法被梳理以及方案被制定的重要平台； 

 「中層行政委員會會議」是諮詢及審議措施的重要關卡； 
 全體教師會議則是讓新政審慎出台的台階 

委員會 • 提出議案、制訂政策框架、進行諮詢 

行政會議 • 全面討論 - 諮詢及審議 

全體教師會議 • 做好期望管理 
• 執行及完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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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學校發展上的成效 –  
          新出台政策能切合師生及學校所需 
由「學與教委員會」委員制訂的新政策 

 以教師發展為目標：「質素保證觀課」計劃 將在下一範疇詳加解釋 
 以拔尖補底為目標： 「中五及中六級文憑試精進計劃」 
 以提升相關教師教學表現為目標： 「個別教師專業發展計劃」 
 以更有效利用課時為目標： 「新上課時間表的安排及實施」 
 以提供跨科協作及延伸學習機會為目標： 「學科周活動安排」 

  
由「學生事務委員會」制訂的新措施 

 為表揚學生卓越表現： 「全校獎勵計劃架構」 
 為支援個別教師處理危機： 「户外活動異常事項匯報制度」 
 為提醒學生注意出勤表現： 「學生事假申請及批核程序」 
 為即將離校畢業生表達師友情：「重啟中六級惜別早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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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中層管理上的成效 –  
          中層人員互相支援、協作解難， 
          強化及彰顯領導角色 

• 傾向各自為政 
• 主管只能 
「孤軍作戰」 

架構重整前 

•  提供交流的平台 
-多角度支援 
-多方面考量 

架構重整後 
• 不是唯一的 
決策者 

• 聆聽者、同行者、
支援者 

校長角色的變化 

簡報者
簡報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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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教師專業發展上的成效 –  
          中層教師在崗位上持續學習；學校又能選賢與能 

持續學習 
藉著交流及溝通的機會，互相學習、互相觀摩 
年資尚淺的中層人員 – 可借鑒他人的行政經驗 
資歷深厚的 – 因頻密的交流而獲得新的體會、 

                          新的衝擊 

教師啟導
（Mentoring） 

中層行政 
在其崗位上
作新的學習 

從新的角度
去理解 
新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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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賢與能，委以重任 
在委員會協作中  

中層行政人員的表現有更多機會
被觀察及作相對直接的比較 

其中表現較出色者， 
學校能委以更大的責任， 
讓其進一步展現其能力、 
實踐其抱負，協助學校持續發展 

選賢與能 
委以重任 

增設兩個 
助理校長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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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反思及心得 

透過架構重整及議會文化的建立 

建立了正式的、恆常的及嵌入式的渠道 
-共同解決專責部門的問題 

溝通更為緊密，不再只關顧專屬職務 
-更要對學校整體的運作有基本的認知 

中層領導的形象更鮮明 

責任感及士氣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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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考慮「單一政策」對學校整體的影响 
 訓練：系統性思維 (System Thinking) 
 邁向：集體負責 (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 
 

 每項政策均作三層諮詢才出台 
     增加運作上的透明度 
     提高穩定性（P-I-E-P的程序） 

 
   對校長來說，是： 
    更新中層的領導思維（Mindset） 
 分權管理 (Decentralised Management)  
 賦權 (Empowerment) 
 From Structure to Culture（由常規建立至文化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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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構前線教師專業對話平台  促進教學交流 

質素保證 
觀課 

改善教師
教學技巧 

系統式 –  
恆常、與日常教學
結合  

建立「專業交流」
平台 

激活 
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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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質素保證觀課」：目標及理念 
目標 
 建立聚焦及具發展性的觀課制度 

 
理念 
 改善學生學習，必先從教師的教學著手 

 須設計一個既配合教師需要，又具發展意味的觀課計劃 

    - 揉合課堂研究元素 

    - 可分階段及按部就班地調整、實踐， 
      並掌握新的課堂教學策略 

  教師在穩定的環境及較有安全感的情況下， 
 進行個人化的新教學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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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 每階段均以「學生自我主導學習目標」為依歸，
以設計「課堂觀察重點」 

共同擬訂 基於觀察及對學生學習之了解 

會上共同擬訂「課堂觀察重點」 

焦點式 按觀察重點設計課堂教學 

以焦點式試行新的教學策略 

試行及展現 相約進行觀課，作分享及口頭回饋 

未能展示最佳教學效能者，再安排協作跟進 

檢討及推展 P ∙ I ∙ E ∙ P 過程 

「質素保證觀課」設計著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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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質素保證觀課」- 有助提升計劃成效之因素 
2.3.1   有助提升計劃成效之因素（一）： 
            目標清晰 – 讓教師以小步子形式實踐 

「質素保證觀課」 

重點是教師發展 

 進行新嘗試之平台 

 以教師為本 

 照顧「新教師」之需要 

 

評鑑式觀課 

進行總結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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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有助提升計劃成效之因素（二）： 
          多方諮詢、尋求共識，並引發專業對話 

多方諮詢、尋求共識 

在焦點落實前 –  

科主任在科會上就觀察重點
及預期之果效作詳細解釋 

尋求共識 

了解科任教師對該階段 
  觀課所抱持之期望或疑慮 

產生專業對話 

- 在科組層面討論觀課焦點 

- 制訂階段性的觀課框架 

 

教師  

- 就學生學習情況作多方面考量 

- 關注「學與教」的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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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有助提升計劃成效之因素（三）： 
建立安全「環境」，供教師自行探索 

•觀課表格亦不會存放在教師個人檔案 

觀課不會被評分 

•授課教師邀約觀課教師 

協商擬定觀課日期及班別 

•非感覺高高在上的學科領導 

觀課教師隨觀課階段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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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反思及心得 

「學與教」 
學校最核心的工作 

改善教師的教學技巧 

恆常的、與日常教學結合、
系統式教師發展安排 

「專業交流」的常規建立 

推展新政時 
照顧受眾的「心靈」 

尊重差異、小步子、分階段 

循序漸進，非遙不可及 

解說、諮詢、試行、微調、 
共識 過程展現互相尊重 

提高新政在教師心中
的「安全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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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學生層面
以學生為本，
關顧其學習

所需 

教師層面 
致力於教學及
行政崗位上的
專業發展 

學校 
可持續
發展 

管理層面 
由建立 

「常規」至
重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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