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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暨青年局為推動“以學校自

評為核心，結合外評的學校綜合評鑑

新模式”作準備。本刊非常榮幸能邀

請香港的教育專家，前任香港教育局

學校質素保證總主任，現職香港中文

大學學校發展顧問梁哲雲先生，就學

校自評的推行分享香港的經驗。

梁哲雲先生：自評是現今國際教

育發展的大趨勢，常言道“衣食足而

知榮辱”，當社會能確保所有學生都

得到學習的權利後，下一步便需要思

考如何才能提升教育質量。以香港為

例，以往一切的權力都集中在政府，

諸如學校的人事安排和添購設備等，

均需要經行政當局評核和審批，不利

學校的發展。政府應該要賦權，鼓勵

學校自主發展和自我承擔，給予學校

在制訂財政預算和課程設計等方面的

彈性。然而在賦權後，政府便需要監

督，進行督導視學工作。

以往的督導視學是一個診斷性的

工作，每所學校被督導視學均要間隔

多年，除非學校的表現非常不理想，

否則外評團隊不會短期內再次到訪該

校。當視學報告完成後，會將報告交

給分區同事跟進與負責，雖然分區同

事與學校緊密聯繫，但學校眾多，跟

進的力度始終未夠。因此，以往這種

學校發展與自評──
香港的經驗
採訪•整理 ∣呂達富   攝影 ∣李正華

請簡介香港推行學校自評
的背景、原因和目的。

序言

香港中文大學學校發展顧問
梁哲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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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式、監察式的督導視學未能發揮

其最大效用。正如牙齒保健一樣，每

一兩年檢查一次牙齒，發現蛀牙後，

進行修補工作，但重點應該是個人在

日常生活時如何護理牙齒，自己是需

要負責任的。學校亦應如此，故督導

視學逐漸發展成為以自評為核心的評

鑑工作，即現時的“學校發展與問責

架構”。

自評能喚醒教師的各種神經觸

覺，反思自己的專業，追求卓越。學

校自評不僅是個人的行為，更是一種

學校文化，一種懂得自我反思，持續

進步的學校文化。這種文化亦能渲染

學生，讓學生自己制訂學習計劃和目

標，執行及反思。自評就是透過計

劃、執行和檢討的過程，促進學校、

教師和學生形成這種自我反思，持續

進步的精神和文化。

香港學校實行自評已有兩個週

期，第一期在2003/2004至2007/2008

學 年 ， 第 二 期 在 2 0 0 8 / 2 0 0 9 至

2013/2014學年，香港教育局合共已

對一千一百多所學校進行了外評工

作，蒐集了六萬二千多份教師問卷，

並已撰寫總結報告。學校都非常認

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能促進學

校持續完善發展，在推行初期是有所

擔憂，但後來發現都是過分憂慮和敏

感。

香港學校進行自評主要有
甚麼工作？

梁哲雲先生：學校的工作並不是

年復一年，只以學生升中、會考取得

優異成績為目標。學校須抱有長遠的

願景，並不斷自我完善，持續發展，

因此我們會鼓勵學校訂立中長期的發

展規劃，並制訂配合發展規劃的學年

計劃，以達成發展規劃的事項。學校

制訂發展規劃時，需要配合辦學宗旨

和校訓等，透徹分析自身的強、弱、

機、危，要懂得運用自身的資源和優

勢，以及面對即將到來的危機，例如

一些重要的骨幹教師快將退休、地區

人口減少或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等，這

些都要反映在發展規劃中。

在制訂發展規劃和學年計劃時，

須全體學校人員的參與、討論與反

思，明確規劃學校發展的事項，作出

策略性的考慮和安排，訂定發展事項

的優先次序。在集思廣益的過程中，

難免會存有意見分歧，但意見經過梳

理和歸一後，這些討論都會成為推動

學校發展的力量。曾經有些學校發展

某些計劃和活動時，教師懵然不知，

原因是“我不是任教該科目的”。然

而，在學校的發展中，“學與教”的

發展必不可缺，即與教師的“教”是

密不可分，故全體教師必須共同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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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訂發展規劃和學年計劃前，

須蒐集足夠的訊息，以“按照學生需

要設計課堂教學”為例，學校首先要

知道學生需要甚麼，這可以透過問卷

進行數據蒐集。行政當局提供了一套

問卷供學校使用，有了一套共通的工

具，除了可以協助學校進行規劃，還

可形成地區的資料庫，讓學校和政府

瞭解現況，作出適切的規劃與策略。

制訂學校發展規劃和學年計劃

後，需要制訂一些可行性的方案，這

些方案就是外評團隊與學校溝通的重

要話題，檢視和交流方案是否合適。

外評團隊不會因為方案不合適而給予

學校負面的評價，重點是雙方交流

後，學校能否找到有待改善之處和原

因，持續優化與改善，具備自我反思

的能力，故外評絕不會為學校帶來負

面的影響。

學年末，學校須制訂一份學年

報告，針對學年計劃的內容一一作出

檢討與反思。例如學年計劃關注事項

為“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在學

年報告中則須指出成效如何，檢討與

反思執行情況和結果。有學校的學

年報告會以“大部分學生都有進步”

這個較籠統的表述作為檢討，當然教

師的觀察可以是一項實證，作為反思

的依據，但自評要做得更好，只靠教

師觀察是未夠全面的。自評是以資料

和實證為本的，學校可以透過更多元

的方法和途徑去蒐集資料和實證，反

映其成效或不足之處，例如在網上閱

讀中，輕描淡寫地鼓勵學生自主完成

某幾個練習題，教師統計其完成量和

答對率，以數據作為實證，檢視和反

思“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執行

成效，從而制訂下一個學年計劃，設

計更多可行和有效的具體方案，以及

可量度的評估方法。

學校實施自評時有何策略？

梁哲雲先生：學校推行自評沒有

甚麼特別的策略，抱着平常心便可，

因為每個人都懂得自評，每個人做事

都會先計劃，然後實踐和檢討，自評

就是如此，惟學校自評是整個機構

的。各學校人員對每件事情都會有不

同的理解和選擇，因此學校推行自評

時，必須梳理好各持分者不同的期望

和價值取向，將意見歸一，讓大家產

生擁有感，認同和支持學校的發展方

向。

學校須有一個長遠的願景和中

長期的發展規劃，自評不僅是反思不

足，更要想方設法持續進步，不斷

優化，一步一步達成學校的願景，並

體現在學年計劃和學年報告之中。落

實、評估和反思學年計劃的方案與活

動，並體現在下一個學年計劃中，這

個過程為學校人員構建出一個持續進

步的空間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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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哲雲先生：自評不會為學校人

員帶來額外的工作，例如教師進行課

堂教學後，評估自己的教學成效，為

自己的教學成效找實證，這些都是教

師對自己的專業負責，並不是額外的

工作。實證並不難找，教師在課堂教

學中設置的問題和小測、觀察學生在

小組活動的表現等，這些都是實證。

至於學校舉辦的大型活動，蒐集實

證的方式可以是透過教師與學生間的

溝通、教師對學生的觀察，也可以透

過問卷數據的蒐集和統計等。學校為

跟進和評估一些項目的成效而有所付

出，我認為絕對是值得的。付出與收

穫，兩者是要衡量的，如果認為是值

得的，那麼付出又何妨呢﹖我會承認

自評會讓學校人員“想”多了，而不

是做多了。學校人員必須要為自己的

專業負責，也須為學校、學生和自己

的發展作出承擔，並不是為了配合行

政當局要求或應付他人，因此無論外

評團隊會否入校，學校人員都必須要

做的，並不是額外的工作。

學校自評須制訂學校發展規劃、

學年計劃和學年報告，倘若學校未曾

制訂過這些文件，那麼自評真的會多

做了這些文件。然而，學校發展不需

要這些文件嗎﹖文件做多了，但多了

又是否有價值，這是應該一併考慮

的。學校是一個學習型的組織，絕不

能固步自封，僵化停頓。時代不斷變

遷，社會不斷進步，任何一個人或組

　

學校自評會否為學校人員
帶來額外的工作？

織都有學會學習的能力。正如學習使

用智能手機一樣，人人都懂得自學，

因為大家都覺得有價值，值得付出時

間去學習如何使用。

梁哲雲先生：學校發展的事項

必有優次之分，香港學校一般大約有

三至五個關注事項，且會牽涉多個範

疇，不會只與某一個範疇有關，否則

學校的發展會失衡。倘若學校發展的

重點是學與教，“教”是教師的環

節，一定和管理與領導有關，學校須

針對發展重點去提升教師的專業能

力，例如舉辦教師發展日和師訓專題

工作坊等；“學”是學生的環節，在

訓育輔導方面，可能要培養學生堅毅

和勤奮等精神。可見，學生的培育必

定會牽涉行政、教學或訓輔等多個範

疇，不會只集中在其中一個範疇內，

學校要培養學生某方面的發展，所有

範疇的學校人員定必要相輔相成。

制訂和發展一個關注事項，校長

不能一言堂，必須與行政、教學和訓

輔機關的負責人，以及教師代表等共

同商討。若關注事項未能得到教師的

認同，推行時只會事倍功半。因為關

注事項的落實是要靠教師，所以學校

自評十分重視“人和”，校長要發揮

學校綜合評鑑的指標系統包
含多個範疇和評鑑標準，學
校在自評實施初期，能否因
應校情對相關項目進行增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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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才能，充分與教師溝通，能鼓勵

和動員所有教師共同努力。另外，未

有被列為關注事項的，不是等於學校

會放任不理，例如學生遲到，教師都

會關注，不會待“守時”被列為關注

事項才關注遲到問題。未有被列為關

注事項的，只是代表其不是全校性、

大規模的行動而已。

香港實施自評的經驗對澳門
開展學校自評工作有甚麼啟
示？

梁哲雲先生：對學校來說，學校

自評是一個機構的文化，強調自我反

思文化的建立，只得校長有計劃、實

施和評估的精神是徒然的，必須要所

有管理組織和學校人員都會反思，共

同向着同一方向，同一目標邁進，才

會持續進步。溝通和觀察是重要的手

段，例如校長和教師進行定期會議，

瞭解階段性的進展，校長便能取得實

證；同樣地，教師透過溝通和觀察學

生，教師亦能取得實證。當然，自評

要做得更有系統和全面，除了制訂學

校發展規劃和學年計劃外，各層面亦

要制訂計劃和檢討，例如各學科制訂

學科學年計劃，與學校發展規劃和學

年計劃的關注事項相互呼應，並在期

末作檢討。

對行政當局來說，新評鑑模式

的開展，學校和教師必定有所憂慮，

行政當局可舉辦工作坊，讓學校瞭解

自評的內容，並讓學校知悉外評會檢

視甚麼，解除憂慮，尤其是參與先導

通過是次訪問，瞭解學校自評並

不是新鮮事，每個人都懂得自評的精

神── “策劃、推行和評估”，不斷

自我完善。學校自評文化的建立，能

有效將自評融入學校恆常工作之中，

透過恆常活動及工作的檢討和總結，

蒐集實證，進行評估，調整或改進工

作，制訂學校發展規劃、學年計劃和

學年報告等，促進學校自我完善，持

續推動學校發展。此外，自評是一個

自我診斷、自我反思、自我優化和自

我發展的過程，各位教育同工均能藉

此反思教育理念、教育過程和教育成

效，毋忘初心，在教育專業的路上繼

續成長。

後記

的學校。行政當局亦可通過先導方式

的實踐，以制訂一些藍本和示例供學

校參考，讓學校知悉如何撰寫學年報

告，避免學校花大量的時間去摸索。

最後，就是要讓學校瞭解自評是為了

學校的發展，以及學校人員自身的專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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