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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職員職責 
 

本校員工包括： 

3.1.1.   校長 

3.1.2.   主任 

3.1.3.   科主任 

3.1.4.   教師 

3.1.5.   教育心理學家 

3.1.6.   護士 

3.1.7.   協助言語治療助理教師 / 言語治療師 

3.1.8.   社工 

3.1.9.   資訊科技統籌員 / 資訊科技技術員 

3.1.10.   工場導師 

3.1.11.   工場事務員 

3.1.12.   書記 

3.1.13.   司機 

3.1.14.   校工 

3.1.15.   圖書館主任 

3.1.16.   教育幹事﹙歷奇輔導﹚ 

3.1.17.   職業治療師 

3.1.18.   課程發展主任 

3.1.19.   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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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校長職責  (2007 年 4 月修定) 
 

領導方面： 
1. 依據教統局及保良局的教育政策及學校環境特色來掌握辦學方向，制定學校

宗旨及達成的學校教育目標。 

2. 制定配合社會、教育和政治環境的相關政策。 

3. 因應學校策略性需要和獨特條件領導同事訂出發展計劃，以達致學校目標。 

4. 定期檢討各項教育政策並作出回應。 

5. 致力學校行政革新，提升學校行政效率。 

6. 為學校建立良好校風，提升教職員和學生的士氣和歸屬感。 

7. 建立良好的溝通途徑，提高教職員的合作性及發揮團隊精神。 

8. 促進學校與家長、社區的聯繫，建立良好關係，互相支持。 

 

行政管理方面： 

1. 處理學校的日常管理和學生的教育事宜，並向教統局及校董會負責。 

2. 有效協調整合各部門工作，確保校務處正常運作。 

3. 分配及協調教職員的工作。 

4. 管理學校的人事問題，包括教職員的招聘、離任、考勤、晉陞、進修和投訴

等。 

5. 處理學校財政運作，按學校的需要作出預算分配資源、控制及監察學校的財

政運作，並向教統局及校董會作報告。 

6. 妥善規劃校園環境，充份發揮學校設施與設備的功能。 

7. 主持學校教職員會議，列席校內個案會議，家長教職員會會議及各科 / 各

組的工作會議，尌學校的政策及事務與教職員商討及滙報。 

8. 推行完善考績制度，為教職員進行考績，並定期會見，以瞭解他們的問題和

需要，及訂定未來教師發展方向。 

9. 制定危機處理方案，以處理學校突發事件與校園危機。 

 

專業發展方面： 

1. 參與有關教育機構及專業團體召開的會議或舉辦的課程、研討會和工作坊

等。留意最新的教育發展和趨勢，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教學質素。 

2. 制定教職員專業發展計劃，統籌教職員質素改善計劃，讓教師參與在職訓

練，並有計劃地培訓行政人員及為新教師提供入職輔導。 

3. 視察教師課堂教學，查核教學的進度、教學計劃、學習評估及學生作業等，

給予專業的意見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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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方面： 

1. 發展校內課程，建構一套適合學生學習能力與興趣的課程。 

2. 了解學生學習情況，鼓勵教師進行教學研究，以改進教材及教學策略。 

3. 視導和評監教師教學並給予適切回饋，確保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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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任職責 (2007 年 4 月訂定) 
 

領導方面： 

1. 出任委員會主席，協助校方策劃及推行切合學校宗旨和目標的教育計劃。 

2. 作為校方與教職員間溝通的橋樑，推動教職員間互相合作及發揮團隊精神。 

3. 樹立良好榜樣，為學校營造愉快和積極的工作氣氛；主動協助教職員，切實

承擔責任，增加教職員間的士氣和歸屬感。 

4. 經常與與家長和社區保持聯絡，協助建立家長和社區給予學校的支援。 

 

行政方面： 

1. 執行校方訂定的政策，並作定期跟進、監察進度及評估成效。 

2. 統籌及跟進學校全年的行事計劃，並落實執行和定期評估。 

3. 主持及出席校內有關教學、行政、個案及工作等會議，尌學校的政策及事務

與教職員商討及匯報。 

4. 協助校方培訓教師及推行教職員發展計劃，為新老師提供入職輔導。 

5. 協調教職員的工作。 

6. 協助校方處理及跟進學校的人事問題，包括教師考勤、進修和投訴等。 

7. 協助校方處理學校財政事務，按學校的需要作出預算分配資源，管理學校的

財政運作。 

8. 協助校方妥善保養校舍及校具，並合力改善學校的環境和教學設施，使教職

員及學生在安全及舒適的環境下工作及學習。 

9. 統籌校內大型活動。 

10. 統籌學生課外活動及比賽。 

 

學與教方面： 

1. 統籌全校課程策劃及學習評估工作。 

2. 推動校內教學分享文化，如推行共同備課，同儕觀課等。 

3. 為教師在教學給予意見及指導，並查核教學的進度、教學計劃、學習評估及

學生作業等。 

 

其他： 

1. 協助校方委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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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科主任職責 (2003 年 1 月訂定) 

 

1. 擬定本科每年的工作計劃書，監察計劃的進行及作出評估。 

2. 為新教師提供教學輔導。 

3. 擬定議程於開會前交校長審閱。 

4. 主持本科會議及保存每次會議之完整紀錄。 

5. 研究本科課程並對本科教材提出意見。 

6. 計劃本科教學方法並與教師保持密切的溝通，交換教學及考核學生成績之意

見。 

7. 協助本科教師擬定進度並在需要時加以審核。 

8. 保管及掭置本科教具及參考書籍。 

9. 統籌本科各項活動並作檢討。 

10. 審核評估準則，並確保評估所得資料善加運用。 

11. 代表學校參加與本科有關之研討會。 

12. 辦理校長交辦之有關本科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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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教師職責 (2007 年 4 月修定) 

 

備課及編寫工作計劃： 
1. 設計及提供理想之學習環境供學生學習。 

2. 根據教統局及校方提供之課程指引編寫進度及教學計劃。 

3. 上課前作充份之準備，包括壁報，教材，教具及活動等。 

4. 經常評估教學進度及效果，並作適當之修訂。 

 

授課： 
1. 依照編定之時間表準時到課室授課。 

2. 瞭解學生個別差異，作適當的輔導，給予平等學習的機會。 

3.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教學活動。 

4. 協助學生充份發揮其潛能，給予學生正面的回饋。 

5. 給予適當及適合的課業和功課，以協助學生鞏固所學的知識和技巧。 

6. 配合課堂學習，安排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包括戶外體驗，以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 

7. 推行資訊科技教育。 

 

學習評估： 
1. 為學生進行學習評估，包括基線、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 

2. 為學生蒐集每一學習階段的學習成果，建立學生「個人學習慨覽」檔案。 

 

班務處理： 

1. 班務工作 

 第一節值堂老師應於上課前指導學生列隊進入課室。 

 第一節值堂老師頇填寫教室日誌，午膳登記表及負責點名，遇有學生缺

席或遲到等，必頇註明並向校方報告。 

 每日班主任頇檢查學生手冊，查閱有關家長與學校之通訊事項，並於放

學前填寫學生在校行為之紀錄交其帶回，如有必要亦應盡量利用手冊與

家長聯絡。 

 派發學校通告及收發家長回條。 

 學生請假，班主任頇檢查曾否辦理請假手續，遇有曠課逃學等情況，頇

與校方聯同處理。 

 教師上課頇將授課要點填寫在課室日誌及簽署。 

 負責課室壁報及佈置，以配合單元教學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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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項收費 

 協助校方向學生收取指定的費用，並交予負責的教職員處理，如有欠收

應作出跟進。 

 

德育輔導： 

1. 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觀念。 

2. 培養學生良好的行為。 

3. 訓練學生溝通技能以適應社會。 

4. 協助舉辦不同的德育比賽，加強學生的公民意識。 

5. 協助訓育工作及處理學生的情緒和行為問題。 

6. 教師頇常注意個別學生的言行舉止，隨時予以勸導或獎勵。 

7. 督導學生注意其個人及課室的整潔，並愛護公物。 

 

學校活動： 

1. 積極參與及推行學校活動，如旅行、男女童軍、公益少年團、教育營、暑期

活動、運動會、家長教職員會活動及各項比賽訓練活動等。 

2. 培訓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及外間比賽。 

 

學校事務： 

1. 制訂每年的工作計劃及工作評估報告。 

2. 本校為保良局直屬機構，教職員除擔任原有職務外，當有需要時，亦應義務

協助局方的服務推進工作。 

3. 參加學校舉行的各種會議、集會及家長教職員聯誼活動。 

4. 教師除本人所擔任之教職外，頇擔任其他職務如：代課、課外活動、週會、

值日等工作；如必要時，假期亦頇回校協助工作。 

5. 推展行政委員會的工作，包括出任主席、副主席或委員。 

6. 教職員間應充份合作，發揮團隊精神，經常尌教學上及學生的事務作討論和

交流意見。 

 

與家長及教職員聯繫： 
1. 班主任應與本班學生的家長經常保持聯絡，建立良好關係，如發現個別學生

有特殊問題，應隨時與家長和社工員聯絡，並報告校長。 

2. 班主任作家庭探訪每年最少一次，並頇填妥探訪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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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 

1. 參與校內協作教學，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建立學習社群等活動，以提昇教

學專業水平。 

2. 教師頇出席與工作及個人專業水平有關之進修，以提昇其專業發展。 

3. 教師頇為個人發展擬定「個人專業發展計劃」，並定期作檢視。 

 

半職教師工作安排指引︰ 

1. 任教節數︰ 

 按全職教師任教節數的一半，未能整數者則採四捨五入計算；而半職教

師與全職教師一樣，有義務代課； 

2. 輪值︰ 

 按全職教師輪值數目的一半，未能整數者則採四捨五入計算；而半職教

師與全職教師一樣，有義務代輪值； 

3. 上班日數 / 工時： 

 可安排兩天半上班，或五天半晝上班，一星期上班工時不少於二十二小

時。實際上班的安排將按學校需要及教師情況而在學期開始前協商； 

4. 會議、教師發展日、學校大型活動： 

 全校性會議、教師發展日、學校大型活動等需要出席，如因特殊情況未

能安排出席可書面向學校申請； 

5. 活動 / 發展性工作： 

 負責活動的數目按全職教師的一半，未能整數者則採四捨五入計算，學

校發展性工作按學校需要及教師上班的實際情況在學期開始前協商安

排； 

6. 合約： 

 合約按政府資助學校教師服務條件維持不變，服務年資按教統局批核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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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教育心理學家 (2004 年 3 月訂定) 

 

教育心理學家職責： 

1. 為學童提供教育心理的評估與診斷，以便教師、家長、及其他專業人士能有

系統及詳盡地了解其心理及學習狀況；並於評估後按其心理與學習上的需

要，儘量作出適當的安排。 

2. 輔導情緒、行為及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使他們身心健康地成長。 

3. 向教師、家長及協助學生的各專業人士提供諮詢服務，使學生得到最好的照

顧與幫助。 

4. 聯同教師及家長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設計特別教育程序，並定期評估其

效果。 

5. 以教育心理學的知識設計並推行教師的培訓課程。 

6. 處理學校內發生的危機，進行預防策略與心理治療。 

7. 進行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並以研究提升同業的服務質素，協助教師更有效地

教育和輔導新一代。 

8. 向教育決策及執行者提供教育心理學的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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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護士職責 (2007 年 4 月訂定) 
 

學生工作： 

1. 了解及跟進學生健康情況 

 跟進學生有關病假事宜。 

 為教職員提供學生醫療及衛生常識的諮詢。 

 出席教職員及個案會議，與其他教職員討論有關學生的自理、生理、心

理和精神方面的狀況，尌醫學方面給予專業的意見。 

 於小息、午膳、回校及放學時間觀察學生的情況。 

 有需要時安排及陪同學生往醫院會診、覆診及作專科評估。 

 需要時前往醫院探訪住院學生。 

 為每個學生進行最少三年一次家訪，增進與家人及學生之間的瞭解及溝

通。 

2. 學生健康及意外受傷護理 

 處理在校學生的受傷 / 生病等情況，與有關班主任 / 負責老師協調，

聯絡家長、記錄存檔，並按情況通知老師或工友處理學生清潔。 

 學生如有需要入院，須陪同前往醫院辦理手續、提供病歷和有關資料、

並對學生病情作跟進。 

 全校性的活動須跟隨外出，以便處理隨時發生的意外。 

3. 健康資料記錄及保存 

 整理每位學生的健康狀況紀錄，並加以分類，列出名單，以作存檔。 

 記錄及處理需要食藥的學生（包括長期及短期服藥），按醫生指示，預

備及指導學生服食藥物。 

4. 協調外界服務及資源 

 辦理學生醫療保健事宜：包括安排學生保健、牙齒保健及各類防預注射

等，並管理有關的醫療記錄。 

 協調衛生署及外界之健康教育機構為學生提供有關之健康教育講座及

工作坊。 

 安排學生到有關教育中心參觀。 

 

推廣健康、衛生教育工作： 

1. 定期為教職員、家長及社區提供有關醫療、護理及衛生常識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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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璄安全及衛生發展工作： 

1. 審閱午膳餐單，並提出意見，使學生的膳食能獲得均衡的營養。 

2. 學校醫護室及藥物管理：包括病床、藥物及購置醫療用品，並定期購買、添

置及記錄學校急救箱 / 急救包的藥物。 

3. 定期檢視校舍清潔及衛生情況，並作評估及跟進。 

4. 為教職員安排職業安全及健康講座。 

 

其他： 

1. 擔任校方指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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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言語治療師 / 協助言語治療教師職責 

 (2007 年 4 月修訂) 

 

言語治療師職責： 

1. 學生服務 

 進行評估 

 於九月份評估學生的溝通能力、聽覺能力和溝通需要。 

 評估學生的吞嚥機能。 

 給家長及老師解釋學生的評估結果。 

 治療 

 甄選和編排適合的學生進行言語治療。 

 在學期初訂定學生言語治療計劃。 

 提供個別、小組和入班的言語治療。 

 提供食物吞嚥的訓練。 

 設計及填寫言語治療報告。 

 設計、製作及購置教材。 

 檢查學生助聽器的性能及教導其家長操作。 

 轉介學生前往特殊教育服務中心進行聽覺測驗或其他治療性服務。 

 為學生營造豐富的語言環境，幫助及促進他們的語言發展。 

2. 與教職員協作 

 安排及督導協助言語治療教師﹙TAST﹚進行言語治療工作。 

 對協助言語治療教師﹙TAST﹚提供言語治療教學上的意見及指導。 

 提供協助言語治療教師﹙TAST﹚適當的培訓。 

 協助老師設計學生的個別學習計劃，如提供學生在溝通上和食物吞嚥上

的情況和改善建議。 

 推行全校性的手語、溝通咭訓練或其他有關促進溝通的訓練。 

 與老師協作，將語言目標融入課堂教學。 

 為校內課程調適提供專業意見。 

 為教職員提供培訓。 

3. 家長培訓 

 安排家長觀課，讓他們更加了解其子女的治療進度及溝通能力。 

 舉辦家長訓練講座及工作坊。 

 為每個學生進行最少三年一次之家訪，增進家人與學生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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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家長提供學生言語治療的進度和家中應進行的訓練，指導家長營造豐

富環的方法。 

 解決家長有關與子女溝通上及治療上出現的問題。 

4. 學校方面 

 協助學校營造共融文化，以達到全校參與的目標。 

 協助學校制定支援言語障礙學生的校本策略。 

5. 社區方面 

 為主流學校有溝通障礙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支援服務。 

6. 其他校方安排的工作。 

 
協助言語治療教師： 
1. 甄選校內言語有困難之學生接受治療。 

2. 為學生編訂治療計劃，並須定期檢討。 

3. 填寫言語治療報告： 

 每學年填寫學生治療進展情況之報告。 

 新生評估報告。 

 協助檢查學生耳機的操作。 

4. 透過小組或個別輔導，使家長在家庭協助訓練其子女在語言及溝通方面的發

展。 

5. 推行全校性的手語訓練，使全體教職員和學生有機會一同學習和應用。 

6. 協助校方及參與各類活動。 

7. 與其他教職員緊密合作，推動學生言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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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社會工作員職責 (2007年4月修訂) 
 

工作範圍： 

1. 學生支援工作： 

 接見及探訪在輪候名單的新生，並安排入學。 

 協助新生適應學校生活。 

 輔導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轉介服務，例如：傷殘津貼、智力評估等。 

 安排中學組學生作職前評估及參與工作體驗計劃。 

 安排學生參觀畢業後出路安排，例如：展能中心、庇護工場。 

 安排畢業生出路轉介。 

 轉介畢業已一年之學生作往家庭服務部作長遠跟進。 

 為每位學生進行最少三年一次家訪，並填寫有關紀錄存檔。 

 出席教職員及個案會議，與其他教職員討論學生各方面問題，給予專業

意見。 

 為學生舉辦小組訓練活動。 

2. 家長支援工作： 

 舉辦及推行家長訓練活動。 

 協助學校推行有關家長或學生之培訓課程，如：性教育、德育訓練等。 

 輔導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或轉介合適的社區資源。 

 安排家長參觀及出席外界舉辦的活動，如參觀庇護工場、日間中心。 

 有需要時會陪診或往見社會服務團體，給予專業意見。 

3. 社區聯繫工作： 

 舉辦或協辦社區教育活動。 

 安排義工服務。 

 接待外界團體參觀和探訪，應邀出席講座，及向外界介紹弱智人士或特

殊學校情況。 

 代表校方出席地區會議。 

4. 其他： 

 執行校方安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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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資訊科技統籌員/資訊科技技術員 (2004 年 3 月訂定) 

 

資訊科技統籌員： 

1. 行政工作 

 制定及推行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計劃 

 統籌有關資訊科技場地整理、基建設施、網絡及電腦設備購置、保安、

維修保養和技術支援等事宜。 

 統籌教統局及其他外界的撥款及支援服務，申請有關資訊科技的基金撥

款及計劃。 

 管轄及培訓學校資訊科技技術員 

 管理校內資訊科技的場地和各項設備 

 伺服器室 

 電腦室 

 多媒體教學室 

 教員室及資源室…等 

 管理有關學校資訊科技物資的倉存紀錄 

 策劃、發展及管理學校的網絡 

 設計及管理學校網頁和內聯網 

 監察校內網絡、軟硬件設備及使用者的使用情況，如：有否安裝不合法

軟件等。 

2. 推展資訊科技教育的應用 

 統籌、策劃和推行： 

 校本教職員資訊科技培訓工作 

 資訊科技校本課程和多媒體教材製作 

 校內及校外有關資訊科技的課外活動 

 尌以上工作的進度及成效，作定期檢討和評估 

 留意最新的資訊科技教育趨勢，以提高學校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的效率和

質素 

 向外推廣本校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經驗 

3. 教學及輪值工作： 

 執行日常編排的教學及輪值工作 

4. 執行校方委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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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技術員： 
1. 協助資訊科技統籌員： 

 推行學校的資訊科技教育計劃 

 處理有關資訊科技場地整理、基建設施、網絡及電腦設備購置、保安等

事宜 

 管理校內資訊科技的場地和各項設備 

 管理有關資訊科技課室的資源，包括伺服器室、電腦室、多媒體電

腦室…等 

 有系統地記錄及存放有關的設備和資源 

 定期盤點有關設備和物資 

 跟進教職員借還物資的事宜 

 管理學校的網絡，包括內聯網及互聯網 

 編製及定期更新學校網頁 

 定期更新及備份校內的資料庫 

2. 技術支援及維修 

 檢查和維修有關電腦的設備 

 有需要時聯絡供應商安排及跟進維修工作 

 定期安裝及更新電腦的軟／硬件設備、防火牆及防病毒系統 

 協助教職員準備在上課／講座／工作坊等時所需的電腦器材 

 為教職員提供技術上的支援 

3. 推展資訊科技教育的應用 

 整理教學資源、圖片和學校照片，建立資料儲存庫 

 協助製作教學軟件及教材﹙技術支援﹚ 

4. 執行校方委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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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工場導師（C.M.W.T.） (1996年6月訂定) 
 

1. 於課堂前準備一切學生所需的工具及材料。 

2. 協助教師於課堂上進行教學工作。 

 為學生作個別示範  

 為學生作個別指導  

3. 協助管理及維持課室秩序。 

4. 課堂後點存及擺放各項工具。 

5. 維修、保養各項工具或機械，並定期檢查各項工具及機械。 

6. 選購所需材料工具或機械配件。 

7. 儲存已購各項材料。 

8. 妥善處理各項化學物品及危險品。 

9. 管理工藝室內各項設施。 

10. 學期終結前清點所有物料工具及機械等。 

11. 協助校方各類活動及出席校內有關活動。 

12. 執行由校長及工藝科教師分派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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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工場事務員職責 ﹙2007年4月修定﹚ 
 

工作範圍： 
1. 協助教師或工場導師管理設計與科技室。 

2. 協助工場導師： 

 保養、維修各項工具及機械 

 購買材料 

 儲存、擺放材料 

 存放各類危險品 

 開料 

 點工具、材料 

3. 負責維修校舍、校具或協助製作教具。 

4. 協助教師準備教材及影印、油印等工作。 

5. 協助離校之學生之職前評估、實習及詴工。 

6. 執行由校長指派之其他工作。 

7. 須依時出席由校方召開的工作會議。 

8. 遵守保良局員工守則。 

 

當值： 
1. 須按編配更次輪值，當值時不得擅自離校外出，輪值期假若遇意外，應立即

通知校長及主任，請示辦理。 

2. 每年可享年假﹙按資助則例﹚及所有之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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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書記職責 ﹙2007 年 4 月訂定﹚ 
 

1. 協助校方處理一切公文、往來文件和人事紀錄等。 

2. 處理一切會計、簿記和校產登計等事宜： 

 月結 

 財政預算及年結 

3. 協助處理與學生賬目有關的事務。 

4. 跟進學校維修、大修工程、採購、投標打價等事宜。 

5. 處理文件收發、繕寫和打字等工作。 

6. 管理學生簿冊、文具和與學校所需的用品。 

7. 協助校方分配及協調工友的工作。 

8. 接待及提供後勤支援的工作。 

9. 處理其他校方指派的工作。 

10. 遵守保良局員工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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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3/2011 年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3.1.13 司機職責 ﹙2011 年 3 月修定﹚ 
 
工作範圍：  
1. 準時接送學童往返學校和居處。 

2. 接載學童外出，如參加活動、參觀、旅行和比賽等，並協助教職員維持學

生秩序，照顧學生。 

3. 將學童繳交的車費收集，並即時交校方。 

4. 負責校車保養、維修和清潔（每月至少打腊一次）等，確保校車機件性能良

好。 

5. 定期送車檢驗、換領牌照和購買保險事宜。 

6. 協助其他工友搬運，及進行簡單維修校車的工作。 

7. 保存行車紀錄：每次用車後、更換機件及入油後，須填寫紀錄，並定期交

校方檢查。 

8. 擔任由校方指派的其他工作。 

9. 遵守保良局員工守則，詳情見附件﹙一﹚。 

 

突發事故的處理： 
1. 如行車時發生意外，應首先照顧學生安全，並盡速通知校方，司機可按情

況作即時處理，如：致電報警、召救護車等。 

2. 如因外間人士引致校車損毀，須即時報警處理，不宜私下解決。 

3. 校車到站未見家長等候，可稍等三分鐘；如家長仍未趕及接學生放學，應

致電家長了解情況，作出應變措施，如： 

 把學生送回學校； 

 再送回站頭； 

 與主任聯絡； 

 繼續行程，完成接載學生。 

 

賠償責任： 
1. 如因交通意外引致校車損毀，一般由校方負責，通知保險公司但經警方審

核情況後，若屬司機個人疏忽，司機得酌量賠償。 

2. 司機須負責繳付因個人疏忽而引致的所有交通違例罰款。（註：司機如發覺

接載學生上落地為禁區，可向校方提供意見，以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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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態度及守則： 

1. 行車時須具備高度警覺及嚴守交通規則，以確保學童安全。 

2. 須確遵守運輸署發出之《有關學童乘搭校車之安全指引》﹙參閱本手冊

9.11﹚。 

3. 當校巴停定時若要離開校巴，須先關上引擎，並將制動器﹙手掣﹚固定。 

4. 除依校方指定用途外，不得將校車作私人或其他用途。 

 

注意事項： 

1. 驗車 

 每年八月十五日到期，可四個月前排期。排好期依時驗車。合格後取

合格紙往運輸署換取行車證。 

2. 保險 

 驗車前，一定要有有效之保險紙，此方面請校方書記辦理。 

3. 機械的留意 

 每天留意機油之多少，按情況需要而增加或全部更換。 

4. 機械保養 

 每兩個月需洗車、加油、換機油、換風格、油格；但需視乎需要而

定。行車里數多，又或者雨天多則需要勤換、勤洗。 

5. 電池之保養 

 每星期一定要檢查電池水一次，如發覺不足，立刻加電池水或蒸餾

水。夏天天氣熱，常開冷氣，更加要勤檢電池水，以確保電池水之運

作正常。 

6. 冷氣機之保養 

 校巴之車窗，於不需要情況下，盡量不開，以防發生意外。故此，冷

氣之開放，是一定需要的。為保冷氣機的運作正常，一定要做以下事

項： 

 清洗車尾塵網； 

 清洗車中散熱網； 

 檢查雪種是否足夠﹙看窗口是炻有泡，如有泡加雪種﹚約三年更換

一次。 

7. 每天檢查車輛之燈號是否正常運作。如發現有不正常之情況，立刻更換。

另外，水箱水是否滿？不夠加滿之。 

8. 每天清潔車身內外，每月打蠟一次。 

9. 迫力油、極力子油每天查驗一次，不可太少或太多。 

10. 車呔之更換 

 呔之呔紋不可小於一厘米，如一元硬幣之厚度，否則要更換。又如發

現呔紋不正常，有如欖核般，應立刻更換，以免發生意外。 



保良局百周年學校《政策及程序手冊》 

 

 

3.1.15 圖書館主任職責 (2004 年 6 月訂定) 

 

10. 一般工作 

 為本校教職員、學生、家長提供借還書服務。 

 管理圖書館，確保圖書館環境整潔、寧靜、舒適及安全。 

 向老師及學生提供有關圖書館資源的諮詢服務。 

11. 管理工作 

 擬定圖書館規則、借還書規則及程序。 

 購買新書及進行編目工作。 

 修補舊書及盤點工作，盤點書冊包括課室圖書、教師參考書、教育統籌

局撥款購置圖書及各閱讀計劃所添置的圖書。 

 為現有藏書加入索引及修定編目資料。 

 佈置館內壁報。 

 協助管理課室圖書。 

12. 教學及推廣閱讀工作 

 利用課堂培養學生閱讀的興趣； 

 舉行各種推動閱讀風氣的活動，如「齊到公共圖書館」、親子閱讀報告

比賽等； 

 培訓學生借閱圖書技巧及培養學生愛護圖書的態度； 

 與家長教職員會合作，舉辦一些親子閱讀計劃，如「故事爸媽」； 

 舉辦校內書展； 

 為學生申請公共圖書館借書證； 

 為學生訂購報刊﹙如有適合者﹚； 

 申請有關推廣閱讀之基金及計劃事宜； 

 應教育統籌局或有關機構要求對學校閱讀事宜作匯報工作； 

 執行由校長指派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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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教育幹事﹙歷奇輔導﹚ (2005 年 9 月訂定) 

 

工作範圍： 

1. 支援主流學校，提供歷奇輔導訓練。 

2. 為本校學生提供歷奇輔導訓練。 

3. 提供家長訓練及支援服務。 

4. 協助教職員培訓工作。 

5. 協助社區推廣工作。 

6. 其他由校方指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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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 職業治療師 (2006年7月訂定) 
 

1. 評估及填寫報告有關學童在自理、感知肌能活動、遊戲及工作的能力，對挑

選接受職業治療的學童安排特別設計的活動，以推動其在上述各方面發展。 

2. 透過個案會議或其他溝通媒介，聯絡校內外的有關人士﹙例如與教師、學校

社工、言語治療師、護士、家長……等﹚以助學童的全面發展，若有需要應

進行家訪以瞭解學生家居情況。 

3. 設計及製作職業治療的輔助用具。 

4. 出席校內及校外有關之工作會議。 

5. 給予學校員工及家長適當的訓練和講座。 

6. 負責職業治療的行政工作，包括統籌部門運作程序及發展、財政開支及預算

和制定周年計劃及報告。 

7. 管理及定期盤點所有職業治療器材和物資。 

8. 協助校方各類活動。 

9. 執行由校長指派之其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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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8 課程發展主任  (2007 年 4 月訂定) 
 

工作範圍： 
1. 協助校長領導和統籌全校的課程策劃工作，使學校能按照課程改革的建議，

在中央編訂的課程、學校宗旨和學生的學習需要之間取得平衡； 

2. 輔助校長策劃和統籌評估政策，以及推行評估工作； 

3.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日、共同備課，以及選取和編訂合適的學習資料和教學資

源等，領導教師 / 專業人員改善學與教的策略和評估工作； 

4. 在校內推廣專業交流的文化，並與其他學校聯繫，以分享在學與教和課程發

展方面的經驗；以及 

5. 負責適量的教學工作﹙少於校內教師平均教擔的 50%﹚，以便了解日常課堂

學與教的實況； 

6. 執行校方委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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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9 教學助理  (2007 年 6 月訂定) 
 

工作範圍： 

1. 協助教師準備及管理教具和教材。 

2. 協助推行學生活動。 

3. 依照編定之時間表準時到課室協助老師上課及維持課室秩序。 

4. 協助教務委員會處理文書工作，如收發進度表、教案、學習報告、成績表、

壁報佈置、製作活動記錄冊等。 

5. 按當值表到指定的崗位當值。 

6. 參加學校舉行指定的會議、培訓工作及研討會。 

7. 執行校方委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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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員工專業孚則 (2007 年 4 月修定) 

 

全體員工孚則： 
1. 應樹立良好端正的行為，為學生作榜樣 

 不得在校內吸煙： 

 《2006 年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學校已被列為法定

禁止吸煙區，所有學校一律禁煙。 

 任何人在法定禁止吸煙嘔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

屬犯法，一經簡易程序定罪，可處款 5,000 元。 

 學校人員在代表校方出席公開場合時，不應吸煙，尤其在： 

- 無論在室內或室外屐行職務時； 

- 在電視上靈面或正被拍攝或拍照時； 

- 出席記者招待會或任何與宣傳有關的活動時。 

 不得在校內進行與酒及賭博有關活動。 

 避免粗言穢語。 

2. 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對學生施行體罰。 

3. 與學生相處應合乎禮儀，盡量避免在不適當地點及時間與學生單獨共處。 

 

教師孚則： 

1. 各教師頇於上課前半小時到校，下課後半小時方可離校。每日到校及離校均

應親筆簽署及註明準確時間。如因事早退，應得校方准許，方可離去。 

2. 空堂應仍為工作時間，必頇留在校內，如因公出外，必頇知會校方及簽署出

外簿。 

3. 學校宣佈之各項行政方針及校務事項，教師頇切實執行。 

4. 依編定之時間及地點準時當值；當值時頇照顧學生的秩序和安全。 

5. 依時間表準時到課室上課；授課時用心教學，巡視學生給予輔導。 

6. 教師不可在堂上製作教具、整理壁報、填寫成績紀錄及教學大綱等。 

7. 準時出席有關會議，不得無故缺席或早退，應以學校事務為首。 

8. 未經校方同意，不得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或進行任何募捐運動。 

9. 教師與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相處時態度要友善，耐心聆聽，對家長要採取

接納及包涵的態度。 

10. 教師應積極參加與教育有關的社區活動，以促進公民教育之發展。 

11. 作為一個教育專業工作者，教師必頇遵孚「香港教育專業孚則」﹙見附頁﹚，

而各專業職員亦必頇遵孚其行業訂立的專業孚則，而作為保良局屬下教職

員，應遵孚保良局頒佈之「員工行為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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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教職員行為守則  

 

保良局為香港主要辦學團體，社會對局方學校及教職員均有高度期望。保良

局相信高質素教育團體是提供優質教育的根基，因此非常重視教職員質素

及行為操守。為配合保良局對屬校教職員在行為操守的要求，並因應社會發

展，法團校董會／校董會現制定符合法律及為社會接受的教職員行為守則，

為學校教職員訂定行為標準。  

 

目的  

1.  建立教職員行為標準，讓教職員嚴格遵守學校頒布所有之章則並切實執

行，以誠實可靠的態度工作。  

2.  讓學校有清晰指引處理教職員行為問題。  

 

適用範圍  

本守則適用於學校所有全職及兼職的教職員，另本校教職員亦須受《教育條

例》、《資助則例》監管，同時亦須按教育局發出的《學校行政手冊》及相

關指引及通告執行學校的管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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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態度  

所有教職員均須嚴格遵守法律及維持專業道德標準，亦必須明白及遵守本

行為守則。  

履行保良局服務宗旨  

保良局一直本著「保赤安良」的宗旨，以現代化及高效的管理模式，為社會

提供優質、專業及多元化的服務。故此教職員應本著保良局服務精神，以多

元進取、善用資源及愛心關懷的態度提供服務。  

高度誠信  

教職員在公在私，均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誠信，以維護教職員的專業，及保障

學校、家長及學生的利益。  

誠實、認真及守時  

教職員須以誠實、主動、勤奮、有責任心及不斷改進的態度工作。此外，教

職員於工作時間內不應提早離開或延遲返回工作崗位。  

受眾導向  

保良局為社會服務機構，為不同階層人士提供適切服務，故此教職員須了解

及愛護服務對象，以其為本。  

團隊精神  

教職員之間應互相體諒，融洽相處；並應衷誠合作以完成工作目標。教職員

與管理層之間亦應互諒互讓、互相配合，以學校及學生的福祉為依歸。  

 

專業操守  

1.  保良局及本校對教職員的行為操守及工作表現寄予甚高期望，教職員應

時刻恪守專業誠信以符合教育界認同的行為標準、道德水平及社會責任。

若涉及失德行為而損害學生利益，及／或令保良局及／或學校聲譽受損，

校方定會採取嚴厲的紀律行動。  

2.  教師應遵照《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由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抽印），履

行對專業的義務，包括對學生、同事、僱主、家長及公眾的義務。在未

經保良局及／或學校批准下，教職員不可以保良局或學校名義舉辦或參

與任何活動。  

 

與學生關係  

1.  教職員應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以引導學生健康成長。但如非必要教職

員應避免與學生身體接觸，或與學生單獨會面或相處。若有實際教學／

訓輔需要，亦宜於較公開的地方如課室、特別室進行，並在可能情況下

保持房門打開，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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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未經學校批准下，教職員如非必要不應於課外時間私自組織與教學無

關的學生活動或單獨約會學生。  

 

政治立場  

1.  保良局及本校並無政治立場，期望教職員與學生討論問題時，保持客觀，

以理性及持平開放態度教導學生，致力培養學生尊重不同觀點，具備多

角度思維及獨立思考能力。   

2.  教職員絕對不可透過本校任何通訊平台（包括但不限於學生及家長）發

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息。  

3.  教職員不應透過私人通訊平台，向學生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息，

以免影響學生的獨立思考與判斷。教職員亦應盡量避免透過私人通訊平

台，向與工作有關持分者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息，以免造成該

等人士對辦學團體及本校不必要的誤解。  

 

防止賄賂及接受利益  

防止賄賂條例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9 條，凡學校僱員未經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批准而

因工作關係索取或接受利益，均屬違法。根據該條例的規定，「利益」一詞

（定義見載於附錄一）包括金錢、饋贈、貸款、費用、報酬、職位、受僱工

作、合約、服務及優待。  

接受利益  

1.  除本守則內的規定外，教職員不得向任何與學校有業務往來的人士 (例

如：學生、家長、同事、供應商、承辦商、教科書出版商或書商 )索取或

接受任何利益。  

然而根據以下因素考慮：  

(a)  接受饋贈並不影響該教職員原有工作決定。  

(b)  教職員不因接受饋贈而須為饋贈人做任何事情及／或給與饋贈人

任何額外優惠。  

(c)  教職員所接受的饋贈與其他外界人士在同樣情況下所接受的饋贈

相同。  

(d)  不接受該饋贈被視作不禮貌或有違社交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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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及學校批准教職員接受 (但不得索取 )由饋贈人自願送贈的下述

利益：  

(a)  個別學生或家長送贈的禮物，但價值不得超逾 100 元，至於一些

沒有「重售價值」的禮物 (如花束、紀念牌匾等 )則不受此限。惟教

職員應向學生或家長強調節約及鼓勵環保，並盡量婉拒接受。而

在同一學年內，亦不可接受相同的學生或家長送贈禮物超過 2 次；  

(b)  個別學生或家長送贈的食物 (如月餅、水果、糖果等 )，但價值不得

超逾 500 元，並應盡量與學校員工共同分享；  

(c)  由家教會／校友會送贈的食物 (如月餅、水果、糖果等 )，但價值不

得超逾 500 元，並應要與學校員工共同分享；  

(d)  退休或離職時，家長、同事、學生或舊生送贈的禮物，但每人所

送贈禮物的價值不得超逾 1,000 元。  

教職員如欲接受不屬上述範圍的利益，必須在事前經校長取得保良局教

育總主任兼校董／校監批准。不過，如以私人身分接受利益，而接受的

利益與學校職務無關  (即送贈者與本校並無關係 )，則不受限制。如有任

何疑問，最適當的做法是經校長徵詢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校監的

意見。  

2.  除上述第 1 點所述學校批准教職員接受利益的情況外，教職員絕對不可

接受任何人士就下列事項所提供的利益，而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亦不會

予以批准：  

(a)  學校教職員的聘任或晉升；  

(b)  學生的取錄或升級；  

(c)  舉行任何測驗或考試；  

(d)  為校內學生進行補習；  

(e)  提名教職員或學生參加訓練課程或往海外受訓、接受獎學金或其

他學術獎勵；  

(f)  提名學生入讀其他教育機構或大學；  

(g)  給予個別人員而非給予學校的捐贈；  

(h)  或承辦商給予個別人員、部份人員或全體教職員而非給予學校的

折扣、佣金或禮物；  

(i)  因使用校舍或學校設施而給予個別人員而非給予學校的費用；及  

(j)  由供應商、承辦商或其他與學校有公事往來的人士贊助，提供給

學校教職員的旅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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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教職員代表學校收取已經獲教育局或校方核准的收費，如報名費

／註冊費／考試費等則不屬接受利益。至於學校可否接受由持分者或外

界給予的捐贈；或由供應商／承辦商給予的折扣、佣金或禮物，則應遵

照保良局教育事務部行政指引第 3/2006 號「有關屬下學校要求、接受

及使用外界捐贈事」或更新版辦理。  

 

利益衝突  

1.  教職員應避免處理與學校利益有衝突的業務、投資或活動。附錄二列舉

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以供參考。  

2.  「利益衝突」是指校方的利益與教職員本身或以下人士的利益有所衝突： 

‧  他的家人及其直系親屬 (包括員工之配偶、父母、兄弟姊妹、

子女及配偶之父母及兄弟姊妹 )；  

‧  他的私交友好；以及  

‧  有恩惠於該職員的任何人士，或該職員對其負有義務的任何

人士。  

教職員被指派處理校務時，如有實際的利益衝突或表面看來是利益衝突

的情況，應以書面經校長向已獲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授權的保良局教育

總主任兼校董申報 (申報書樣本見附錄三 )，並避免處理有關事務或遵照

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的指示辦理。  

其他可能涉及利益的事項  

1.  教職員在任何情況下如未經授權，均不得洩漏任何機密資料 (包括試題

在內 )。  

2.  教職員絕對不得挪用學校財產。  

3.  教職員不得揑改文件及提交虛假帳目，否則可能會根據《防止賄賂條例》

受到檢控。  

4.  教職員或其直系親屬不得接受或透過與學校有業務往來的人士或機構

的協助 (包括供應商、承辦商、及家長等 )，取得貸款。但此項規定不適

用於一般銀行貸款。  

5.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的規定，款待並非一項利益。不過，為避免任何

表面看來是利益衝突的情況，教職員不應接受與學校有業務往來的人士

任何奢侈或頻密的款待。  

6.  教職員應避免與學校有業務往來的人士進行賭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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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  

平等機會  

保良局尊重平等機會及遵守所有涉及平等機會的條例，例如《性別歧視條

例》、《殘疾歧視條例》、《家庭崗位歧視條例》及《種族歧視條例》。學

校教職員不應因歧視而喪失機會，並能於公平及公正的情況下發揮而受惠。  

有關平等機會委員會所發出所有涉及平等機會的條例，例如性別、殘疾、家

庭崗位及種族等歧視條例之內容及釋義將作為保良局於平等機會守則之指

引。  

教職員責任  

教職員應切實執行以上條例以維持工作環境不受性別、殘疾、家庭崗位及種

族等歧視而影響。如教職員於在職期間被發現違反以上歧視條例，校董會或

法團校董會將按情況作出處分。  

申訴程序  

1.  遇有在僱傭範疇內出現性騷擾、對殘疾人士騷擾或中傷殘疾人士、對教

職員的家庭崗位、種族有歧視的情況，學校教職員有權向校長或校監報

告及投訴。  

2.  保良局及學校會確保所有申訴程序內的資料均絕對保密，有關教職員亦

絕不會因作出申訴而受處分，保良局及學校會公平和公正處理申訴個案。 

3.  教職員亦可直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投訴或向地方法院提出訴訟。  

 

教職員兼職／職外活動  

原則  

1.  凡受僱於本校的教職員，如非事先獲得批准，不得兼任其他受薪職務，

或在辦公時間內參與職外活動。  

2.  教職員所申請的職外活動不應與現職工作有任何利益關係，如教職員發

現活動中與其現職有利益衝突時，應即時停止職外活動。  

3.  如教職員因參與職外活動而影響日常工作表現，校方有權要求教職員立

即終止其職外活動。  

4.  所有兼職／職外活動應以符合公眾利益及與能發展教職員專業才能為

最重要考慮因素。  

申報程序  

1.  教職員須每年就有關利益、公職及職外活動作出申報，新聘教職員需於

到職後一個月內申報。現有教職員如有更改應於一個月內更新申報記錄，

否則不用再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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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聘教職員如無上述事項申報者，亦應於表格上簽署並交由校長簽署確

認後存檔。  

3.  公職活動  

教職員如因具專業知識而獲邀在辦公時間內進行社會服務，或與保良局

／校方無關或非因出任職位需要的活動，屬公職活動。  

教職員必須在參與活動前填寫「利益／公職／職外活動表」申報該活動

的詳細資料及參與的理由，並呈校長轉呈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審批。

審批考慮因素：  

(a)  申請公職活動的教職員必須於學校服務一年或以上，工作表

現良好；  

(b)  該項活動與教職員的專業有關；  

(c)  該項活動符合公眾利益；  

(d)  教職員參與該項活動對其工作構成的影響屬可以接受程度。 

4.  校外受薪兼職  

教職員在學校工作以外的受薪職務，包括參與政府部門或其他紀律部隊

的工作、擔任私人補習教師，或自營業務等，均屬兼職。  

教職員如申請校外兼職，應填寫「員工兼職請准表」，並呈校長轉呈保

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審批。審批考慮因素：  

(a)  申請兼職活動的教職員必須於學校服務一年或以上，工作表

現良好；  

(b)  兼職工作於性質及時間上與教職員校內的工作不應有任何

抵觸；  

(c)  全職教職員申請的兼職工作每週不應超過  6 小時。在特殊

情況下，兼職每月總計不超過 30小時亦可獲考慮；  

(d)  審批最長有效期為一年，期滿後教職員須再行申請。  

5.  校外兼職義工  

凡不涉及僱傭關係、亦無工作報酬、並於工餘時間進行的活動，毋須請

准或呈報。惟教職員發現活動對其現職有利益衝突或對工作有影響時，

應即時停止職外活動。  

6.  如申請教職員未能符合以上各項有關之條件，原則上不應予以批准。情

況特殊者，由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呈保良局行政總監兼校董審批。  

以上所申報的個案如有問題或違規，校方將上呈保良局行政總監兼校董

審批，再按情況呈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考慮及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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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紀錄  

1.  在招聘過程中，教職員必須在「職位申請表」中申報其個人的刑事紀錄。  

2.  受聘期間，教職員如遭刑事起訴（包括在正常辦公時間以外觸犯的罪行，

無論該罪行與其職責是否有關），必須即時向校長主動報告。  

3.  若教職員涉及嚴重罪行，校方可於刑事法律程序進行期間暫停其職務。  

4.  學校得悉教職員涉嫌干犯嚴重罪行，須向教育局呈報。  

 

借貸金錢及破產呈報  

1.  教職員之間及與服務對象不應進行任何借貸活動。雙方應避免借款或成

為對方的貸款擔保人。若被校方發現，教職員將以操守問題被紀律處分。 

2.  教職員在職期間如自行申請破產或由法庭頒發破產令，須儘快向校長呈

報，個案將經校長通知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並呈保良局行政總監兼

校董及校監察閱。  

 

記錄與文件  

教職員須確保所有提交予保良局及學校的任何記錄、賬目或其他文件，其內

容對所載事件或商業交易須如實報告，否則可能觸犯《防止賄賂條例》。  

 

賭博活動  

教職員應避免與服務對象／與校方有商業活動往來的人士進行賭博活動，

而若在社交場合中與服務對象、承包商或供應商參與有賭博成分的遊戲，應

先判斷是否恰當，如注碼金額過高，則應退出。  

 

版權法  

版權是賦予原創作品擁有人的權利，此可存在於文學作品如書本、報章、電

腦軟件、音樂作品及互聯網傳送的資料上。尊重知識產權，在工作上避免使

用侵犯版權物品，是保良局的政策，教職員須嚴格遵守保良局就《版權條例》

而發出相關的遵守規定，任何人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複製、發行、公演、改

編及廣播任何擁有版權的作品均屬違法。故此，教職員於公事上應謹慎使用

原創作品及由其衍生之版權作品如錄音製品、音像製品。如未經原創者及學

校同意，教職員被發現於辦公室內擅自抄襲、複印、改編或廣播保良局或學

校所擁有之版權作品 (包括原創作品及其衍生之版權作品 )，校方將按情況予

以紀律處分，甚至交由警方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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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處理  

教職員須愛護學校資產，所有公物應只運用於公務上。教職員不應因私務擅

自取用學校物資及器材。如發現公物被盜竊／損毀，校方將交由警方處理。

此外，教職員有責任妥置其私人財物。  

 

資料處理  

教職員應以謹慎態度處理保良局及／或學校任何資料並只應運用於公務上。

教職員在受僱或非受僱期間亦不應洩露保良局及／或學校任何機密資料，

或向任何未被授權人士透露資料內容。每位可接觸或管理機密資料的教職

員，均須採取足夠措施以防止資料被濫用或錯用如洩露資料以換取報酬或

損害保良局及／或學校利益。若保良局或校方發現資料外洩，有關教職員將

會被紀律處分，嚴重者或會被解僱。  

 

教師對外發表聲明或接受訪問之指引  

教職員在未獲保良局及校方授權下，不得以保良局或學校代表名義對外發

表聲明或接受傳媒採訪。如發表或訪問內容與學校事務或保良局立場無關，

教職員則須申明屬個人意見，毋須知會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  

若受訪地點於校園內，則不論發表內容與學校事務或保良局立場有否關係，

教職員亦須預早經校長向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兼校董申請，尋求批准。  

 

遵守守則  

1.  學校每位教職員都有責任瞭解及遵守本守則的內容，校長亦須確保教職

員充分明白及遵守本守則和紀律的標準和要求。  

2.  任何教職員違反本守則，均會導致紀律處分，嚴重者更可能被學校終止

職務。若校方懷疑該違規事件涉及觸犯本港法例，學校將按情況向有關

當局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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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家守則： 
 
1. Introduction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s (EPs) should adhere to the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adopted by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In all their work EPs shall value integrity, impartiality and respect for 
persons and evidence and shall seek to establish the highest ethical 
standards, whether in research, teaching, publishing or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Ps endeavour to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competence in their 
work. They provide services to clients onl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competence, based on their education, training, supervised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Because of their concern for valid evidence, EPs shall ensure that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n keeping with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ientific integrity and shall endeavour to conduct their research, 
teaching, publishing and treatment of clients in the light of current 
work in the field. 

 Taking account of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law, EPs shall hold the 
interest and welfare of those in receipt of their services to be 
paramount at all times and shall ensure that the interests of 
participants in research, whether animal or human, are safeguarded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EPs shall endeavour to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to 
make such knowledge as widely available as possible. 

 
2.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RIGHTS OF CLIENTS 

 This section falls into two parts: (a) The Rights of Clients who are 
themselves responsible for arranging the services; and (b) The Rights 
of Clients who make arrangements for services on behalf of others. 

 THE RIGHTS OF CLIENTS WHO ARE THEMSELVES 

RESPONSIBLE FOR ARRANGING THE SERVICES 
 The Clients retain all their rights under the law. 
 The Clients have the right to confidentiality, both with regard to 

arrangements for the service and to the outcome of th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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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lients have the right to as complete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bout the aims and purposes of the procedures and about their 
results and outcomes - information which must be conveyed to 
the Clients in a language and manner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heir background and abilitie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Client, the aims 
and purposes of the services provided must be mutually agreed 
and limited beforehand between the EP and the Client. 

 The rights of clients to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should 
be respected, as should their right to hold diverse opinions and 
values which differ from the EP's own. 

 THE RIGHTS OF CLIENTS WHO MAKE ARRANGEMENTS FOR 

SERVICES ON BEHALF OF OTHERS 
 Where the role of Client is filled by individuals who have the legal 

authority to order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for another person, the 
Clients have the right to obtain those results which are strictly 
related to the purpose of the procedures and services provided 
for the welfare of that person. Such information must be 
conveyed to the Clients in a language and manner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heir background and abilities. 

 In arranging session(s) with Clients on behalf of other persons 
and hence limiting the rights of these persons, great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impressing upon the Clients the need for continued 
confidentiality in relation to all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the persons 
being examined.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being provided with 
services, the aims and purposes of such services must be 
mutually agreed and limited beforehand between the EP and the 
Clients making the arrangements on behalf of the person.  

 In making arrangements with the Clients for the services to be 
provided for the person in question arrangements which of 
necessity limit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for whom the services are 
being provided, great care should be taken not to infringe any 
other rights under the law of such person. 

 The person for whom the services are being provided has the 
right to confidentiality, both with regard to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vision and to the outcome of th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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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erson being provided with services has the right to full 
information about the aims and purposes of the procedures and 
their results and outcomes - information which must be conveyed 
to such person in a language and manner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his/her background and abilities. 

CONFIDENTIALITY 
 EPs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preserve the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acquired through their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o protect 
the privacy and rights of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about whom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or held. In general, and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law, they shall take care to prevent the identity of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or participants in research being revealed, 
deliberately or inadvertently, without their expressed permission. 
 EPs shall inform a person being provided with services of any 

known possible limitations in the setting for maintenance of 
confidentiality with regard to 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 

 EPs shall inform a Client, who has ordered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s for another person, of any known possible limitations in 
the setting for the maintenance of confidentiality with regard to 
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where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to 
raise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safety or interests of clients, or about 
others who may be threatened by the client's behaviour, EPs shall 
take such steps as are judged necessary to inform appropriate third 
parties even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lients. Wherever 
possible, EPs shall consult an experienced and independent 
colleague beforehand. 

 EPs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inform colleagues, staff and 
trainees with whom they work of the need for confidentiality regarding 
any information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the provision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s. 

OBTAINING CONSENT 
 EPs shall normally carry out investigations or interventions only with 

the valid consent of the subjects or clients, having taken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ensure that they have adequately understood the 
nature of the proc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or intervention. 

 Where it is necessary not to give full information in advance to those 
participating in an investigation, EPs shall provide retrospectivel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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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information about the aims, rationale and outcomes of the 
procedure as is consistent with a concer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articipants. 

 EPs shall recognize and uphold the rights of persons whose capacity 
to give valid consent to interventions may be diminished, including 
persons in the care of an institution or detained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EPs shall recognize and uphold the rights of subjects and clients to 
withdraw previously given consent to investigations or interventions or 
other professional procedures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such 
procedures. 

 All monitoring and all video or photographic recordings of professional 
procedures involving other persons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explicit 
agreement of the participants or legal guardian, both with regard to 
the making of the recording and to the subsequent conditions of 
access to and use of it. 

MAINTENANCE AND ACCESS TO RECORDS 
 EPs shall only record information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provision 

of continuous and coordinated services by all parties concerned. 
 EPs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ensure that records over which 

they have control remain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only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s of those to whom they refer, and to render 
anonymous or to destroy any records under their control that no 
longer need to be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for these purposes. 

 EPs working in an agency shall attempt to ensure that a policy be 
established with regard to the retention and disposal of records and 
that such policy is in line with the policy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with 
the principles acceptable within this Code for the proper 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ity. 

 EPs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of any 
records they have obtained, including records held on computers, and 
where they have limited control over access to such records, they 
shall exercise discretion with regard to the information entered in the 
record. 

 
3. TESTING AND ASSESSMENT 

 EPs when purchasing psychological tests and materials shall observe 
the restrictions on distribution and use laid down in thi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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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 shall not act as agents in procuring a test for an unqualified 
person or a person who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standards laid down 
in this Code. 

 EPs shall make every effort to preserve test materials as confidential 
documents. They shall endeavour to ensure that psychological test 
materials do not fall into the hands of unqualified persons. 

 EPs wishing to demonstrate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tests publicly 
shall use fictitious items resembling the originals, but not genuine 
items from the test. 

 EPs who demonstrate psychological material to students shall warn 
the students against using them except under supervision for training 
purposes, and shall recover material which might be so used. 

 EPs shall not divulge to any prospective test subject the creditable or 
optional responses on any psychological test. 

 EPs shall ensure that the highest standards are maintain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tests for use by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 

 
4.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ON CLIENTS 

 Test scores, like test materials, are released only to persons who are 
qualified to interpret and use them properly. Usually, an interpretation 
of test results rather than test scores themselves, is communicated. 

 All psychological reports, whether oral or written, shall be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s at issue and shall be expressed as 
simply and unequivocally as possible,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recipient. 

 Confidential materials about clients or subjects, which might lead to 
their identification, shall not be released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The above content is compil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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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社會工作者孚則： 
 

1. 前言： 

本守則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五零
五章﹚第十條，作為本校社會工作員的工作守則。制訂工作守則
實屬必要，「為了尌註冊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操守﹙包括關乎該等
操守的道德事宜﹚提供實務指引」，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批准及發
佈此工作守則。 

制訂工作孚則的主要目的是為保障服務對象及社會人士，亦藉此加強社

會人士對社工專業的信任和信心。 

 

2. 基本價值觀及信念： 

 社工的首要使命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 

 社工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價值和尊嚴，並不因任何人的家庭背景、種

族、國籍、性別、性傾向、年齡、家庭崗位、信仰、政治觀念、智能、

體能、社會及經濟地位、或對社會的貢獻不同而有所分別。 

 社工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發展的潛質，因而有責任鼓勵及協助個人在顧及

他人權益的情況下實現自我。 

 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 

 社工相信任何社會都應為其公民謀取最大的福祉。 

 社工有責任運用本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去推動個人和社會的進步，務求

每一個人都能盡量發揮自己的所能。 

 社工認同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會盡力加強人際關係，務求維持、促進及

提高個人、家庭、社團、機構、社群的福祉，幫助社會大眾預防及減少

困境與痛苦。 

 

3. 工作孚則： 

有關服務對象 

 社工首要的責任是對服務對象負責。 

 社工有責任讓服務對象知悉本身的權利及協助他們獲得適切的服務，且

應盡量使服務對象明白接受服務所要作出的承擔與及可能產生的後果。 

 社工應盡可能協助服務對象知曉在某些情況下，保密原則會受到規限，

並使他們清楚知道收集資料的目的和用途。在公開個案資料時，社工應

採用必要及負責任的措施，刪除一切可以識別個案中人士身份的資料，

並頇盡可能事先取得服務對象及社工服務的機構的同意。 

 社工不得濫用服務對象的關係，藉以謀取私人的利益。 

 社工不應與服務對象有性接觸。 

 如服務需要收費，社工應盡量使服務對象不會因經濟能力而不能及時獲

取所需要的服務。 

有關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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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應尊重其他社工、專業人士及義務工作者不同的意見及工作方法。

任何建議、批評及衝突都應以負責任的態度表達和解決。 

 社工應盡量與其他社工合作，提高服務的成效。 

 社工應向有關團體報告任何有違專業工作孚則而危害接受社會工作服

務對象利益的行為，並在有需要時維護那些受到不公正指控的社工。 

 社工尊重服務對象的選擇權，並不應在不尊重其他機構和同工的情況下

奪取其他社工之服務對象。 

 社工與共事同工合作之間所作的保密溝通，在未獲資料來源者明確同意

下，不可向服務對象透露有關其個人資料以外的溝通內容。 

有關機構 

 社工應向其僱用機構負責，提供具效率及效能的專業服務。 

 社工應作出建設性及負責任的行動，以影響並改善僱用機構的政策、程

序及工作方式，務求令機構之服務水準不斷提昇，及使社工不會因執行

機構的政策時而牴觸這份孚則。 

 社工在發表任何公開言論或進行公開活動時，應表明自己是以個人身份

抑或代表團體或機構名義行事。 

 社工不應在未經其服務機構同意下，利用機構與外界的聯繫，為個人的

私人業務招攬服務對象。 

有關專業 

 社工從事其專業工作時，應持著誠實、誠信及盡責的態度。 

 社工應持孚專業的價值觀和操孚，並提升專業知識。 

 社工對專業提出評論時，應持著負責任和有建設性的態度。 

 社工不可尌其專業資格、服務性質、服務方法及預計成效提供有誤導性

及 / 或不真實的資料。 

 社工有責任不斷增進本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社工有責任協助新加入社會工作專業的同工建立、增強與發展其操孚、

價值觀、與及專業上的技能與知識。 

有關社會 

 當政府、社團或機構的政策、程序或活動導致或構成任何人士陷入困境

及痛苦，又或是防礙困境及痛苦之解除時，社工認同有需要喚貣決策者

或公眾人士對這些情況的關注。 

 社工認同有需要倡導修訂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關之社會情況，促進社

會之公義及福祉。社工亦認同有需要致力推動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社

工不可運用個人的知識、技能或經驗助長不公平的政策或不人道的活

動。 

 社工認同有需要致力防止及消除歧視，令社會資源分配更為合理，務使

所有人士有均等機會獲取所需的資源和服務。 

 社工認同有需要推動大眾尊重社會的不同文化。 

 社工認同有需要鼓勵社會大眾在知情的情況下參與制訂和改善社會政

策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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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服務對象指現時正接受社工所提供的個人、小組、或活動程序等直接服務的人士，包括

其直系家屬及至親。 

註二：服務對象的利益應由社工考慮、平衡其服務對象的個人利益及其他有關人士﹙包括家庭

成員、機構、社群、社會等﹚的權益後，作出專業判斷。 

資料來源：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http://www.swrb.org.hk/chiasp/draft_cop_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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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孚則： 
 

4. 專業專業孚則： 

 提供護理服務時要尊重病人 / 護理對象及其家屬的尊嚴、獨特性、價

值觀、文化和信念。 

i. 護士頇承認並尊重每個病人 / 護理對象的獨特性和尊嚴，並因應

其需要提供護理服務。 

ii. 護士如因與個人信念有所抵觸而難以為病人 / 護理對象提供適當

護理時，頇向適當的人員尋求協助和意見。 

iii. 護士在計劃和施行護理時，要顧及和尊重病人 / 護理對象及其家

屬的意願和決定。 

 要把籍專業身分取得的個人資料保密： 

i. 護士頇確保病人披露的機密資料僅用於病人 / 護理對象披露等資

料時的指定用途。 

ii. 護士頇把從事專業工作時取得的資料保密，除非得到病人 / 護理

對象同意或在特殊情況下，例如經法庭頒令等，否則不得披露該等

資料。 

iii. 如需利用病人 / 護理對象的個人資料作教學、研究或質素保證程

序的用途，護士頇小心將病人 / 護理對象的姓名和私隱保密。 

 提供護理服務時要確保病人 / 護理對象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決定，並

且要保障病人福祉。 

i. 護士要盡其所知向病人 / 護理對象及其家屬提供準確和相關的資

料，以助他們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判斷和決定。 

ii. 如果病人 / 護理對象有精神上的缺陷或不能決定或表明其選擇接

受的護理 / 治療，護士頇盡力確保病人 / 護理對象的想法已透過

合適的代表提出。 

 要提供安全有效的護理服務： 

i. 護士在照顧病人 / 護理對象時頇提倡安全和有利於治療的環境。 

ii. 護士頇對個人作出的護理判斷和行動負責和作出交代。 

iii. 護士頇確保不會作出任何行動或疏忽職孚的行為，以致危害病人 / 

護理對象的利益和安全。 

iv. 護士在接受或委派職務或職責時，頇根據個人知識、資歷和能力作

出判斷。 

v. 護士頇與其他醫護人員合作，提倡更安全和有效的醫護環境。 

vi. 護士頇在實際工作環境中盡可能執行和保持最高的護理水準。 

vii. 護士不容忍和縱容任何可能危害病人 / 護理對象安全的行動。 

viii. 護士頇反對任何會妨礙病人 / 護理對象接受安全和適當護理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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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ix. 護士頇向適當的人員或主管機構報告任何不能提供安全和適當護

理的情況。 

x. 護士頇在醫護架構擔當恰如其分的角色。 

 要保持公認的專業水準： 

i. 護士有責任確保護理工作達到公認的專業水準。 

ii. 護士頇參與鑑定、施行和評估以驗證為基礎的工作方法。 

iii. 護士認同終身學習的需要並參與持續護理教育。 

iv. 護士頇積極定期汲取新知識及技能，以提高其專業能力。 

v. 護士頇在工作時注意職業健康及安全，並且遵孚有關的健康和安全

規定，以促進個人和同事在實際工作環境中的福祉和安全。 

 要促進護士與病人 / 護理對象有關係上的信任： 

i. 護士要促進與病人 / 護理對象及其家屬的治療關係，並保持警惕

不能濫用此關係。 

ii. 護士頇致力提高和珍惜病人 / 護理對象的信任，不得對病人 / 護

理對象構成生理或心理上的傷害。 

iii. 護士不得濫用病人 / 護理對象的財物。 

 要維護護士及護士專業的形象，拒絕收取任何利益。 

i. 護士頇拒絕任何人士為獲得優待而給予的禮物、好處和款待。 

ii. 護士頇確保其專業地位不會誤用於推廣商業產品或服務。 

iii. 護士頇確無其專業判斷不受商業因素影響。 

iv. 護士頇根據現行的法例及規例向適當的主管當局申報財務或其他

利益。 

 執行專業職務時要遵孚有關護理工作的香港法例： 

i. 護士頇遵孚有關護理和醫護工作的香港法例。 

 

5. 香港護士倫理準則： 

 尊重生命，提高生活質素。 

i. 護士應鼓勵個人、家庭及社區改善其生活質素。 

ii. 執行護理工作時，護士應確保病人 / 護理對象安全。 

iii. 護士應提供符合病人 / 護理對象及其家屬需要的護理、指導與諮

詢。 

iv. 護士應尊重瀕臨死亡者的意願，讓其安祥及尊嚴地辭世。 

 尊重個人權利和尊嚴： 

i. 護士應尊重個人的信仰、價值觀和風俗習慣。 

ii. 護士應保密和審慎地運用有關病人 / 護理對象的一切資料。 

iii. 護士應尊重病人 / 護理對象及其家屬的意願，鼓勵和協助他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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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實施護理。 

iv. 護士應採居適當行竻，積極維護病人 / 護理對象的權利和尊嚴。 

v. 護士應誠信自重，推己及人。 

 積極回應社會的需要，並致力與其他合作伙伴共建健康社會。 

i. 護士肩負推廣及提高普羅大眾的保健意識。 

ii. 護士應與社會大眾共負倡導和支持全民健康的責任，為實現「人人

健康」而努力。 

iii. 護士應與社會大眾共策良謀，善用資源，以達最佳的經濟效益。 

iv. 護士應按個人、家庭及社區的需要，與醫務及社會人士共同合作，

提供健康服務。 

 精益求精，保證護理質素。 

i. 執行職務時，護士應以科研結果為證據，實事求是，為病人 / 護

理對象謀福利。 

ii. 護士應靈活和積極地改善現有服務，以確保最佳護理水平。 

iii. 護士應運用專業判斷以接受職責和適當地將其任務委派他人。 

iv. 護士應肩負促進護理科研發展的任務，積極開拓及提高護理知識和

技能。 

 

 

 

 

 

 

 

 

 

 

 

 

 

 

 

 

 

 

 

 

﹙資料來源：香港護士管理局–香港護士專業孚則及倫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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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師孚則：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speech therapist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as six principle ethics with points of clarification. 
 
1. Principle of Ethics I  

Individuals shall hold paramount the welfare of persons served professionally. 

 Individuals shall use every resource available, including referral to 
other specialists as needed to provide the best service possible.  

 Individuals shall fully inform clients or their guardians of the nature 
and possible effects of the services.  

 Individuals shall fully inform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research or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nature and possible effects of these 
activities. Consent from subjects is necessary. Subjects shall reserve 
the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activity at any time.  

 Individuals shall provide appropriate access to records of persons 
served professionally.  

 Individuals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precautions to avoid injuring 
persons in the delivery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dividuals shall evaluate services rendered to determine 
effectiveness.  

 Individuals must not exploit persons in the delivery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accepting persons for treatment when benefit 
canno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or continuing treatment 
unnecessarily.  

 Individuals must not guarantee the results of any therapeutic 
procedures, directly or be implication. A reasonable statement of 
prognosis may be made, but caution must be exercised not to 
mislead person serves professionally to expect results that cannot be 
predicted from sound evidence.  

 Individual must not reveal to unauthorized persons any professional 
or personal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 person served 
professionally, unless required by law or unles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welfare of the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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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inciple of Ethics II  
Individual shall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dividuals engag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or supervision thereof shall 

hold the appropriate qualification.  
 Individuals shall continu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ir careers.  
 Individuals shall maintain adequate records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rendered.  
 Individuals shall provide appropriate supervision and assum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clinical services offered by support personnel, for 
instance, TAST.  

 Individuals when making recommendations for their subjects should 
not be influenced by concern for their own professional advantage or 
pecuniary interests. 

 
3. Principle of Ethics III  

Individuals' statements to persons served professionally and to the public 
shall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ture and management of 
communicative disorders and about the profession and services rendered 
by its practitioners.  
 Individuals must not misrepresent their training or competence.  
 Individuals' public statements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products must not contain representations 
or claims that are false, deceptive or misleading.  

 Individuals shall not make any public statements claiming any 
superiority for the member or any or all other members. 

 
4. Principle of Ethics IV  

 Individuals who dispense products to persons served professionally 
shall observe the following standards:  
 Persons served must be provided freedom of choice for source 

of service and products.  
 Products dispensed to the person served must be evaluated to 

determin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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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inciple of Ethics V  
Individuals shall hono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public, their profess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lleagues and members of allied 
professions.  
 Individuals shall seek to provide and expand services to persons with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handicaps as well as to assist in 
establishing high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such programs.  

 Individuals should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problems, and matters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dividuals should strive to increase knowledge within the profession 
and share research with colleagues.  

 Individuals should establish harmonious relations with colleagues 
and members of other professions, and endeavor to inform members 
of related professions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speech therapists, as 
well as seek information from them.  

 Individuals should assign credit to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a 
publication in proportion to their contribution.  

 
6. Principle of Ethics VI  

Individual shall uphold the dignity of the profession and freely accept the 
profession's self-imposed standards.  
 Individuals shall not engage in viola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Ethics or 

in any attempt to circumvent any of them.  
 Individuals shall not engage in dishonesty, fraud, deceit, 

misrepresentation, or other forms of illegal conduct that adversely 
reflect on the profession or the individuals' fitness for membership in 
the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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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治療師孚則： 
 

6. 基本道德原則： 

 尊重所有人士的權利和尊嚴。 

 服務顧客，不分社會地位、文化程度、宗教、政治、種族及國籍。 

 全心全力執行工作。 

 隨時隨地保持最高的專業水準，並力不懈、改進和擴展其專業知識及技

能。 

 明白其專業技能的範圍及局限、提供本身能力以內的服務。 

 在需要時，將其顧客轉交適當的健康護理人員。 

 在執行任務時，尊重他人對自己的信託，病人的事情共可與負責治療工

作的其他醫療人員討論。 

 尊重其化職業治療師和有關專業的人士，與他們合作，並於適當的情況

下，根據醫療判斷提供治療服務。 

 對計劃及提供充份的社會健康服務，保持積極興趣。 

 確保專業尊嚴不受牟利動機影響。 

 明白有責任向有關當局舉報非法活動或不道德行為。 

 確保不將任何需要具備職業治療師技術、知識及判斷的工作，交由一名

未符資格的人士執行，並確保其監管下或聘請的人士熟悉及有能力地執

行任務。 

7. 「專業上不當行為」的定義： 

 一名職業治療師在執行職務時，如有同業認為不名譽，或未能符合該同

業認為合理標準的行為或不作為，而這些同業均為能幹且具有良好聲

者，則當有「專業上不當行為」論。 

8. 可導致紀律研訊的違法行為或專業上不當行為： 

 本部開列可導致管理委員會採取紀律研訊的違法行為及專業上不當行

為，初步調查小組及委員會均屬准司法機構，因此本小冊無可能是一分

完整的專業道德孚則指南，亦不可能列舉足以導致紀律罪行的全部罪

行。本小冊謹係作指南之用。 

 委員會秘書於接獲有關一名職業治療師行為的報告後，首先交由初步調

查小組調查，並決定該有關專業人員是否向委員會答辯。 

 任何行為應否列為專業上不當行為，由委員會全權決定。經證實有專業

上不當行為後，委員會隨即評估該行為的嚴重程度，給予適當的處罰。

隨後，被告人亦可向上訴庭提出上訴。 

 職業治療師如欲尌困某個別情況而產生的專業行為問題尋求詳細的指

引，則應向所屬專業團體、本身的法律顧問或資深的同事徵詢。委員會

僅具准司法職權，因此並不能直接向個別人士提供指引。 

 以下各段所述的，是各種較為普遍，且足以導致紀律研訊的違法行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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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上不當行為。 

可判入獄的違法行為： 

i. 任何職業治療師，如在本港或其他地方犯有可判入獄的違法行為，

無論是否被判入獄，均頇接受紀律研訊。 

ii. 假如職業治療師在執行專業職務時，或對其病人或同僚，犯有刑事

欺騙﹙例如以欺詐手段獲得金錢或貨物﹚、偽造、欺詐、偷竊、猥

褻行為或毆打等罪行，委員會必定視作嚴重事件處理。 

對病人未能負貣專業上的責任： 

iii. 任何職業治療師，如未能負貣治療或照顧病人的專業責任，又或疏

忽職孚，則可能需接受紀律研訊。附錄 I 載有委員會認為可構成對

病人未能負貣專業上的責任的一些情況，但純供參考之用。 

酗酒或濫用藥物： 

iv. 任何職業治療師，如犯有醉酒或其他因酗酒或藥物所致的違法行為

﹙如在受酒精或藥物影響的情況下駕駛車輛﹚，可能頇接受紀律研

訊。 

濫用專業職位從而與他人建立不正當關係或通姦： 

v. 任何職業治療師，如濫用其職位，從而與其專業上有關係的人士發

生不正常或不道德的關係，或通姦，則可能需接受紀律研訊。 

濫用從專業上取得的秘密資料： 

vi. 任何職業治療師，如涉嫌不正常地、或大意地洩漏病人所透露的秘

密資料，或洩漏因臨牀調查或治療而獲取病人有關的秘密資料，則

可能需接受紀律研訊。 

廣告宣傳： 

vii. 不作自我宣傳，是所有專業一直以來維持的傳統。宣傳不但違反職

業治療師同業間，以及與其他有關專業間應相互遵孚的原則，且可

能對公眾構成危險。委員會認為，「廣告宣傳」一詞泛用以提高一

位職業治療師的知名度，使其在專業上有所得益的各種方法，不論

有關的宣傳工作是由職業治療師本人、其僱員、代理人或其他人士

進行。即使該名職業治療師實際上並沒有因宣傳而得益，仍不能以

此作為答辯理由。 

viii. 任何刊物如直接或間接，以任何形式，在本港或其他地方，刊登稱

讚職業治療師專業技能、知識、服務或資格的文章，或刊登該等資

料，安排刊登，又或其未能採取足夠措施阻止詃等資料的刊登，均

可視作犯有專業上不當行為論。 

ix. 任何職業治療師如准許、或未能採取足夠措施阻止其他人士直接或

間接，以任何形式，在本港或其他地方，刊登宣揚其在職業上的成

尌或服務的文章，可當進行宣傳論。此外，假如一間機構聘用職業

治療師或利用其專業服務，則宣揚該機構成尌或服務的文章亦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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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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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在決定有關職業治療師是否有專業上不當行為時，應考慮下述各

點： 

1. 宣傳的程度、性質及理由；及 

2. 安排宣傳是否為了專業或金錢上的利益。 

xi. 職業治療師如展示、傳閱或公開任何與其本身業務有關的告示或通

告，已超出當局在這方面所規定者，即可視作進行宣傳論。當局批

准的職業治療師告示或通告樣本載於附錄。職業治療師對於標誌、

名片、街道指南或電話簿所刊登的內容、通告及酒會等方面所需遵

孚的規則，分述如下： 

- 標誌：任何與職業治療師業務有關的標誌，其性質、位置、大

小或用字、如超出指示樓孙位置及其人口合理所需者，委員會

將不予批准。 

- 招牌： 

a. 一般準則：招牌只可在開業的地方展示。 

招牌不得裝飾華美，除在晚間或於黑暗地方外，不得使

用照明設備，而照明程度，亦以能顯示招牌上所載資料

為限。閃光招牌絕對不得使用。 

b. 所載資料：招牌上所載資料，只可包括： 

註冊職業治療師﹙或其業務所採用﹚的中英文名字 

「註冊職業治療師」一詞 

委員會認可的資格的中英文簡稱 

指示事務所在樓孙內位置的資料 

營業時間 

c. 定義：「招牌」一詞指註冊職業治療師向人標示其業務

的任何綜合告示。 

如招牌只有一面﹙即可從一個方向看到﹚，其面積不得

超過在該處設置招牌所規定的最大面積。 

如招牌有兩面﹙即可從兩個不同方向看到﹚，則該兩面

的總面積，不得超過在該處設置招牌所規定的最大面

積。 

如招牌有三面﹙即可從三個不同方向看到﹚，則該三面

的總面積，不得超過在該處設置招牌所規定的最大面

積。 

無論招牌有多少面，其表面的總面積不得超過在該處設

置招牌所規定的最大面積。 

d. 一般准予安設的招牌：註冊職業治療師均可在直接通往

其事務所的門上或其旁邊安設招牌一個，其面積不得超

過六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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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准予增設的招牌： 

 設於地下，可由行人路直接進入的事務所： 

招牌一個，頇設於二樓以下的位置，招牌上的字樣可

從街上看見。注意：此類事務所最多可安設招牌兩個。 

 設於只有一個公共入口樓孙內的事務所：招牌一個，

頇設事務所所在的一層，招牌上的字樣可從街上看

見。招牌一個，頇設於該樓孙公共入口一旁，招牌上

的字樣可從街上看見。注意：此類事務所最多可安設

招牌三個。 

 設於有多個公共入口樓孙內的事務所：招牌一個，頇

設於事務所所在的一層，招牌上的字樣可從街上看

見。招牌兩個，頇設於該樓孙其中兩個公共入口的一

旁，招牌上的字樣可從街上看見。注意：此類事務所

最多可安設招牌四個。 

- 文具等等：只有職業治療師的姓名，經委員會認可的資格與職

位的中英文名稱、執業地址、電話號碼及營養時間，方可刊印

於文具﹙即名片、信箋、信封、藥單通告等等﹚之上。此等文

具不應過於華麗，或加上顏色，或在業務上有討好之嫌。此外，

任何未經委員會認可的資格，或任何足以顯示其所擔任的名譽

或其他職位的資料，亦不得刊印於文具之上。任何職業治療師

將與職業治療無關或未經委員會認可的資料、未經委員會認可

的資格、外行人可能以為是代表另一項資格的資格領授機構名

稱的縮寫、已獲某等機構註冊的資料、有關臨床訓練課程或修

業期的資料等等，列於其文具上，均可視作犯有專業上不當行

為論。 

- 開業或更改執業狀況﹙例如遷址、更換合夥人或助手、更改電

話號碼等﹚的啟事，頇符合以下規定： 

a. 啟事最多可在兩份英文及兩份中文報章上刊登。每報章

只可刊登兩次，但頇在一星期內刊完。 

b. 任何註冊職業治療師，如在有關合夥人或助手的通告內

已宣佈開業，則不得另外再發出開業啟事。 

c. 註冊職業治療師在發出關閉分所的啟事中，不得提及其

本人仍然執業的其他事務所地址。 

d. 註冊職業治療師頇最少連續 12 個月未有在香港執業，才

可刊登「復業放事」。 

e. 在報章刊登的啟事必頇使用黑色字體，不得使用其他顏

色，亦不得有彩色裝飾文字、圖解及字句。啟事篇幅大

小必頇合理，最大不可超過 9 平方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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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道指南或電話簿登載的資料：這些資料只可用一般字體刊

印，並頇與招牌上所載者相符。至於在黃頁登載的資料，只可

按姓名筆劃次序排在職業治療師一欄內，不可載於其他部份。

凡付出金錢而在電話簿獲得額外刊登其他資料者，可視作進行

宣傳論。 

- 通告：職業治療師如將名片、啟事或其他形式的通告發給本身

並非註冊職業治療師的人士，可視作自我宣傳論。向自己的病

人發出遷址通告，則屬例外。 

- 款待：委員會認為，職業治療師在開業或遷址時，在其事務所

內舉行款待會，可能有自我宣傳之嫌，此舉亦不當。 

 在其他方面，例如職業治療師所寫的書籍、報章或雜誌刊登職業治

療師所寫的或有關職業治療師的文章、信件等，及職業治療師在電

台、電視或公眾場合的談話或露面，都可能引貣自我宣傳的問題。

在這些情況下，如果只是提及職業治療師的名字，不一定尌是宣

傳，但這個問題卻可由於刊印的資料或談話內容而引貣。 

不過，委員會認為職業治療師在接受電台、電視或一般報章訪問，

談及有關專業問題時，應將自己的身份保密，避免透露自己的姓

名，或讓人拍攝可顯露身份的照片；不過，身為政府、大學、專業

團體、醫院或團體正式發言人的職業治療師，在討論有關公益的事

情提及自己的資歷、經驗或其他資料﹙例如自己的執業職業治療

師﹚。 

職業治療師可在公眾場合﹙例如社團午餐例會﹚，向非專業人士演

講，而演講的內容頇限於一般的資料，而且共有舉辦社團的會員才

可獲得有關演講的通知。但演講內容不得在電台、電視或非專業性

報章報導。 

委員會認為報章在一般的報導中可提及職業治療師的名字。但不得

同時提及職業治療師的資歷、經驗或其他資料﹙例如自己是執業職

業治療師﹚，否則，該名職業治療師便視作違反專業道德論。 

在接受電台、電視、報章或記者訪問時，職業治療師應採取步驟，

確保自己不會違反道德孚則。 

 除下述情況外，職業治療師不得作宣傳： 

- 致函或探訪醫生或醫療機構；及 

- 於醫療及健康護理註冊刊物內刊登告示。 

對其他職業治療師的詆毁： 

 職業治療師必頇小心避免詆毁其他職業治療師的專業技能、知識、

服務或資歷，否則可能接受紀律研訊。 

兜攬生意： 

 任何職業治療師如其本人、僱員、代理人或其化人等為爭取病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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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兜攬生意，或與兜攬生意的人士或組織有聯繫或受其僱

用，均可導致接受紀律研訊。除在緊急情況下，委員會並不容許職

業治療師拜訪任何非其病人的人士或與其通話，以圖向其提供指導

或治療。此外，委員會又禁止職業治療師分發咭片以兜攬生意，但

應個別人士的要求而發予咭片者，則屬例外。 

如職業治療師與護養院、醫療保健組織或保險公司等機構有聯繫，

而此等機構刊登廣告，宣傳其所提供的臨床及診斷服務，但容許病

人自由選擇個別職業治療師，此舉並沒有違反專業道德。但委員會

要提醒職業治療師，如與一些刊登廣告，向公眾宣傳其所提供的臨

床及診斷服務，並為病人介紹職業治療師的機構或公司有聯繫，則

可視作兜攬生意論。此項規定並不阻止任何職業治療師或一組職業

治療師受僱於並不宣傳臨床或診斷服務的組織、公司或學校機構，

惟此等職業治療師的姓名只可由僱方提供予真正的僱員、學生及其

家人。 

錯誤引導及未經許可的字眼及啟事： 

 委員會特別提醒職業治療師，不得在招牌、文具、名片、信箋、信

封、評核表格及告示上，使用「專家」等形容字眼，亦不得提及其

職位、職業、名譽職位、工作經驗及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不予登

記或承認的資格。一份載有委員會認可資格及其中英文簡稱的名表

業已分發給所有註冊職業治療師。倘需要副本，可向香港職業治療

師管理委員會秘書索取。任何職業治療師倘使用的街頭或字眼，足

以表示其擁有的專業地位或資格，並非其真正所擁有者，則可視作

行為不當論。一般而言，委員會認為職業治療師如於執業時作出任

何行為，或將資料隱瞞，以致錯誤引導公眾，均可視作行為不當論。 

委員會提醒所有職業治療師不可於姓名之前或之後，加上任何專業

資格的中文名稱。姓名前後的中文字眼共限於「註冊職業治療師」。

至於獲委員會批准在招牌、信箋及名片上以中文刊登的專業資格，

則只可列於資歷一欄之內，但使用時，中英文字體大小必頇一致。 

不正當的金錢交易﹙與其他人士共分收費﹚： 

 凡將服務得來的金錢，與沒有參與該項服務的人士共分，均屬不道

德行為，而提供或收取回佣亦作同一論處，可能均頇接受紀律研

訊。職業治療師如果假公濟私，介紹病人使用與自己有利益關係的

器材，亦可視作行為不當論。 

監督方面的指引： 

 所有於第 II 部及第 III 部註冊的職業治療師，必頇在一名於第 I 部

份註冊的全職職業治療師監督之下工作。 

 於第 I 部註冊的職業治療師可將工作交託於第 II 部及第 III 部註冊

的職業治療師﹙視乎後者的經驗而定﹚，但仍需負貣有關治療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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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責任。 

故亂將專業職責交給未經註冊人士： 

 職業治療師倘將自己的病人故亂交給本身並非註冊職業治療師的

人治療，或視該人為註冊職業治療師而協助其治療病人，均頇接受

紀律研訊。 

未經適當的轉介而提供治療： 

 職業治療師應為由註冊醫生，或根據香港法例第 343 章診療所修例

第 8 條第﹙1﹚款於豁免診所註冊的人士所轉介的病人提供治療。 

﹙請注意，以上所述的豁免診所註冊人士獲准根據診療所條例在受

限制的情況下於豁免診所向市民提供醫療服務。診療所註冊主任可

視察及向他們服務的診所作出註冊管制，而他們並頇遵循一套專業

孚則工作。﹚ 

在緊急情況下，或某些情況下，例如擔任社會服務時，職業治療師

則可未向未經醫生轉介的病人提供治療。 

上列的指引只是說明職業治療師在這方面必頇遵孚一般習慣上的

行為孚則。 

結論： 

 委員會必頇強調：本孚則並未能將各類不當行為一一臚列，因為情

況會不時轉變，以致可能有新的專業上不當行為出現。任何職業治

療師，如果濫用特權與機會、疏忽職孚或違反專業道德，則可能遭

受檢控。 

 

 

 

 

 

 

 

 

 

 

 

 

 

 

 

 

﹙資料來源：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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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員工聘任 (2007 年 4 月修定) 

 

基本方針： 
1. 學校聘任教職員的原則： 

 學校任聘教職員及乃以教育統籌局資助例所列要求為依據﹙請參閱資助

例所 Part IV 及學校行政手冊 7.2﹚ 

 校方聘任教職員時，除符合最低受聘資歷外, 還會考慮以下因素： 

 持有教育專業資格﹙只教師適用﹚ 

 所授科目﹙只教師適用﹚ 

 工作經驗及態度 

 能力、專長及興趣 

 健康﹙通過醫生健康檢查及 X 光檢查﹚ 

 居住地區  

2. 教職員的委任及聘用的處理： 

 教職員獲聘任頇獲校董會批准。 

 校方乃按照教育規例第 76、77 及 78 條的條文、教育條例第 IV 部有關教

師的註冊的規定、資助則例所載的有關條文及教育統籌局局長不時發出

的指示，處理教職員的委任及聘用。 

3. 聘請程序： 

 學校把所有職位空缺在報章上刊登廣告。 

 收到申請信後，遴選委員會按既定的準則審核申請人資格，並約見進行

面詴選錄。 

 校長會同遴選委員會進行面詴，並填寫「求職者面詴記錄表」，紀錄求

職者的表現及面詴結果。 

 如屬合約聘用員工，可按面詴結果優先次序通知獲選員工成功獲聘。 

 如屬學校編制員工，頇安排校董會作第二次面詴。安排第二次面詴時，

學校最少頇安排兩位或以上求職者面詴，以便作比較遴選。 

4. 服務條件： 

 獲受聘之教職員頇簽署一份合約「保良局屬下政府資助學校教師聘

書」，及非教學職員頇簽署一份合約「保良局屬下政府資助學校非教學

職員僱用書」，合約內詳細說明受僱服務條件，經簽署後，雙方均頇遵

孚。 

5. 詴用期： 

 專業性教職員﹙教師、社工、言語治療師、護士及教育心理學家﹚受聘

後頇經詴用兩年，期滿方作永久聘用。但仍會根據個別教師的服務合約

或聘任書內有關終止聘任的規定。 

 非專業性教職員詴用期為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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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員工署任 / 晉升 (2007 年 4 月修訂) 

 

基本方針： 
1. 學校員工獲署任 / 晉升的原則： 

 一切乃按教統局特殊學校資助則例 Part III 及附件 5 辦理，以及學校行

政手冊 7.3，以公公開原則辦理。 

2. 所有晉升須經校董會批准及符合下列一般情況： 

 有關人員獲推薦晉升的較高職級，必須有空缺出現。 

 候選人須獲校董會同意下由學校遴選委員會推薦。 

 須曾接受教統局局長規定或可以接納的訓練。 

3. 除符合教統局的基本條件外，員工尚須符合本局附加的晉升條件如下： 

 在本局屬校服務連續三年以上； 

 在職期間，工作被認為滿意； 

 獲現任校長推薦； 

 甄選時再考慮： 

 過去之工作表現； 

 行政工作之潛力； 

 學養良好﹙包括個性、性格、進修﹚； 

 健康狀況。 

 其他特殊技能及年資。 

4. 保良局屬下特殊學校晉升 / 署任 / 改編職系工作流程： 

 按校方提供空缺資料，教育事務部發信相關學校﹙按需要由學校提供職

位晉升要求，例如：中學學位教師協助統籌新高中學制﹚，邀請教師申

請空缺； 

 校方接申請後，召開遴選委員會，決定是否推薦申請，並按需要列明推

薦與否原因； 

 校長面見申請人； 

 將所有申請﹙不論遴選委員會是否推薦﹚呈教育事務部； 

 教育總主任審閱申請後與校長溝通； 

 教育事務部安排所有申請人到局面詴，由教育總主任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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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辭職 / 終止受僱 (2007 年 3 月修定) 

 

基本方針： 
1. 辭職： 

教師如欲終止聘約，須依以下程序辦理﹙詳情請參閱保良局教師入職時的合

約﹚ 

 在詴用期首月內的任何時間以書面提出，無頇給予代通知金。 

 在詴用期的首月後提出，頇給予校方以書面一個月通知或一個月代通知

金。 

 在詴用期的後提出，頇給予校方以書面三個月通知或一個月代通知金。 

2. 解僱： 

學校解僱教師頇有適當及充份的理由，﹙詳情請參閱資助則 Part III 及、錄 8

及附錄 9﹚。倘教師觸犯刑事罪行而被判罪名成立，校方可立即予以解僱。 

3. 退休： 

根據資助則例的規定，教師頇於年屆六十的學年完結時退休，其他職員則於

年滿六十歲當天退休。 

4. 因健康理由而終止聘用： 

倘認為有必要因教師健康欠佳而終止聘用，有關個案須由政府醫

事委員簽發證明，尌終止聘用提供合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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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員工工作天輪值的安排 (2003 年 1 月訂定) 
 

目的： 
1. 編排及分配老師當值，以維持校內非課堂時間的秩序，確保學校運作順暢及

學生獲得適當的照顧。 

 

基本方針： 
1. 教師的輪值： 

 所有教師均有責任按校方指派輪值。 

 教師的當值由校務委員會負責編排，並於學期初派發教師輪值表。 

 當值的時段及崗位包括：總值、課前早值、小息值日、午膳值日、午膳

後值日、安排放學當值、放學後當值及假期當值。 

 遇有教師因事需更調當值，該教師頇自行安排調配，並頇事前知會校務

委員會主席。 

 如當值時學生發生意外頇即時處理，並填寫學生受傷 / 生病之記錄

冊。﹙步驟請閱 9.3﹚ 

2. 專業職員輪值： 

 社工、護士、言語治療師頇於每天上課前、小息、午膳及放學時間往接

觸學生，從而瞭解學生在課堂以外的行為表現。 

3. 替代教師當值的安排： 

 所有教師均有責任替代請假/缺席的教師當值 

 遇有當值教師請假，校務委員會主席頇儘早編排替代當值的教師。 

4. 值日工作範圍： 

總值： 

 由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上課時間及下午三時二十五分至三時四十五分的

時段於禮堂當值。 

 上午時段負責學生下車秩序、點算及登記乘車出席名單,並將總人數寫

於出席板上。如有校車遲到，頇知會指定工友帶領學生上課室。上課前

排學生集隊。 

 下午時段負責安排乘車學生上車、點算人數，確保上車人數正確，如有

否學生早退，頇知會司機。 

 記錄褓姆出席情況。 

課前早值 / 小息值日： 

 維持學生秩序。 

 其中一名老師指定負責安排學生集隊。 

 其中一名老師指定負責在小賣部當值﹙第一及第二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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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值日： 

 安排及協助學生進食，並維持秩序。 

 訓練學生進食。 

 照顧學生食藥。 

 維持學生秩序。 

午膳後值日： 

 按所屬組別為學生安排合適活動。 

 維持秩序。 

 點算學生人數，如人數不確，應即時處理。 

放學當值： 

 安排學生按車線安坐。 

 點算學生人數。 

 維持秩序。 

 協助學生排隊上車，確保所有學生上車並人數正確，當值至校車 / 褓

姆車開出。 

放學後當值： 

 由主任及學位教師職系人員負責。 

 一星期指定的一日於放學後留校當值至五時正。 

 看管於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後仍然留校的學生，至全部學生離校。 

 處理放學後有關學校或學生的突發事宜。 

 處理於放學後家長的投訴或諮詢事宜。 

假期當值： 

 由主任及學位教師職系人員負責。 

 於長假期時回校當值。 

 處理在長假期內外界的諮詢和突然事件，並把發生和處理事項記錄以便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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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非教職員逾時工作補償制度 (2003 年 6 月訂定) 

 

原則： 
1. 員工在日常工作至超逾下班時間，若非因特別需要，將不會獲得補償。 

2. 員工參加校內各項會議及活動之逾時工作，亦不會獲得補償。 

3. 員工參加任何培訓會議或課程之超時，亦不會獲得補償。 

 

逾時工作可獲補償之條件： 
1. 須事前由校長指派或批准；如事前無法預測者，亦須事後得校長認為合理並

予確認。 

 

逾時工作之補償方法： 
1. 逾時工作只給予補時，一般應在學校假期內補假，以免影響學校運作。 

2. 補假取用日期須經校長事前批准，原則上應避免因員工補假，而影響學校正

常運作。 

3. 本制度得視施行情況，隨時提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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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員工請假及外遊 (2007 年 4 月修定) 
 

員工請假： 
1. 一般原則 

校董會可根據《資助則例》、《僱傭條例》及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不時發

出的指示所訂明的條件，批准教學及非教學人員放取下列各類假期： 
 教師假期： 

 病假﹙有薪或無薪﹚； 

 產假﹙有薪或無薪﹚； 

 肺病特別假期﹙有薪或無薪﹚； 

 每學年至多 2 天的特別假期﹙有薪﹚； 

 預先獲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批准的進修假期﹙有薪﹚； 

 給予教師有薪假期以便出任陪審員或證人﹙有薪﹚；及 

 每學年缺勤最多 14 天以便出席特別活動，如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出

席國家國際會議或比賽，如亞洲運動會及奧林匹克運動會，或應邀

在國家 / 國際教育研討會上發表文章或演講，或參與民眾安全服務

隊、醫療輔助隊或輔助警隊的訓練及集訓營等 (有薪)。 

 專責人員假期 

 年假﹙有薪﹚； 

 病假、肺病特別假期及產假﹙有薪或無薪﹚； 

 出任陪審員或證人假期﹙有薪﹚。 

 非教學人員假期 

 根據《僱傭條例》而享有不同類型的假期。 

 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可享有的假期 

 可參照《資助則例》內有關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可享有假期的規定。

亦 可 參 考 附 載 於 《 學 校 行 政 手 冊 》 

(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79&langno=2)第 7 章附

錄 8(a)「資助學校員工可享有的假期」一覽表。如有需要，可向勞

工處查詢《僱傭條例》內有關假期的規定。 

 
請假程序： 
1. 病假： 

 請假當天必須於早上八時三十分前致電校長告假，並通知安排代課負責

人。 

 請假一天或以上必須呈報有效醫生紙，由校方安排其他老師代課。 

 請假連續三天或以上者必須通知校方請代課教師，並須呈報有效醫生証

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1879&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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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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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因病 / 事早退，必須經校長批准方可離校，並填寫早退表格註明早

退原因及時間。 

 如因覆診，須最少一天前呈有效覆診証明文件向校方申請病假。 

2. 事假： 

 須事前最少兩天前向校方申請請假，並填寫申請事假記錄表。 

 

員工外遊： 
1. 學校假期內，如教師離港往外地旅遊，而離港兩天或以上者必須向校方申

請，填寫「往外地旅行申請表」。﹙見附錄 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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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代課教師安排 (2003 年 1 月訂定) 
 

目的： 

代替缺席老師的職務，使學校的運作如常 

 

基本方針： 
1. 在下列情況下校方會聘請代課教師：﹙參閱資助則例﹚ 

 病假：經註冊醫生證明需請病假連續三天或以上者。 

 分娩假：根據資助則例獲批准的分娩假。 

 帶薪進修： 

 申請由教統局或其他認可機構舉辦為期三天或以上的進修課程，而

需佔用學校工作時間者。 

 申請尌讀在職特殊教育教師訓練班，可向教育署申請一全年代課教

師。 

 申請尌讀在職教師訓練課程而須外出實習，其間校方可聘請代課教

師。 

 無薪進修：若教師因個人進修向校方申請停薪留職而獲批准，則校方可

聘請代課教師暫代其教席。 

 特別事故：教師因特別事故而獲校監同意及教育署批准申請無薪事假超

過三天，校方可聘請代課。 

2. 在下列情況下校方不會聘請代課教師： 

 每年七月一日至學年完結，校方不再聘用代課教師，如有教師請假，只

可由校內同事分擔工作，長期病假的延續則例外。 

 申請連續病假少於三天者，將不獲安排代課教師暫代職務。 

3. 本校教師代課安排的原則： 

 請假一天以十節計算，上午請假計五節，下午請假計三節。﹙中午學生

午膳及午膳後活動計算在內﹚ 

 當天有三節空堂者作優先考慮代課。 

 請病假者翌日不被最先安排代課。 

 因回校進修老師實習而多得空堂者，將優先考慮代課，不作記錄。 

 進修老師於七月後返校工作將優先考慮安排代課。 

 請病假三天或以上有醫生紙，或請事假（紅、白二事），紀錄作參考。 

 當日只有一節空堂者，列入最後考慮。 

 請病假多者多代課。 

 公開病假及代課紀錄表，張貼教員室內供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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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員工考績 (2003 年 1 月訂定) 

 

目的： 
1. 協助教職員及學校行政人員發揮其優點及潛質，及改善其弱點。 

2. 校方可籍考績制度來表揚及鼓勵員工良好的表現，向指出有待發展的地方，

從而改善其專業水平。 

3. 幫助教職員策劃職業前途，並獲悉其發展。 

 

基本方針： 
1. 考績周期 

 觀課：每年最少一次 

 教師及專業職員自我評估：每年一次。 

 周年考績報告：每年一次。 

 校長、主任及委員會主席自我評估：每兩年一次。 

2. 評估範圍及程序 

 觀課 

 包括由校長、主任、教師組成小組觀課，同儕觀課。 

 觀課範圍包括課前的準備，上課時的表現及課堂後的評估和跟進。 

 被觀者於課後頇填寫自我評估紀錄表，以評估自己在該課節的表

現。 

 觀課者亦頇填寫觀課紀錄表，並尌該課觀察所得提出意見。 

 觀課後最少應在二天內進行討論，尌該課節提出值得學習或可改善

的建議。 

 教師自我評估 

 教師的自我評估範圍包括教學表現、學校工作 / 職務的推行、輔導 

/ 訓育及課外活動、專業精神、個人特質等。 

 專業職員的自我評估範圍包括其專業工作表現、職務的推行、個人

操孚及特質等。 

 每年與校長會談，尌該學年的表現、進修、考勤等交換意見，並為

未來一年訂定工作目標和專業之發展計劃。 

 周年考績報告 

 每年期終由校長、主任及各委員會主席填寫周年考績報告，並於九

月初呈保良局存檔。 

 校長、主任及委員會主席評估 

 由教師評估校長、主任及各委員會主席該學年之表現，並尌工作提

出改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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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閱文件 

 員工有權向校方索閱有關考績報告。如頇索取副本，頇以書面形式

向校方申請。 

4. 申訴程序 

 員工有權於面談後兩星期內，尌考績報告以書面形式向校長提出申

訴。校長於接獲申訴書後兩星期內安排會談。校董會保留最終的審

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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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員工專業發展 (2007 年 4 月修定) 
 
目標： 
1. 關注員工的專業發展，提昇教職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與時並進，以迎接教

育改革的趨勢，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原則： 

1.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政策的基本原則如下： 

 與其他專業人士一樣，教師應對自己的專業發展負責，終身學習； 

 教師有責任持續專業發展，以更新、豐富及擴閱本身的專業知識、技巧

及經驗，造福莘莘學子； 

 教師是學校群體的一分子，他們的持續專業發展對整所學校的集體智慧

有所裨益；而為同事的專業發展作出貢獻，實有助提升教師本身的專業

發展；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應顧及個人和學校的發展需要，持續專業發展的優

先次序安排應由個別教師與所屬學校議訂；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機會應反映其專業及個人需要的關注事項，以及教

師身處的專業發展階段。 

 

基本方針： 
1. 學校設「教職員培訓及發展小組」，主要負責教職員專業發展工作。 

2. 學校每年會定出三天進行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日，針對學校及教師的發展需要

安排相關主題的活動，此外，亦會因應需要安排專業發展活動於學校假期日

舉行。 

 

教師進修： 

1. 為提昇員工的專業發展，各教師及專業職員每年均須參與進修，包括出席研

討會、講座、工作坊等。而根據 2003 年 11 月發表的「學習的專業、專業的

學習」，所有教師均應在每個三年周期內，參與不少於 150 小時的持續專業

發展活動。 

2. 員工申請尌讀進修課程，而需佔用學校工作時間，必須向校方申請。 

3. 使用上課時間的進修課程必須與教學、學校行政或與教育專業有關。 

4. 去年曾申請報讀該課程者，則本年度不被優先考慮。 

5. 員工進修由行政小組進行遴選，基本考慮條件包括課程的適合性、個人專業

需要、教學表現、工作態度等。 

6. 老師進修期間之上下課時間和工作分配等均無特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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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師在課餘進修課程與教學、學校行政或與教育專業有關必須在每年的教師

考績表及教統局的 E-Service 內申報。 

 

教師持續發展計劃： 

1. 教師每年須根據「教師專業能力理念架構」，與校方商討制定個人專業發展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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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投訴處理 (2007 年 4 月修定) 

 

教職員投訴： 
1. 目標： 

使教職員於工作或與其他員工合作時遇到問題能有一申訴途徑，以加強各教

職員間的溝通，使工作更為愉快。 

2. 基本方針： 

 投訴者要盡量保持冷靜，依正途尋求解決方法。 

 校方對教師的投訴要保持客觀及中立的態度，而過程亦須保密。 

 投訴者要以事論事，避免作人身攻擊。 

 投訴途徑： 

 如投訴對象為教職員可向校長提出書面申訴。 

 投訴對象為校長可與校長直接反映及商討。 

 如對處理不滿意，可以書面形式﹙須署名﹚直接向保良局教育事務

部申訴。 

 如對申訴裁決不滿意，最後可各向校監及教育統籌局申訴。 

 投訴由「投訴處理專責小組」處理，成員必須廉潔、誠實、公正及遵守

保密原則；成員不得是事件的被投訴者，亦不可是導致投訴事項的任何

一方。 

 

家長 / 外間投訴： 

1. 目標： 

 致力保持學校服務的質素，迅速調查所有接獲或轉介的投訴，秉公辦理

實踐學校的辦學宗旨，服務承諾而努力。 

2. 政策： 

 迅速徹查所有投訴學校的事項，秉公辦理。 

 培養持續改善的大化，向家長、本校職員及關注學校服務之人士提供調

查服務。 

 提出預防及修正意義的措施及建議，為學校提供優質服務作出努力。 

3. 基本方針： 

 調查人員頇對調查期間及調查進行後知悉的事項保密。 

 獲委任的調查人員必頇廉潔、誠實及公正。 

 調查人員不得是案件的被投訴人，亦不得是導致投訴事項的任何一方。

由校方成立投訴處理專責小組處理家長 / 外間投訴或職員投訴。 

4. 處理不同形式的家長 / 外間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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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 

 電郵； 

5. 處理投訴的程序： 

 校方接到家長投訴，投訴處理專責小組開始運作，由校長召開會議，小

組成員了解投訴內容。 

 專責小組尌事件進行深入調查，並於需要時接見相關人士，一般情況

下，專責小組需於三個星期內向投訴者匯報調查結果及跟進安排，如事

件較為複雜，可於小組成員共悉下，匯報限期可以延長。 

 提供證供者需書寫證供作為正式記錄及正式文件證據。 

 專責小組如經調查後投訴事件屬實，需進一步商討處理被投訴者的方案

及提出預防措施。 

6. 專業小組處理投訴的流程圖： 

申訴 

 

接到投訴 

 

分類 

 

調查 

﹙搜集資料，面見相關人士﹚ 

 

召開會議作初期審查所得 

 

小組撰寫報告 

 

落實建議 

﹙定出改善建議，內部懲處被投訴者﹚ 

 

發出通知 

 

 

個案結束 

 

投訴人接納安排 

投訴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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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查結果分類： 

 無從追究 

 調查無法繼續，尤其是不能確認或追查被投訴人或真正投訴人的身

分，或是於後期得不到投訴一方合作的情況。 

 證明屬實 

 在無合理懷疑下或是在有確實、可靠或充分證實據支持下，證明指

控的不恰當事情屬實。 

 無法完成證實 

 雖有一些可靠證據支持所指控的事項，但不足以完全證明投訴屬

實。 

 另有別情 

 證實與所指控的事項有密切關連的另一不當事項。 

 無法證實 

 無確實、可靠或充分證據證明所指控的事項屬實；或是有確實、可

靠或充分證據來反駁指控。 

 投訴撤回 

 投訴自願撤回指控。 

 未能證實 

 無任何決定性的證據證明所指控的不當事項屬實，但於衡量相對的

可能後，其屬實的可能較高。 

8. 投訴處理專責小組職能： 

 召開會議商討調查方案及策略。 

 找出行政欠妥之處及職員行為不當的事件，並尌如何修正，預防或標取

紀律行動提出建議。 

 尌投訴事件進行調查，進行會見及搜集證據。 

 撰寫調查報告及備存有關記錄、文件或資料等。 

9. 委員： 

 主席：校長。 

 當然委員：校務主任、一名專責人員。 

 應邀委員：有關主任或部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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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教職員 / 家長的情緒： 

1. 基本方針： 

 經常留意教職員的情緒，如發現有問題可即時跟進或報告校方。 

 以鼓勵和接納的態度處理，多聆聽而不妄加批判。 

 一切均以保密為原則。 

 如發現當事人情緒長期受困擾者，在當事人同意下，可轉介專業同事跟

進，如教育心理學家、社工等。 

 與當事人會見時，避免單獨面談，應盡可能安排多一名同事在場，並作

紀錄。 

 

*參考教統局通函 259/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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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員工收授利益之規則 
 

   

 

   《詳情參閱後頁保良局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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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及措施 (2007 年 4 月修定) 

 

個人資料： 
1. 個人資料的定義 

 與一名在世人士有關的資料紀錄，包括文件、錄音帶、錄影帶、磁碟紀

錄等等，而 

 這些資料能識別有關人士的身份，能供處理及查閱 

2. 校內的個人資料包括 

 學生資料 

 學生個人檔案； 

 與學生會談後的記錄； 

 評估報告； 

 病歷； 

 家訪報告…等 

 教職員資料 

 教職員個人檔案； 

 履歷； 

 考績報告； 

 糧單； 

 公積金供款； 

 報稅單； 

 按揭津貼…等 

 

收集資料原則： 
校內各教職員於進行個人資料收集時，必須按照下列指引進行，以保障資料

持有人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所享之權益。 

1. 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必須有指定用途，須乎合目的而不超過實際需要。 

2. 收集資料時，必須有下列的聲明： 

 是次收集資料的目的； 

 資料可能被轉介的地方； 

 如未能提供有關資料可導致的後果；及 

 當事人有查閱有關資料的權利。 

3. 進行資料搜集時，不應有誤導或強迫成份。 

4. 所收集的資料，在未得當事人同意前，不能轉移。 

5. 資料使用者必須履行信守責任，將資料保密。 

6. 除非當事人自願，校方無權要求索取個別人士的身份證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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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須確保所收集資料的準確性。 

8. 須確保所收集的資料有妥善的保安措施。 

 
個人資料的處理﹙內部運作程序﹚： 

1. 有妥善的儲存地點及完善的保安： 

 教職員資料存放於辦公室內，由書記主管管理，任何人未經校長同意不

能隨意拿取查閱。 

 學生個人檔案資料存放於社工室內，除社工、護士、教育心理學家及有

關老師外，任何人不得隨便拿取查閱。 

2. 不可隨意漏露： 

 不可向公眾 / 不相關的人講述、宣揚…等。 

 不可把有關文件傳閱給不相關的人。 

 在借閱期間，查閱者不可在沒有看管下把資料隨意擺放在公眾容易接觸

的地方。 

3. 查閱資料的程序： 

 不可隨意拿取，須向校長 / 上級 / 負責管理的人員請示。 

 須填寫查閱記錄，如查閱 / 歸還日期。 

 借閱的資料任何時候均須在校內閱讀和使用，不能攜離學校。 

4. 資料傳遞的方式： 

 以封套包好予當事人。 

 如須簽閱時須確保與當事人無關的資料被遮蔽。 

 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下，不可把資料公開張貼在公眾地方。 

5. 資料用於其他用途須得當事人同意。 

6. 更新資料確保其準確性，校方有權要求教職員提供最新的資料，將不準確的

資料刪除。 

 

個人資料的一般用途： 
校方所持的個人資料，將可能用於下列用途： 

1. 教職員資料： 

 聘請； 

 晉升； 

 寫離職証明 / 在職証明； 

 報稅 / 申請按揭 / 公積金 / 申請保險或賠償； 

 推薦進修； 

 向教署填報資料； 

 填寫考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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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資料： 

 教學 / 輔導 / 問題處理參考； 

 安排轉介 / 出路； 

 參加活動 / 比賽填報資料； 

 向教署呈報資料； 

 提名申請獎學金 / 車船及書簿津貼 / 注射及保健； 

 處理健康問題時作參考。 

 

學校把個人資料轉移的對象： 
1. 學生資料： 

 教育統籌局； 

 社會福利署； 

 衛生署 / 醫院 / 診所； 

 中央檔案； 

 有關學校； 

 報名參加活動 / 比賽的機構。 

2.  教職員資料： 

 教育統籌局； 

 保良局； 

 報名參加活動的機構。 

 

教職員可查閱的資料類別及途徑： 

1. 個人資料和考績報告： 

 個別人士有權查詢自己的個人資料，以確定其準確性及可作出更改，他

亦可要求獲得這些資料的副本，費用則須自負。 

 查閱人須於合理的時間內向校長、上級或資料管理人提出查閱的要求。 

 查閱人本無權查閱與人力策劃、聘任、晉升遴選有關的事宜及在 96 年

12 月 20 條例生效前的個人資料。 

 第三者無權查閱其他人士的個人資料。 

2. 學生資料： 

 校長、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社工和護士等專業人員因應工作需

要，教師在教學/處理行為、健康…問題 / 輔導 / 安排活動和比賽等可

作查閱，其他一概無權查閱 

 查閱學生個人檔案須填寫檔案內的「查閱紀錄」，填寫借閱日期 / 歸還

日期及簽署。 

 借閱的資料任何時候均須在校內閱讀和使用，不能攜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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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借閱期間，查閱者不可在沒有看管下把資料隨意擺放在公眾容易接觸

的地方。 

 
家長可查閱的資料類別及途徑： 

1. 家長有權查詢其子弟的個人資料，以確定其準確性及可作出更改，他有權查

詢及獲得其子弟在校有關學習、活動、行為等的表現報告，以及健康紀錄、

智力評核報告等。 

2. 家長須於合理時間內向校方提出查閱要求，如要獲取智力評核報告副本，須

具書面列明原因向校方索取，並付行政費用$50﹙於 2007 年 3 月 14 日保良

局特殊學校第四次校長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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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處理超額教職員及申請提早退休計劃 

 (2006 年 3 月修定) 

 

目標： 
1. 致力保持校內和諧團結一致工作氣氛，為學校提供優質教育服務，教職員透

過「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下獲得最合其意願的安排。 

 

超額教職員： 

基本方針： 
3. 「超額」指在教統局編制內因縮班而出現過剩的常額教職員。 

4. 處理超額教職員，校方均抱「客觀、公平和公開」為原則，並設有上訴機制

來處理教職員的投訴。 

 

處理超額的原則： 
1. 遲來先走，如受聘日期相同，則依次以受聘時之考慮優先次序，簽約日期計

算。 

2. 學校的校本需要，如學科、行政、學校發展、中小學部：學校按學科、行政

及發展需要留下特別需要的教師，而當特別需要不存在時，便按遲來先走。 

3. 教職員工作表現。當教職員皆為學校的特別需要，則按工作表現。 

4. 主任同級計以最後升級，最先降級。 

 按遲來先走，主任與教師是分開排序，最遲升的主任會最早回降，但不

會被縮走，直至所有非主任教師縮班離校，才輪到最遲來的主任。 

﹙於 2004 年 3 月 17 日 “2003–04 年度「處理超額教職員的原則」特別會議” 通過﹚ 

 

申請提早退休計劃： 

基本方針： 

1. 學校以「公開」和「公平」的原則處理教師申請提早退休計劃。 

 

批審教師申請提早退休計劃之準則： 
1. 提早退休計劃詳情： 

 請參閱教統局通函第 64/2004 號或最新發放的通告。 

 

教師獲批參加提早退休計劃優先次序的準則： 
如教師申請提早退休計劃的人數多於學校獲批的限額，則以以下準則來決定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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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次序： 

1. 科目是否與學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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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所縮的班級是在中學部 / 小學部？如在中學部優先給予中學部而又

有兼教小學的老師。如在小學部優先給予小學部老師。 

3. 如以上兩點相若，以教師教學的服務年資較長者獲優先考慮。 

﹙小學教師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 “2005 年「資助小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特別會議” 通過； 

中學教師於 2006 年 3 月 21 日 “2006 年資助中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特別會議” 通過﹚ 
 

上訴機制： 
1. 校內上訴 

 教職員如有任何投訴，首先可於由正式通知日貣十天內交校長轉上訴委

員會提出書面上訴，並呈有效之證明文件。 

 上訴委員會成員由 5 名學校持分者所組成： 

 校長﹙主席﹚ - 主持大會，持一票投票權 

 校務主任 

 學校專業顧問﹙EP﹚ 

 家長代表 

﹙家教會執委會成員代表於舉行上訴前三天抽選﹚ 

 教職員代表﹙教師+專業﹚ 

﹙於舉行上訴前一小時抽選﹚ 

 上訴委員會須於接到教職員上訴後一星期內舉行上訴大會，分別邀請雙

方 / 各方﹙上訴者及上訴者認為該離校者，以下簡稱被上訴者﹚陳述意

見，並提交文件。 

 上訴委員會成員均有一票投票權，裁決以較多票數為決定的依歸。 

 上訴委員會主席於上訴大會三天內須書面把裁決結果通知上訴者及被

上訴者。 

2. 校董會上訴 

 上訴者如有不服須繼續上訴，可經學校連同有關文件以書面向校董會提

出。 

 

 

向上訴者 / 被上訴

者提問、查閱文件、

分析雙方陳述理

由。各持一票投票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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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處理性騷擾政策 (2009 年 9 月修定) 

甲.  目的: 

1. 性騷擾屬違法行為。本指引旨在配合本校的防止性騷擾政策，為本校各單位

提供套防止性騷擾的指引，並明確說明違法人士的責任、受性騷擾人士的權

利、學校的角色，以及防止性騷擾的一般守則。 

 

乙.  性騷擾的定義: 

1. 根據本港的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定義為:任何人對其他人作出不受歡

迎的性要求或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或他/她們作出其他不

受歡迎的涉及性的行徑，而這些行徑是一個合理的人應會預期該位受注視

的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脅。總而言之，任何以言語或肢體，做出有

關「性的函意」或「性的訴求」或性的行為，使得對象（受害人）在心理

上有不安、疑慮、恐懼、困擾、擔心等情況，均屬性騷擾。 

2. 性騷擾的另一個定義是: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製造一個在性方面有敵意或

具威嚇性的工作環境。例如：在男女同事共處在一個教員室的情況下，有

些同事展示露骨或色情的資料、說黃色笑話、談話粗鄙，以及使人反感的

涉及性的笑話或行為，甚或討論自己的性生活。 

 

丙.  作出性騷擾行為需負上的責任: 

1.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僱員如對； 

上司或準上司； 

同事或準同事； 

下屬或準下屬； 

學生或家長； 

合約同事 / 職工；及作出性騒擾，即屬違法。違法者除要負上民事法律

責任外，若有關行為涉及非禮、跟蹤、電話騷擾等更可能需負上刑事後果。 

2.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任何人明知而協助另一人作出性騒擾，須視為本

身作出同一行為。任何人如向另一人提供或邀約提供任何利益，或使另一

人遭受或威脅另一人遭受任何不利，以指示、誘使或企圖使該另一人對第

三者作出性騒擾，亦屬違法，需負上個人法律責任。 

 

丁.  校園性騷擾例子 

屬於性騷擾的行徑的常見例子： 

1. 主動作出的身體接觸或動作，例如: 拋媚眼、觸摸、揑抓或故意摩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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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體 

2. 觸摸或撥弄別人的衣服，例如: 掀裙子或襯衫或把手放進其口袋 

3. 追問或影射別人涉及性的私生活 

4. 盯著或色瞇瞇的看著別人或其身體 

5. 展示使人反感或含色情成份的資料或傳送涉及性的通信資

料，如信件、電話、報刊、電郵等 

6. 提出不受歡迎的要求以獲取性方面的好處，例如: 向對方示意如在性方

面予以合作或容忍其性要求，可助個人事業發展/學習/畢業。 

7. 不受歡迎的行為即使只發生一次也足以構成性騷擾。 

 

戊.  防止性騷擾的措施 

I.  學校的角色: 

學校除致力促進一個互相尊重的環境外，並盡力締造一個沒有性騷擾的

工作及學習環境，積極消除性騷擾。一般來說，學校的責任包括： 

1. 向新入職員工提供有關防止性騷擾的政策聲明及其他相關資料，作 

為入職簡介的標準項目 

2. 把有關舉報/接受和提出投訴的程序及指引應載列於員工手冊及服

務供應商的合約內 

3. 定期提醒教職員及學生有關學校防止及處理性騷擾的政策 

4. 張貼通告以發放有關資料 

5. 為一般員工提供對性騷擾課題認知的培訓，及鼓勵獲委任處理性騷

擾投訴的人員/教師接受適當訓練，以便能敏銳地處理有關性騷擾

的個案 

II.  教職員一般守則: 

1. 所有教職員在校內都不應向任何人展示含色情成份或不雅的書刋 

或資料，亦不應說涉及性的笑話，公然談論別人或自己的性生活。 

2. 提醒學校聘用的教練不可作出性騷擾的行徑。 

3. 所有教職員不應與學生單獨地在課室內進行任何活動，如有必要，

必須打開門窗，讓其他人士能知悉室內情況。 

4. 如非以學校通告，並獲校長批准之校外活動，學生與教職員間進行

的一切校外活動，校方將不負任何法律或保險責任。 

5. 任何人士應避免在課堂討論時，強行把討論內容轉為與性有關的話

題，而使不同性別的學生感到被冒犯。 

6. 經常留意個人的行為舉止，避免跟學生或其他教職員作出不必要的

身體接觸，以免造成誤會。 

7. 若被投訴語言或行為不當時，應樂意改變自己的行徑，並即時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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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被人指稱性騷擾。 

己.  處理性騷擾投訴機制 

I. 騷擾人士的權利及可以採取的行動: 

1. 根據經驗所得，及早要求性騷擾者停止有關行為，可能是有效的應

付方法。 

2. 在某些情況下，如對於並不知道本身行為冒犯了別人的性騷擾者而

言，投訴人可能會希望採取間接的非正式行動，與校長或行政人員

商討，由校長或行政人員向涉嫌的性騷擾者轉達信息，要求停止有

關行為。 

3. 投訴人有時可能希望正式投訴涉嫌的性騷擾者，但一旦某個教學/工

作範疇看來出現與性騷擾有關的問題，校長或行政人員有責任採取

預防或補救措施，以處理問題，例如：代投訴人向涉嫌性騷擾者指

出，他/她對投訴人作出的性騷擾行為不受歡迎，應該停止。 

4. 如投訴的對象為校長，投訴人可將其投訴直接交由保良局教育事務

部、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處理。 

5. 投訴人如認為應該將其投訴交由保良局教育事務部、校董會或法團

校董會，可直接具名致函予相關人士。保良局將按既定程序跟進，

並按事件之嚴重性作判斷，不排除在得到有關受害人或並家長同意

下直接轉交司法部門處理。 

6. 投訴人亦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尋求意見或作出有關性騷擾

的投訴。這類投訴應於性騷擾事件發生後12個月內提出。 

7.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由有關事件發生當日計24個月內，投訴人

亦可在區域法院提出民事法程序，對被指曾作性騷擾的人員提出申

索。如有關投訴已向平機會提出並已由平機會處理，則計算限期時，

可扣除平機會處理該宗投訴的時間。 

8. 投訴人如認為有關的性騷擾行為構成刑事罪行，可由警方舉報。學

校如獲悉有關投訴正由警方調查或由民事法律程序處理，便會停止

有關調查。 

 

II.  處理性騷擾的程序 
1. 學校處理有關性騷擾的投訴時，應注意以下的基本原則： 

• 處理投訴的方法應在學校政策中列明，或另載於申訴程序內。 

• 所有與性騷擾投訴相關的資料和記錄必須保密，只准按需要向

有關職員披露。 

• 立刻處理投訴，務求迅速解決事件。 

• 投訴人應受保護，以免因投訴事件而受害(根據有關條例第9

條，使人受害已是違法的歧視行為)，以及各當事人均應得到公

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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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投訴的過程不會讓投訴人不必要地承受更多困擾和蒙受更

大的羞辱。 

• 在處理投訴時務須小心謹慎，不要讓其他有關人士受到不必要

的困擾。 

• 學校應謹慎處理任何懷疑對學生或年幼學童作出性騷擾的個

案。無論投訴是否匿名，學校都可能需要尌有關投訴進行調查。 

• 學校應將有關處理性騷擾投訴的程序載列在其校本投訴政策

內，並讓所有員工和其他工作人員知悉。如投訴涉及學生，學

校應讓學生和家長清楚知道有關規則及處分措施。 

2. 在收到正式投訴後，學校的統籌人員應採取以下主要步驟處理投

訴： 

• 啟動內部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步驟 

• 將所有與性騷擾投訴的相關資料和記錄保密 

• 通知被指稱的騷擾者有關指控的詳情 

• 告知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會如何進行調查，以及誰人負責

處理有關調查； 

• 如有需要，可安排投訴人和被指稱的騷擾者在調查期間避免接

觸 

• 如有需要可提供支援及輔導，包括向家長/學生/員工提供有關

性騷擾的資料，並為他們解答問題或疑慮(例如他們被性騷擾時

應怎樣做)； 

• 接見投訴人，如投訴人是學生，可由家長或親友陪同會面； 

• 接見被指稱的騷擾者，如被指稱的騷擾者是學生，可由家長或

親友陪同會面； 

• 接見有關投訴的證人，或向他們錄取書面陳述； 

• 評估證據，並作出決定； 

• 擬備書面報告，以書面把調查結果告知有關人士； 

• 如有需要，諮詢平機會的意見； 

• 決定是否需要採取處分措施或其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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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6/10/2009 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