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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校董會」素來關心香港教育，旨於協助及支援校董履
行職務。

• 2019年7月，由教統會成立的「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發表
了「檢討報告」(下簡稱「報告」) 。

• 報告提出改善校本管治質素、加強學校行政效能、釋放校長
和教師空間，以及促進主要持分者參與學校管治等27項具體
建議，已獲教育局全面接納。

• 部份建議如培訓時數於試行四個學年後作中期及整體檢討。
• 本會收集校董對部份建議內容的意見，目的在探究香港校本
管理發展情況，祈望香港教育更趨完善。

1. 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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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覆概要

項目 內容概述

發放形式 問卷以網上、電郵及紙本的形式發放。

回收方式 填畢後可親遞、郵寄、傳真、電郵、網上填覆。

主要對象 現任校董、曾任校董及對教育有興趣人士。
代表各界意見。

回應總數 合共收回問卷1,848份。



1. 您是否為註冊校董?

25.9%
曾任校董

52.0%
現任校董

22.1%
非校董



2. 請問貴校是下列哪類型的學校? (可選多於一項)

1. 官立中學或小學 3.2%
2. 津貼中學或小學 77.3%
3. 直資中學或小學 4.5%
4. 私立中學或小學(包括國際學校) 1.4%
5. 非牟利幼稚園 6.4%
6. 私立幼稚園 0.9%
7. 其他 11.8%

*只計算現任及曾任校董類別人士
*部份回應者兼任不同學校，故總數逾100％



3. 請問貴校的校董會是以哪一種形式運作?

1. 法團校董會 78.6%

2. 學校管理委員會(校董會) 14.5%

3. 合以上兩者 3.2%

4. 其他 10.0%

*只計算現任及曾任校董類別人士
*部份回應者兼任不同學校，故總數逾100％



4. 您所屬校董的界別? (可選多於一項)?

1.辦學團體校董 30.5%

2.校長校董 11.8%

3.教員校董 25.9%

4.校友校董 6.8%

5.家長校董 17.7%

6.獨立校董 4.1%

7.其他/非校董 10.0%
*只計算現任及曾任校董類別人士
*部份回應者兼任不同學校，故總數逾100％



5. 您參與校董工作多久?

1. 少於一年 11.8%
2. 一至兩年 24.5%
3. 三年 9.5%
4. 三年以上 43.3%
5. 其他 10.9%

*只計算現任及曾任校董類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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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悉政府最近發表了一份關於校本管理的檢討報告嗎?

1. 知悉 60.5%

2. 不知悉 39.5%

您有瀏覽過這份「報告」嗎?

1. 有 46.4%

2. 沒有 53.6%



加強宣傳及推廣

拓闊校董認知程度

落實執行建議項目

讓檢討報告中的各項建議得以落實執行，且具成效

推廣

認知

執行

校本管理檢討報告 校董

建議：加強宣傳推廣、拓闊校董認知及落實執行建議項目

讓校董及公眾人士知悉檢討報告的重點

讓校董認知檢討報告27項建議的具體項目及內容

各界對「校本管理檢討報告」的普遍認知



您認為新任校監首年內須
參加最少六小時培訓適切嗎?

1.適切 80.5%
2.太多 6.4%
3.太少 12.7%

4.其他 0.0%
5.無意見 0.4%

註：以上「適切」及「太少」
兩項回應，合共佔93.2%

您為新任校董首年內須
參加最少三小時培訓適切嗎?

1.適切 76.4%
2.太多 2.7%
3.太少 20.5%

4.其他 0.0%
5.無意見 0.4%

註：以上「適切」及「太少」
兩項回應，合共佔96.9%

各界對校監、校董 進修的意見



文字回應（重點撮要）：
• 要視乎屬哪類校董，不同類別可有不

同年期；
• 視乎個人履歷，因應實際環境；
• 視乎他是哪一類校董，辦學團體校董

可3年一任，可連任；
• 教師或家長校董可2年一任，連選可

連任；
• 家長或教師校董2年一任，也屬合適；

但辦學團體校董兩，三年更換，不利
學校發展。

1.一年 0.5%
2.二年 46.8%
3.三年 40.9%

4.其他 10.5%
5.無意見 1.3%

理想的校董委任年期



您認為現任或曾任的校監/校董，每年須參加
一項最少兩小時的培訓適切嗎?

1.適切 80.9%

2.太多 6.8%

3.太少 9.1%

4.其他 0.0%

5.無意見 3.2%

註：以上「適切」及「太少」兩項回應，合共佔90.0%



您同意設立獎勵計劃，嘉許
管治得當的個別校董嗎?

您同意設立獎勵計劃，嘉許
管治得當的法團校董會嗎?

1.同意 34.1%

2.頗同意 12.3%

3.中立 30.0%

4.略不同意 5.9%

5.不同意 17.3%

6.無意見 0.4%

註：以上「中立」至「同意」
三項回應，合共佔76.4%

1.同意 34.1%

2.頗同意 12.3%

3.中立 30.0%

4.略不同意 5.9%

5.不同意 17.3%

6.無意見 0.4%

註：以上「中立」至「同意」
三項回應，合共佔 81.8%

各界對嘉獎 校董及法團校董會的意見



資料分析：各界肯定校董進修的重要性

嘉許
法團校董會(81.8%)

個別校董/校監(76.4%)

新任校董/校監
接受培訓 3 或 6 小時

接受培訓 2 小時

現任校董及校監

校董96.9% ，校監93.2%

90%

關注點

嘉許校董

值得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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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過往在遇到校本管理難題時會怎樣做?

1.瀏覽教育局網頁 27.7%
2.與其他校董溝通 46.4%
3.與教育官員聯絡 1.8%

4.待學校自行處理 10.5%
5.其他 6.4%
6.無意見 7.2%

對校董的支援



校董對教育局校本管理網頁的意見

1.您有瀏覽校本管理網頁嗎? 有：57.3 %  

2.您認為網頁的內容適切嗎? 適切/頗適切：46.0 %

3.您認為網頁的資訊完備嗎? 完備/頗完備：37.7 %

4.您同意加強網上自學套件嗎? 同意/頗同意：80.0 %

建議：加強校董網頁內容及網上自學套件



您希望參加哪方面的校董培訓課程呢?（可選多於一項）

1.釐定施政策略 40.5%

2.課程政策規劃 35.9%

3.財務運用安排 53.2%

4.監察評估措施 57.7%

5.人事投訴處理 55.9%

6.教育法規闡釋 52.7%

7.校外政情應對 44.5%

建議：培訓內容須適切、豐富完備



校董參與教育局提供培訓的情況

1.您曾參與教育局的培訓嗎? 有：56.8 %  

2.您認為培訓的名額足夠嗎? 足夠/頗足夠：44.5 %

3.您認為培訓的內容適切嗎? 適切/頗適切：52.2 %

4.您認為培訓的模式多元化嗎? 多元/頗多元：31.4 %

資料分析：在培訓名額、內容、模式方面，尚有完善空間



校董參與辦學團體提供培訓的情況

1.您曾參與辦學團體的培訓嗎? 有：38.1 %  

2.您認為培訓的名額足夠嗎? 足夠/頗足夠：35.0 %

3.您認為培訓的內容適切嗎? 適切/頗適切：37.2 %

4.您認為培訓的模式多元化嗎? 多元/頗多元：27.7 %

與前相類資料分析:

- 宜有足夠名額
- 提供適切、豐富完備的資訊
- 模式更多元化

建議:



您願意參加其他辦學團體所
舉辦的校董公開課程嗎?

您認為需建立校董「學習圈」
以促進校董的交流嗎?

1.願意 39.1%

2.頗願意 20.0%

3.中立 26.4%

4.略不願意 3.6%

5.不願意 3.6%

6.無意見 7.3%

註：以上「中立」至「願意」
三項回應，合共佔85.5%

1.需要 35.0%

2.頗需要 16.4%

3.中立 30.9%

4.略不需要 6.4%

5.不需要 4.5%

6.無意見 6.8%

註：以上「中立」至「需要」
三項回應，合共佔 82.3%

- 可安排校董參與其他辦學團體的培訓
- 有需要建立「學習圈」分享管治經驗

建議:



溝通/培訓/支援，可加強校董發揮職能 1.教局網頁支援

接近六成校董，曾瀏覽教育局的
校本管理網頁(57.3%)。校董遇事
時也會瀏覽教育局網頁(27.7%)。

建議：宜提供適切、豐富完備的
資訊，切合不同學校校董的需要。

2.網上自學套件

教育局倘能為校董提供網上自學套件
(80.0%)，當更切合校董需要。

建議：建議可再邀請不同範疇的
專家，製作網上校本管理課程，
讓校董可以隨時於網上學習，具
彈性及可溫故知新。

3.加強溝通、設學習圈

校董遇事時，希望可與其他校董
溝通(46.4%)

校董大致滿意教育局及辦學團體
舉辦的培訓項目，也願意參與其
他辦學團體所舉辦的培訓(85.5%)

建議：宜提供足夠培訓名額；適
切、豐富完備的資訊；更多元化
模式，以切合不同校董的需要。
建議可鼓勵校董參與各辦學團體、
大專院校及各教育機構為校董提
供的培訓項目。

建議：設立「學習圈」提供交流
平台(82.3%)，對校董有支援力量

4.提供培訓支援



支 援 配 套

數據顯示：進修要與時並進，也要有支援配套



進修要與時並進 也要有支援配套

優化校董資料庫(84.6%) 強化校訪措施(73.5%)

復辦區本小組討論會(85.9%)收集投訴資料(74.1%)一校一行政主任(86.4%)

審視投訴機制和程序(92.8%)

精簡章程/條款/程序 (86.8%)發放額外津貼(89.9%)

1. 
提供人力及財務支援

2
處理投訴及精簡程序

3
促進互動交流

資料分析：校董肯定報告中所提供的其他支援措施



探究總結/建議

把權力下放予學校，信任校董、校長及教師，由學校
適時按校情處理。

在校本管理下，校董可秉持學校的辦學宗旨及理念，
充份發揮管治學校的功能，故校董須適時接受培訓，
確保學校在推行校政、處辦校務時，均能符合教育局、
辦學團體及學校的要求。

為了加強校本管理，內容宜包含辦學理念、學校歷史、
管理文化、人事管理、校訓校規、學與教、家校合作、
對外協作等。這能加強各持分者對其職份的了解，產
生互相配合的學習社群，締造和諧的校園氛圍，加強
各持分者對學校的歸屬感。

政府宜鼓勵或嘉獎熱心為學校服務的校董，提升校董
對學校管理的熱誠；此外，宜持續支援校董，提供校
董會運作良好的實例，以供參考，協助學校訂立發展
方向。提供運用校董會津貼的良好例子，以供參考。

第一
支持校本管理的理念

第二
設校本校董/學校手冊

第三
接受與時並進的培訓

第四
鼓勵嘉獎

持續支援校董的工作



探究總結/建議 (續)

教育局可設立諮詢熱線電話，協助校董釐清校本管理
下所遇到的難題。此外，在校董會舉行會議期間，教
育局可安排人員到場旁聽，了解學校實際運作情況。

檢視未有設立教師校董諮議會的學校，校內溝通是否
暢順，並提供適切的支援。

現時校董每年來校參與三次校董會會議，平素較少與
教師和學生接觸，倘能建立機制加強校董與各持分者
作真誠溝通，了解學校及師生的需要，制定決策時當
更切合校情。

校董可到其他國家交流，取别國之長，進而補本地的
短。

第五
加強政府與學校溝通

第六
加强校董和學校的

溝通機制

第七
加強校內溝通機制

第八
帶領學校持續發展



謝謝

香港校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