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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主席前言
我滿懷喜悅，為大家展示香港教育大學（教大）的《策略發展計劃2016-
2025》。本校成功正名為大學、開展新一頁之際，這份文件將引領我們邁進
未來十年。

目前正是我們策劃未來的最佳時機，好讓我們總結教大的傳統優勢、審視
日益重要的與教育相關學科，並回顧曾合力樹立的里程碑。在策劃過程中，
我們面對的關鍵問題是：鑑於全球和本地環境瞬息萬變，對教育未來的推
行，以至教師與教育人員的角色，都有深遠影響，教大可以如何率先回應？

本校是香港最新的資助大學，一直秉持教師教育的使命。這份首次發表的《策
略發展計劃》，明確列出在「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理念下，本校的願景、使
命、核心價值與策略，藉以塑造並引領教大的未來發展。

教育創造知識、促進理解，並具有改變生命和社會的能力。在謹守教育使命
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提升本校在香港、區內及國際的地位和影響力。我們矢志培育優秀和關懷社群的教育及專業人
士，輔助他們改變未來，從而推動社會持續進步。

我謹在此向所有校董會成員及教職員致敬，感謝他們在這份《策略發展計劃》構思期間所貢獻的創新意念與灼見真
知。我們上下一心，引領教大邁步向前，而我亦深信這所年輕、剛毅和活力充沛的大學，將會再創高峰，為香港、亞太
區，以及國際教育界，帶來深遠影響。

彭耀佳博士，GBS，JP
校董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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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任何大學的策略發展計劃都至關重要，因為它帶領大學實現願景和使命，
達成各項目標。對香港教育大學（教大）這所以教師教育及相關學科發展
為獨特使命的新大學而言，這份策略發展計劃更顯得別饒意義。

因此，我很高興向各位介紹本校的《策略發展計劃2016-2025》。這是整
個教大社群經過深思熟慮的集體智慧結晶，反映我們對持續提升學習、教
學、研究與知識轉移的堅定承諾，以及本校對香港、區內及全球社會進步
及人類發展的期許。

在構思這份策略發展計劃期間，我們曾深入思考應如何利用本校在教育
界的領導地位、優良的傳承、強大的校友網絡，以及在教育及相關學科的
重要影響力，以達成我們嚮往的目標，並推動變革。經詳盡探討，我們達成
共識，秉承久經考驗的「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理念。

我們深諳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堅信教大必須回應變化不定的外在環境，帶領教育界，推動教育發展。我們認為，培
育優秀教師、推動學與教的創新、加強教育領導、促進學生全人發展，以及推動具影響力的研究，均是我們的重要使
命。

《策略發展計劃2016-2025》列出的重點涵蓋三大策略範疇：學術發展、研究與知識轉移，以及管理與基建。我們的
首要任務是創新學士學位課程、推行新教學法及評估模式、利用新科技進行互動及無疆界學習、推出有獨特市場定
位的研究生課程，以及提升跨學科及多元學科研究專才的協同效應和學術發展，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我謹向所有校內及外界持分者敬致衷心謝意。在撰寫這份策略發展計劃期間，他們毫不吝嗇地提出明智而有益的意
見，協助我們勾劃未來十年的發展藍圖。這份策略發展計劃並非一成不變的文件，推行期間將有多次檢討，以適應
新趨勢、把握新機遇。我期盼在未來的日子裡，與所有持分者攜手合作，以實現《策略發展計劃2016-2025》中的倡
議，令教大再創高峰。

張仁良教授，BBS，JP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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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我們專注教育領域的研究、發展及創新，並進一步加強本校在亞太地區及以外的先導地位，藉著高質素的研究及學
術發展，持續提升在本地、區內與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我們矢志培育出色、關懷社群的教育及專業人士，為香港
以至海外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使命
秉承「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的理念，我們以帶領教育創新為首要使命，藉著培育優秀而具道德承擔的教育及專業人
士，鼓勵其終身學習，推動及支持教學、教師教育及教育相關學科的策略發展。

我們將會：

•	 提供教育以外的跨學科學習及研究環境，促進知識追求、言論及思想自由、政策倡議及實踐，以及推動協作及
多元化發展；

•	 透過創新課程優化專業教師、教師教育，以及與教育相關學科，豐富學生經歷，讓他們實現個人潛能及其教育
和事業上的抱負；

•	 培養學生成為教育及專業人士，並且能夠理論與實踐並重、具有創意及創新思維、敏於思考、具企業精神、關懷
社會，以及放眼世界；

•	 建立活躍的研究文化和環境，促進知識增長、提升學術成就及創新，為社會進步及改進人類生活帶來可持續的
影響；及

•	 參與知識轉移活動，以促進本校及廣大社群的發展，為本地、亞太區以至全球教育及社會發展的所需服務。

核心價值
•	 專業

•	 創新

•	 道德責任

•	 社會關懷

•	 全球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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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82

1881 
首間官立師範學校成立

發展里程

2013
教院頒授哲學博士學位予首批畢業生

1994
各前師範院校合併，香港教育學院正式成立

1996
教院獲納入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資助院校

1998
開辦首個學士學位課程

2004
教師教育課程獲政府授予自我評審資格

2009
政府接納教資會檢討工作報告小組建議的獨
立發展方案，讓教院穩步邁向以教育為本，兼
具研究實力，並提供多元學科學習環境的院校

2014
教院向教育局提交正名為大學的申請

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葛量洪師範專科學校、
柏立基師範專科學校、香港工商師範學院及語
文教育學院相繼成立

2016 

2015
教資會向教育局提交檢討報告，建議向教院授
以大學之名

規劃背景
我們的傳承與成就

香港教育大學1（教大）為一所政府資助大學，提供副學位、學士學位、修讀
式學士後及研究生等全方位課程。本校傳承多所前師範院校在教師教育方
面的深厚基礎，致力為本港學校培訓優秀教師。每年，約有一千名專業的學
前、小學及中學教師於本校畢業，而本港逾八成已完成培訓的幼稚園及小學
教師，以及三成已受訓的中學教師均為本校畢業生。我們更是發展特殊教育
的先鋒。自2003/2004年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設立以來，七成半獲獎者亦
為本校畢業生。

擁有逾450名香港教育及與教育相關學科的專家，本校的學術人員組成堅
實的團隊，參與並支持教學、研究與知識轉移活動。在 2017 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學學科的最新排名中，本校於教育領域位列全球
十三、亞洲第二。

「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理念

建基於教大獲授予教育課程的自我評審資格，「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的理
念旨在讓學生汲取多元學科知識，從而提升教師教育質素。本校推出多個與
教育相關的學科課程，由此令這兩類課程創造協同效益。在共同的核心課程
框架下，學生必須選修至少一個所屬學院以外的科目，並可選擇修讀第二主
修或副修所屬課程以外的其他學科。校方提供的廣泛課程組合，同時營造
出多元學科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作跨學科的學術及專業交流，從而擴闊視
野，豐富學習體驗。

「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的理念於多個由教資會資助的課程中實現，包括社
會科學、人文學及創意藝術與文化課程（即【創意藝術與文化文學士】、【語
文研究文學士】、【全球及環境研究社會科學學士】及【心理學社會科學學
士】）。我們充分利用這些課程優勢，為教育科系學生提供多元學科的學習
環境，讓他們可以從這些課程中自由選讀第二主修、副修或選修科目。

2016年5月27日，教院經刊憲後依例正名為
香港教育大學

1香港教育大學於2016年5月27日刊憲前，是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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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研究生課程亦為本校增添學術優勢。例如各學院均有專家進行跨學科協作，為不同組別學生提供獨特的進修
途徑。部分學科組合注重教育成份，其餘則建基於與教育相關的學科優勢。作為本港及區內提供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院校，本校現開辦哲學碩／博士課程、教育碩／博士課程及與教育相關學科的碩士課程。

本校持續推行「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的理念，將可確保：

(a) 以教師教育為核心使命；
(b) 發展多元學科的學習環境，以支援學生學習；及
(c) 維持研究環境，以推動本港、區內，以至全球教與學的創新。

全球及本地的變化

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正面對發展中的經濟體及全球化帶來的雙重挑戰。隨著各地從封閉的人才經
濟轉趨開放，創新及科技競爭日益激烈，學習者的需要正不斷調整。這種種變化對加強全球觸覺及可持續議題的了
解，需求日漸殷切。

迅速冒起的本地文化及創意產業，帶來更加多元化及可持續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政府正銳意把香港打造為金融及
科技樞紐。人口老化使醫療及社會服務需求增加，是以勞動人口的質與量均要提升。一股前所未有的推動力，正驅使
高等院校承擔促進創新及創意的關鍵角色。

上述變化對本港未來十年的高等教育形成巨大挑戰。本校該如何應對，尤其如何在學術發展、研究與知識轉移三方
面作回應，自是策劃未來發展的重點。當然，挑戰同時帶來機遇。校方因應目前面對轉變的壓力所作的恰當回應，將
有助本校成功發展。

本校於教育界的重要角色

二十一世紀，全球環境及社會需求急速轉變，對教育帶來深遠影響。當資訊可經由互聯網快速流通，教師不僅要傳
授知識，更要擔當促進學習的角色，協助學生獲取、挑選，並分析資訊。因此，教師的功能已超越教室。他們不但要
身教言傳，更要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指導其生涯規劃、參與學校支援小組及與社會互動。

本校作為香港最大的教師教育機構，在帶領教育及相關政策討論方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我們銳意培育優秀教
師、推動學與教的創新、加強教育領袖訓練、促進學生全人發展，並推動足以影響教育、社會及人類發展的卓越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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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致力培育優秀教師的核心能力，包括正面的人格、積極的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精神、人際溝通能力，以及專
業知識與技能。本校的課程不但涵蓋上述元素，更宣揚專業操守、正向教育及中國文化等備受忽略的傳統價值。自
2016/17學年起，所有全日制學士課程學生均可從「正向教育與價值教育」的課程中，選修一個三學分的科目。這些科
目旨在協助學生認識並鞏固正向價值觀，而這些價值觀，同時與教大的整體課程及共通成果相融匯，並與教育更廣
義的社會目標銜接。

第二，我們推動學與教的創新，協助學生培養隨機應變的能力，勇於迎接新的學習體驗，並為他們裝備教育專業所需
要的可轉移技能。數碼科技的廣泛應用，意味學生不但要具備使用數碼工具的能力，而且必須學習相關科技的基本
原理，與及掌握充分發揮其學習、專業發展及教學潛能的途徑。因此，「編程教育」，即促進運算思維發展，對加深學
生這方面的認識尤其重要，甚或有助他們構思及製作自己的教育應用程式。為加深社區人士對數碼科技的認識，我
們還為學生提供學習環境，以便他們汲取編程知識及發展應用程式所需的運算思維技巧。

學科之間的分野往往扼殺創意。我們致力打破這些屏障，鼓勵不同角度的互相欣賞和彼此尊重。我們亦注重基本的
創業教育，讓學生提高風險意識，並認識冒險的意義，例如引導他們認識創業存在的風險，讓年輕人明白每個決定均
有機會成本。整體而言，透過與不同企業和中學合作，我們積極傳揚創業概念和相關技巧。

第三，我們將在學校，尤其針對中、高管理層，加強教育領袖訓練。由於資深教師大多會擔任行政職務，他們不僅是
教室裡的領袖，在校內亦然。我們將為教師提供領袖訓練課程，滿足他們在不同事業發展階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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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促進學生全人發展是本校的重要使命，我們要培育學生成為優秀的專業人士和熱心社會事務的公民，並能作
好自主終身學習的準備。為補足正規課程，非正規的學習體驗是全人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們為學生提供各種非
正規學習體驗活動及其他本地和非本地的學習機會，重點涵蓋：領導才能發展、學生賦權、國家及全球觸覺，以及校
園生活、體驗式學習、全球及文化增潤活動。

第五，本校的研究及發展理念是推動足以影響教育、社會及人類發展的卓越研究。以此為目標的研究直接影響教學
和知識轉移。以研究帶動教學，正是本校以教師教育為核心使命的根基；而知識轉移，則可加強我們與社會及相關界
別的連繫。

校級及院系級研究中心均可印證研究對實踐「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理念的重要性。這些中心不但專注於重點項目的
研究，還提供比較角度及國際分析觀點，讓學生探討一些重要議題，其中包括：教育與發展、家庭與社區、全球化的
挑戰，以及一系列重大社會、教育、文化及政治議題的政策回應等。

本校素來採用實證為本的方式評核良好的學與教表現。我們要求學術人員匯報，如何將其研究成果應用於自己的學
與教活動。研究充實教學，包括課程發展與教學內容。我們更積極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提升教學、教師教育、學校管
理、學生學習及政策的倡議，而教學與研究的緊密連繫亦有助研究生發展，尤其在教學法範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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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發展計劃框架 2016 – 2025

重要策略範疇
本校未來十年的工作重點涵蓋三大範疇：學術發展、研究與知識轉移，以及管理與基建。在「教育為本，超越教育」
理念的推動下，這些主題各有特定目標，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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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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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課程創新「培育未來教育家及社會領袖」

本校作為本港唯一一所以教師教育為重點的大學，以培育具專業素養的教師為目標，造福新世代，從而創造良性循
環，令社會持續發展，不斷向前。我們拓展了與教育相關的創意藝術與文化、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等課程；這些課程的
畢業生日後將憑藉其知識和技能，在事業上大展所長。

這些美滿成果固然需要創新課程的配合，而相關的課程亦要根據社會的需求而不斷更新。同時，我們的課程必須及
早裝備學生，以滿足他們日後在事業和生活方面的不同學術專業需要，並建立優秀的個人質素和價值觀念。為持續
完善課程，我們有常設的評鑑調查及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意見回饋機制，監察學生的學習體驗。我們還會不時檢討
課程及相關政策，確保教學內容緊貼教育界與普遍社會的需求和期望。

要言之，我們將：

•	 支援學生獲取共通學習成果，以達至未來社會與事業發展所需的專業及語言水平；

•	 加強英文、中文及普通話的兩文三語支援，並提供外語學習班，教授法、日、韓文等，推動多元文化教育；

•	 確保學生體驗有意義的正規及非正規的學習歷程，達成全人發展的目標；

•	 進一步發展學生跨學科學習體驗，協助他們應對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社群及教育等重要議題；

•	 促進課程國際化，確保與一體化的世界接軌；

•	 優化課程以滿足瞬息萬變的全球或本地發展與社會需求；

•	 推動學士學位課程中的研究訓練；及

•	 獲取與教育相關學科的全面自我評審資格，並發展切合國際標準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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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課程創新－「肯定」夥伴計劃

有效的就業輔導包括兩個重要部
分：提供準確、真實的職業資訊，
以及將這些資訊結合個人特質深
入分析。可惜針對大學生及中學生
的本地職業資訊卻乏善足陳。為此，
「肯定」夥伴計劃旨在為教大學生
及中學生發展多媒體的職業資訊及
相關網上學習資料。通過一系列校
內職業教育講座，來自多個界別的
傑出領袖，與本校學生、中學生及
就業輔導教師分享工作及事業上的
寶貴經驗，並提供相關行業的入門
資訊和實際建議。這些活動均有錄
影，可供學生及公眾查看。此外，三

屆約500名教大學生將分批訪問不同界別的在職人士，並在相關界別開展研究，以製作職業資訊檔案。他們的成果
將隨之轉化為中學生的學習素材。此外，計劃將深入研究，為教大的教師教育課程訂立事業與生涯規劃教育的課程
框架，同時在中學實施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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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直以培育明日教育家及社會領袖為宗旨。要確保教育質素，有賴我們多項清晰而嚴謹的質素保證及提升機
制。

因此，我們將：

•	 探討並發展嶄新教學法，採用創新的評估方式，並利用研究充實教學；
•	 優化現有計劃，提升學與教質素；
•	 鼓勵學生投入學習，積極帶動學與教的過程；及
•	 加強招收優秀學生。

2. 提升教育質素

畢業生傑出成就－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由教育局主
辦，旨在嘉許有突出教學表現、在
教學專業中追求卓越的教師。自
2003／2004年獎項成立以來，本
校畢業生佔得獎者總數約七成半。

照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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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科技及新數碼媒體的發展，方便人們隨時隨地學習。未來十年，我們將突破藩籬，利用數碼科技推動積極、具建
設性及聯合互動學習。

因此，我們將：

•	 推動創新、無疆界、及聯合互動的電子學習方式；
•	 於課堂教學採用創新電子科技；及
•	 利用有效的混合模式及海外學習，為學生提供愉快、成功而滿意的學習體驗。

3. 推動教學無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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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流動學習－小學創意電腦編程計劃

計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
助，由香港教育大學聯同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於2016年
至2020年間攜手推行。

解難及數碼素養，已普遍被認定為二
十一世紀最寶貴的兩項技能。程式編
碼，即利用編寫程式語言指示電腦，
是發展數碼素養、解難技巧、邏輯思
維及運算思維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計劃旨在為高小學生設計可增強運
算思維及編程能力的課程，期望日後
能成為學校課程的一部分。計劃將

在未來兩三年間招募32所本地小學，讓逾16,500名學生接受編程教育。相信一眾小學生及本校的實習教師均會由
計劃受惠。

為推動計劃，校方於教學科技中心設立編程教育部，讓學生在特定的學習環境中發展應用程式，從而掌握程式編碼
及運算思維技巧，進而於社區推廣相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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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帶領教師教育

教大矢志帶領本港教師教育，對畢業生的教學水平極為重視。為此，我們參考有關當局設定的教師等級標準，諸如本
港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及英國等海外地區的標準，確保本校的教師教育課程符合、甚至超越本地及國際社群
的期望。通過加強聯課與服務學習的內容，我們會把現有課程拓展到傳統教室以外，令學生開闊眼界，並深化體驗
為本的服務學習。日後，本校畢業生於學科知識及教學法兩方面均會有出色表現。

我們會繼續支持持續專業發展的目標，為現職教師及教育從業員提供一系列在職課程。同時，我們也會為其他專業
界別的導師開設專業訓練課程，例如：教育學士（專業及職業教育）課程。憑藉傑出的研究與知識轉移，本校將繼續
發揮對本港教育發展及改革的領導作用，加強並保持與學校、辦學團體及非政府組織的緊密夥伴關係。總括而言，我
們將再接再厲，緊守公認的樞紐崗位，推動社會關注教育議題。

要言之，我們將：

•	 通過持續檢視與微調，提升並豐富教師教育課程；

•	 積極回應政府或學界需求，例如：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的最新發展等；

•	 融入正向教育及服務學習元素，以提供多元課程；

•	 培育教師教育課程畢業生成為教育界的優秀思想家和專業從業員；

•	 通過教師教育課程提升教學能力，推動香港教育發展；

•	 吸引本地及國際社群參與重要教育議題的討論，從而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實踐，以改善教育及人力發展；

•	 拓展與教育相關學科（人文學、社會科學，以及創意藝術與文化）的修讀式學士後課程；及

•	 增強本科課程的學術訓練，令學生發現教師教育及與之相關學科的協同效應，並從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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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本港中學教育－《論語》與現代社會

《論語》收集了孔子與學生的對話，
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先賢思想言行
的最佳紀錄。《論語》也是了解中國
傳統文化的經典，通過探討倫理、美
德之本、謙恭、理智、忠誠、孝道、友
誼及其他課題，訂立一種生活態度。
雖然書成逾二千年，《論語》中的智
慧卻經得起時空考驗。

本項目由香港教育大學與國際經典
文化協會攜手策劃，並獲優質教育
基金資助。目標是推動從現代角度
研讀《論語》，提升初中學生的中文
程度。我們製作了一套12章的教材，

針對學生興趣，將書中歷久常新的道理融入現代處境。教材還因應學生的語言能力編纂，以便他們了解《論語》的內
容及其與現代生活的關係。其中探討的主題包括：「孔子喜歡賺錢嗎？」、「孔子迷信嗎？」、「談交友」及「音樂家孔
子」等。共有十七所中學獲甄選試用該套教材及參與相關活動；而《論語與現代社會》一書亦將於2017年4月出版。
相信教材可以造福學界和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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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在教育、研究及顧問服務方面，帶領終身學習及持續專業發展。為此，我們回應社會需求及社群需要，提供
適切的研究生課程。本校至尊的碩士及博士課程正體現我們的使命，並確定我們在市場中的獨特角色。在未來的日
子，我們將與區內及海外著名大學合辦更多研究生課程。

因此，我們將：

•	 鞏固並優化修讀式學士後課程；及
•	 增加教師教育及與教育相關學科的優質研究生課程。

5. 拓展研究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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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鞏固現有網絡之餘，本校一直積極拓展本地及海外的夥伴協作和連繫。締結這些網絡帶來的效益包括：為學生提
供一系列非本地的體驗學習機會，例如語言沉浸課程；增加非本地學生人數，令學生組合多元化；發展懂得珍惜、
欣賞及理解跨文化共融及多元文化的校園社群；鼓勵學生融合；與本地及海外大學合辦學位課程，有效利用各校優
勢，創造研究與知識轉移機會等。這些合作項目還有助於校園內營造多元文化的學習及研究環境，達成「在地國際
化」的目標。日後，在維繫及加強本地及國際網絡方面，我們將不遺餘力。

因此，我們將：

•	 建立具多元文化及語言的學習環境，以支持學生發展國際視野；

•	 提供支配學習的課程框架，以應對日益國際化及跨文化溝通的需要；

•	 加強與區內及國際夥伴的連繫，在研究及教學法領域擔任領導角色；及

•	 推動國際化，鼓勵學生與本地、區內及海外等多元文化社群共融。 

6. 強化本地及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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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知識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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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秉承「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理念，實現成為教育、人文學及
社會科學研究發展領先中心的目標

教大開展的研究，旨在發展可應用於教與學的知識，以改善專業實踐及促進新知識和技能往社會轉移，使社群進步。
本校注重將研究結果及發現轉化為推動教育及社會發展的正面變革，改善人類福祉。近年，校方積極提升跨學科及
多元學科的研究能力，令本校成為本地八所資助院校中，於教育、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方面，最具競爭力的院校之
一。我們在研究資助局（研資局）轄下的優配研究金及傑出青年學者計劃中，獲批的撥款穩步上揚，而在人文學科及
社會科學這些競爭力極大的組別中，更有出色表現。

因此，我們將繼續：

•	 提升研究的數量及質量，建立主題式的研究及研究群組；

•	 促進多元學科的研究氛圍；

•	 推動區域及國際研究合作，建立策略性研究夥伴及長期合作關係；

•	 指導新晉學術人員，輔助他們申請研究資助及撰寫研究報告；

•	 提升申請研究撥款的競爭力；及

•	 推展顧問指導計劃，制定學術指導的實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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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優配研究金項目 2016/17

課程政策實施：學校領導和教師於新
高中課程改革中的關注和意義建構：是
項研究審視校內個人和小組間的互動
過程，為現時國際教育政策研究增添
新的理解角度，填補對學校系統有效
運作機制理解的不足。

滿洲的國 際 教 育：哈爾濱的 波 蘭學
校，1890s-1940s：是項研究分析哈爾
濱的波蘭族群，以1890年代族群成立
至1940年代終結為研究期，集中研究
當地的波蘭學校及教育措施。

白天小睡與夜間睡眠對大學生情緒處
理的影響：是項研究探討日間小睡片
刻，對有正常睡眠及長期睡眠不足的大

學生三種情緒處理功能的影響，包括：情緒記憶、情緒反應及情感抑制能力。

聚乙烯快速降解及回收其降解化學物：是項研究旨在發展可將合成聚合物轉化為有用化學資源的新技術，如將
之轉化為精細化學品及／或可作燃料使用的有機化合物，從而解決能源問題及塑膠固體廢物所造成的環境壓
力。

譯者的專業地位：東亞地區譯者及翻譯委托人之觀點：是項研究探討非文學翻譯從業員及翻譯委托人如何看待
翻譯人員的專業精神。知識和專門技能以外，研究內容亦包括可靠程度及利他主義等美德。

香港教育大學  策略發展計劃 2016-2025

22



2. 以需求為本的學問、知識轉移及社會服務，奉獻本地及國際
社群

知識轉移是指藉著傳揚由本校擁有並建基於研究的知識，貢獻社會及不同專業。內容包括：

(a) 專業實踐的應用理論及／或實證研究；
(b) 與政策相關多種議題的研究及／或以研究為本的公眾參與活動；
(c) 創造知識及創新，造福社會大眾；及
(d) 舉辦活動，向公眾宣揚本校研究與他們的關連。

本校追求具效益的研究及學術創新，以拓展教育界的知識領域、造福社會，而知識轉移活動正是其中關鍵。只有當研
究的知識成果得以與社會分享，研究和學術創新才會有重大效益。因此，本校將繼續積極鼓勵學術人員參與更多知
識轉移活動，例如：委任或合約項目、顧問服務、專業發展課程、本地或國際專業會議、專業研討會及工作坊，以及參
加社會、社區及文化活動。為確保本校具影響力的優質研究及學術創新造福社會及學界，我們將：

•	 推動知識轉移並提升質素，把現時研究與發展事務處轄下的知識轉移小組升格為知識轉移辦公室；

•	 通過研究與發展事務處及圖書館，持續提升公眾對本校研究人員及研究成果的認識；

•	 強化本校的社會脈絡，拓展嶄新和現有的區域、國內及國際夥伴關係；

•	 確定策略性範疇，以分配知識轉移資金，支持及保護本校擁有的知識產權；

•	 將知識轉移活動進一步多元化，推廣至專利、牌照及本校擁有的知識產權等範疇；

•	 推動具社會、教育及經濟影響的研究，記錄知識轉移活動及其研究的影響力，並以英國卓越研究評審框架為量
度成效的基準；及

•	 吸引學生參與知識轉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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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轉移獎勵計劃2015/16－得獎計劃
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三語教育模式

本研究計劃全面描述中國的三語現
象及三語教育情況。教育政策的改
變驅使小學引入英文的教與學。這
些改革為少數民族地區帶來特殊挑
戰，因為普通話經常要與當地的少
數民族語言競爭，而教授英語的學
校往往受訓教師不足，資源短缺。計
劃於多個重點地區如：新疆、雲南、
內蒙、四川、甘肅、貴州、廣西、青
海、吉林、西藏及廣東等地，開展廣
泛而深入的研究，從學校及社區層
面，探討三語的教學實踐、政策及相
關觀念。

2013至2015年間，研究人員於多個省份召開國際專題研討會，公佈研究發現和方法。數以百計教師接受有效教學法
的培訓，以應付多語師資不足的問題。研究隊伍又到訪青海、雲南、吉林及浙江四省，發布研究結果，並為相關人員，
包括政策制定者、教師教育工作者及教師等，舉辦知識轉移活動，讓國內約45萬名少數民族學生直接或間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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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本校學術人員積極參與研究。相應的措施及獎勵包括：給予員工研究時間、鼓勵具影響力的研究、增加研
究資金、培育年輕學者、創造多元學科的研究環境、提升研究成果質素、減輕員工教學負擔、提供指導及加強本校研
究基建等。

隨著大學的研究實力增強，研究生人數日增，本校凝聚的實力足以推動校內研究生積極研究的文化。增強研究生研
究能力的途徑包括：提供學術指導及支援、提升學生學術寫作及研究的技巧、資助學生參與國際會議並發表研究結
果以豐富國際經驗，以及資助學生研究活動等。

為盡力協助學術人員及研究生，增強二者的協同效益，並提升研究成果的質量，我們將：

•	 通過非正式的交流、學系內及跨學系的研討會，促進學術人員及研究生的互動與對話；
•	 鼓勵學術人員和研究生發布其研究結果；及
•	 鼓勵研究生於著名學術期刊發表或聯名發表。

3. 為學術人員及研究生營造活躍和濃厚的研究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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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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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保高效能管理

本校認同高參與率和高透明度的管理文化，深信高效能管理的關鍵，在於員工也認同自我問責的概念：有責任感，樂
於承擔，同時願意為達成大學各項目標而努力。高效能管理可以讓教職員充分利用工作時間，提升生產力，而且促進
學、教及研究文化。我們將採取一系列行動，加強培訓擔任領導的員工；重申對優質教學的承諾；並通過實施有效的
人力資源政策，嘉許表現出色的員工，以確認我們肯定的價值；提升運作效率；及加強籌款能力。

在未來十年，我們將：

•	 繼續提升本校學術實力與領導才能；
•	 培育高績效文化，檢討及優化員工考績及表現為本獎勵制度，以鼓勵及嘉獎表現出眾者；
•	 提升行之有效的內部監察機制意識，並加強風險管理；
•	 檢討並精簡各層級的監管及批核程序；
•	 提升運作效率，推動持續改良文化，並引入業界最佳範例；及
•	 拓寬資金來源，確保大學可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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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程序提升效率的範例

增加資金來源

在2013/14至2015/16年間，非教資會撥
款的總收入（主要包括自資教學課程、
顧問項目及捐款）增加約13%。

•	 為節省員工工時並加快招聘程序，
本校採用Horizon分派會議文件，
方便大學及學系檢討委員會處理與
人事相關的活動。

•	 員工法定年假計算自動化，既簡化
監察流程，又確保依法辦事。

•	 設立銀行直接付款功能向服務提供
者付款，並利用鐳射打印機印製支
票，減省員工打印、簽署和郵寄支
票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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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邁向可持續的基建

建造綠色校園及可持續基建是本校長遠的策略目標之一。短、中期而言，我們將繼續提升網絡覆蓋率，務求能遍及校
園每個角落；利用數據、雲端技術及流動應用程式促進學與教；鼓勵並推動無紙會議；增加捐款及積極籌款興建學
生宿舍；並在加裝綠化建築設施、減少碳排放量、增強污水及廢料循環再用、以及可再生能源應用等範疇內，設立進
一步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政策。

在這些目標引領下，我們將：

•	 檢討資訊科技策略及校園基建，以促進學生學習，加強學生支援服務；

•	 為教學及研究創建新的學術空間；

•	 擴展學生宿舍，以容納更多非本地及自資課程的學生；及

•	 促進校園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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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園由科學與環境學系及物業處合作建造，展示
生態系統及可持續概念。該項目由不同環保設施組
成，栽種精選植物，創造吸引蝴蝶的生態環境，並
設有魚菜共生系統，示範種植蔬菜與養魚之間的可
持續生態循環。在魚菜共生系統旁則闢有生態池，
為依賴水生環境的生物提供有利繁殖的生態，有助
保持環境穩定。有機農田則以環保及可持續方式栽
種農作物，只利用有機方式管理蟲害及保持泥土肥
沃。生態園亦利用太陽能板及風能葉輪發電，示範
可再生能源的潛能，額外生產的電能更可經電力公
司系統供他人使用。

生態園的另一項功能，是在校園內提供實地學習及
服務學習活動的教育平台，並支援與環境教育相關
的研究。我們亦為公眾提供生態遊。生態園自2016
年3月開放以來，共有450位學界及社會機構人士參
觀。

圖書館翻新工程「天人合一」— 生態園

蒙民偉圖書館空間重整工程：蒙民偉圖書館由地下
至四樓共佔地7,700平方米，翻新工程於2014至16年
間分期進行。圖書館翻新後，可促進現代學習模式，
加強不同區域分隔，並於低層平台、地下及一樓設有
促進交流合作的學習共享空間，二樓及三樓設有靜
修區而四樓則設有研修閣。

香港教育大學  策略發展計劃 2016-2025

30



本校自2005年起一直獲選為「同心展關懷」機構，以嘉許我們關心社會、員工及環境的努力。為延續本校的關懷文
化，我們將定期於校內舉辦教育課程、工作坊及宣傳活動，並組織義工隊提供社區服務，繼續培育正向和積極進取的
工作態度。

因此，我們將：

•	 於大學內外宣揚社會責任的觀念；

•	 拓展員工隊伍，增聘殘疾或有特殊需要人士；及

•	 吸引社會企業為本校提供服務。

3. 超越「同心展關懷」

傳仁‧喜動－「糧」心行動

2016年1月，本校推出「傳仁‧喜動－
『糧』心行動」。為期21天的活動期
間，530名員工及學生合共消耗超過
310萬卡路里，以換取捐款。我們利用
籌得款項購買3,500公斤食米，捐給食
德好、眾膳坊及北河燒臘飯店三間受惠
機構，協助有需要人士。員工與學生還
一同探訪有需要家庭，向他們分派食米
及其他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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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器官捐贈

大學已簽署器官捐贈推廣約章，向員工、學生及校友
傳揚有關訊息。校方還發出通告及傳單，鼓勵他們
登記為器官捐贈者及呼籲親友支持。

作為「同心展關懷」機構及良好企業公
民，本校多年來均有聘用有特殊需要人
士。當有合適空缺時，本校將繼續實踐這
項優良傳統。

聘用有特殊需要人士

本校一直支持「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為員工提供彈
性工作時間、五天工作周及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政府於2015年推出的法定侍產假，本校更早於2010
年已為合資格的男職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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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與評鑑
本策略發展計劃是勾劃本校未來十年工作重點及目標的正式文件，同時為校內各單位提供綱要，引領他們依照大學
策略發展方向制定各自的發展計劃。

由於全球環境及本地情況變化不居，這項十年策略發展計劃也並非一成不變。我們將不時回顧與檢討，使本校在設
定短、中及長期發展方向時保留彈性。我們將進行年度檢討，並於2019年及2022年發表中期報告。

下列流程圖顯示本校各單位將如何實施策略發展計劃，而這些過程又如何回饋整體發展策略，以維持大學的發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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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就 2013 2016
自《策略發展計劃2013-2016》推出以來，本校在三年內經歷了不少重大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爭取大學正名。經
過多年的共同努力，我們終於在2016年5月27日實現理想，香港教育學院（教院）成功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其
次就是國際對本校於教育領域表現的認同。2014/15年度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教院在教育學科位列亞洲第三、全球
第十五；2015/16年度，教院的排名更躍升為亞洲第二、全球十二。

我們很高興，《策略發展計劃2013-2016》臚列的目標大部分都已達成或進展良好。近年本校成績斐然，以下且根據重
要策略範疇，舉述部分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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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未來教師的核心能力
本校於2014年首季完成一次大規模的「未來教師核心能力」意見調查，全港約共一千名校長及其代表回應。調查反
映，這些重要能力範疇包括：正面人格、積極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精神、人際溝通能力、以及專業知識與技能。

與本地教育界及廣大社群的合作

•	 本校繼續擴展與教育界的夥伴關係。迄至2014/15年度，本校已和11個本地主要辦學團體簽訂合作協議，涵蓋
33%本地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以及25%幼稚園。

•	 有鑑於教育的深遠影響，本校建立了一個「香港教育大學基金」的高層次平台（於2015年4月27日成立，前稱香
港教育學院基金），以開發社會的廣泛支持，提升校內教師教育、學與教及研究發展的質素。

學科範圍評審
迄至2014年，本校的中文研究、英文研究及環境研究課程領域，成功取得學科範圍評審資格，日後將可提供更多元
化的課程。

拓展教學新領域
2015/16年度，本校致力開拓新課程範疇，發展出三個獲教資會資助的教育學士課程，計有：歷史教育榮譽學士課
程、中學數學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以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教育榮譽學士課程。而於2016年及其後將推出的新課
程則包括：中國歷史、地理及科學教育榮譽學士課程；特殊教育、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榮譽文學士課程；以及全
球及香港研究榮譽社會科學學士課程等。值得一提的是，本校擬於2016-19年間推出的三個全新同期結業雙學位課
程，均已獲得教資會支持，為本校的課程發展奠定另一重要基石。

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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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訊系統
本校於2014年推出學術管理資訊系統，為高層管理人員、學系及單位主管及課程主任提供關於衡量表現指標的學術
管理資訊，協助學術規劃、推行及發展。

國際及內地拓展計劃
本校於2013年設立「環球學習體驗增潤基金」，為全日制學士課程學生提供海外學習體驗機會。學生可以於修讀期
間申請一次海外學習體驗的資助，最高資助額為港幣一萬元。

英語技巧
為豐富校園的多元文化觸覺，並營造英語學習環境，本校於2014/15年度推出「國際導師」計劃，由來自海外的導師通
過不同課題及學習活動，包括：聯課及舍堂活動、小組交談、辯論、工作坊及語文諮詢服務等，促進學生以英語交流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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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實力取得長足發展

•	 2016/17年度內，本校共有27個研究項目獲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撥款資助，金額合共為1,327萬港元。獲資助的
研究項目，除維持本校於教育的傳統優勢外，還跨越多個學科。連同新增的資助項目，本校資深學術人員及新晉
學者正進行合共156個獲研資局及中央政策組撥款的研究項目，總資助金額為9,223萬港元。

•	 在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額方面，本校亦取得重要進展。2015/16學年，本校獲分配50個研究院研究生名額。有鑑
於本校出色的研究表現，教資會於2016/17學年，配給本校67個研究生名額，較2015/16及2014/15學年分別增
加34%及46%。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得以增加，基於多項因素，當中包括：過去三年（即2012年7月至2015年6
月）本校獲研資局批核的資助研究項目數量，以及最新研究評審工作結果等。各項突出的表現正好反映本校的
研究優勢和實力。

區域及國際層面知識交流

本校多次主辦著名的區內及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及論壇，邀請不少傑出講者到校分享及交流研究結果。例如：

•	 2014年舉辦的「第三屆兩岸四地師範大學校長論壇」

•	 「亞太教育研究國際研討會暨香港教育研究學會年會2014」

•	 2014年舉辦的「生物廢料之再造及回收國際會議」

•	 2015年舉辦的「兩岸四地中學校長論壇」

•	 2015年舉辦的「國際研究生學術會議暨暑期學校」

•	 2016年舉辦的「醫療服務革新國際專題研討會」

研究與知識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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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技術教育及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教席
2015年12月初，本校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續頒為期四年的技術教育及職業培訓與終身學習教席。我們將繼續支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有關生活與工作技能方面的項目和策略，並特別關注邊緣人士及弱勢社群的需要、提倡平
等教育。

知識轉移倡議
本校的知識轉移策略，旨在鼓勵學術部門及員工通過知識轉移活動，增加研究影響力。為促進這方面的工作，並制定
日後保護知識產權、專利及產品牌照申請等政策，本校於2014年7月於研究與發展事務處轄下，設立知識轉移小組。
同時，我們亦舉辦多項知識轉移活動，藉著不同溝通平台，如印刷、電子及新媒體、專業發展課程、本地及國際會議、
研究會及工作坊，向外界發布本校的研究結果。

不同主題的校級研究中心
本校現有的校級研究中心，包括：劉鑾雄慈善基金亞太領導與變革研究中心、評估研究中心，以及管治與公民研究中
心。此外，2015年7月，本校增設香港研究學院，為本港第一所由專上學院所設、專注於香港研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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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空間
本校獲教資會改建、加建、維修及改善工程撥款，於2014年7月至2016年5月間進行蒙民偉圖書館空間重整工程。第
五期工程經已完成，第六期工程亦已於2016年3月中旬啟動。本計劃將延展圖書館設於地下和一樓樓層的學習共享空
間概念。

綠色倡議

•	 本校獲教資會改建、加建、維修及改善工程撥款支持的「生態園：可持續園景及學習」項目，由學術與行政部門攜
手建造，是環保、學習與文化並重的設施，有效促進教與學的成果。項目已於2016年2月底竣工。

•	 本校於2015年9月榮獲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頒發「公營機構、公用事業及大學」組別
銅獎。本校於逾五千家參選機構中脫穎而出，更是64所因出色節能及環保表現而獲獎的機構中，唯一的專上院
校。

拓展員工實力
•	 本校積極支持所有員工發展，並已檢討員工發展、交流及學術休假政策。
•	 本校積極推行繼任策略，協助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等，為日後升任不同角色及其學術發展做好準備。
•	 本校繼續作全球策略性招聘，以提升學術能力及鞏固領導地位。

提升管治與管理
•	 本校一直推動以人為本的管治架構，鼓勵積極參與及廣泛諮詢。
•	 本校提倡自我提升、互信互助、迅速回應變革的機構文化，以改善效率與應對速度。

管理與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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