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EDB(SD_CT)/ADM/145/5/02/1 Pt 3 

 

教育局通教育局通教育局通教育局通函函函函第第第第 190/2010 號號號號  

 

分發名單：  各官立中學、資助中學

及按額津貼中學  

 (不包括特殊學校 ) 

 校監 /校長  

副本送：  各小學、特殊學校、

直接資助中學校長及  

 各組主管–備考  

                

 

促進中學持續發展的進一步措施促進中學持續發展的進一步措施促進中學持續發展的進一步措施促進中學持續發展的進一步措施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通函旨在向各官立中學、資助中學及按額津貼中學，公

布「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加強措施和經修訂的申請日期。  

 

 

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2. 為了促進中學在新高中學制下持續發展，教育局於本年三

月曾邀請開設五班或以上中一班級數目的學校考慮透過自願減少

班級數目，優化班級結構。減少班級數目的安排由中一開始，並

逐年推展至其他班級。  

現有措施現有措施現有措施現有措施  

3. 根據「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現有措施，學校會獲准

保留在開始減少中一班級數目之前一個學年的核准教師人手編制

內的現任教師，為期五年，讓有關學校透過人手交替及其他方式

調整其教師人手。在五年過剩教師保留期內，學校除了繼續獲取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的應得金額外，每年更獲發放一筆 25 萬元的額

外現金津貼 (即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用作聘任教師、教學助

理及∕或購買服務，以提升教育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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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加強加強加強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4. 為鼓勵更多開設五班或以上中一班級數目的學校參與「自

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我們會為計劃增加彈性，並強化措施，

詳情如下：  

(a) 在開始減少中一班數的六年內，學校可獲提供最多六

名教席配額。在六年的過渡期內，學校可使用這些配

額吸納因自願減班而出現的過剩教師。期間如有教師

離職，學校亦可以靈活運用該六名配額聘任教師填補

該些空缺，但整體教師編制不能超出開始減班前一個

學年的核准教師人手編制。  

(b) 有關配額屬編制教席，可用以計算主任級教師數目及

學位教師的比例。  

(c) 學校獲提供的教席配額會在六年過渡期後，分三年逐

步收回，每年兩個。  

(d) 學校因減班而出現的過剩教師，基本上可由六名教席

配額和教師自然流失吸納。如果前述的安排未能完全

吸納因減班而出現的過剩教師，這些過剩教師亦獲准

保留，但要先抵銷與人手有關的資源（詳情見下文的

第 5 至 6 段）。一般而言，我們預計在開始減班的九年

內，大部份學校能透過六名教席配額及教師的自然流

失修正過剩教師情況。但如果個別學校在減班後的第

十年仍有過剩教師，教育局會按個別學校實際需要，

彈性延長過剩教師的保留期。  

(e) 一如現行「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措施，在加強

措施下，學校會在五年內每年獲發額外高中課程支援

津貼 25 萬元，發放年期則定為開始減少中一班級數目

的首五年（詳情見以下第 7 至 8 段）。  

 

資源的資源的資源的資源的修正與抵銷修正與抵銷修正與抵銷修正與抵銷  

5. 如學校在擴大編制（即包括最多六名教席配額的編制）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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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自然流失後，仍出現過剩教師，他們將予以保留 1，但學校須按

下列先後次序，抵銷與人手有關的資源 (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a) 小數位教師職位 2；  

 (b)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3；以及  

 (c) 代課教師 4。  

 

6. 學校請留意，在未能修正過剩教師情況之前，原則上不可聘

任新教師。但倘遇到科目錯配的困難，或有教師休假長達三十天

或以上，即使有過剩教師獲保留，學校仍可提交申請，要求特別

聘任臨時教師。教育局會按個別實際情況作考慮。  

 

額外額外額外額外高高高高中課程支援津貼的修訂安排中課程支援津貼的修訂安排中課程支援津貼的修訂安排中課程支援津貼的修訂安排  

7. 在開始減少中一班級數目的首五年，資助學校及按額津貼學

校均會在每年九月獲發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學校可將額外高

中課程支援津貼的餘額撥入下一年度，直至開始減班的第九個學

年結束為止。屆時如尚有餘額便須退還教育局。  

                                                 
1 基本職級的過剩教師可根據有關薪級表遞增薪酬；至於屬晉升職級的過

剩教師，則須按現時為高於核准職級的教師的薪酬安排處理。保留過剩

教師的安排不適用於官立學校，因其過剩教師情況(如有)可透過內部調

配解決。 

2 在計算新高中學制下的教師職位時，小數位教師職位將以學位教師計算，

學校可保留小數位的教師職位或選擇將該個職位轉為現金津貼。如學校出

現過剩教席，將需要抵銷小數位教師職位。 

3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是一項相等於高中每班 0.1 名教師的現金撥款，金額會

按照學位教師的薪金中位數計算。由 2008/09 至 2011/12 學年，這項現金

津貼的款額會由相等於每高中班 0.1 名學位教師增加至 0.15 名學位教

師，並在 2011/12 學年後回復至相等於每高中班 0.1 名學位教師的安排。

出現過剩教師的學校，除了 25 萬元的額外現金津貼外，過剩教席將需要

抵銷此項津貼。  

4 在抵銷小數位教師職位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後，如學校仍有一名或以上過

剩教師，相應的代課教師(為連續休假三天或以上的教師代課)亦須被抵

銷。這原則亦適用於發放予法團校董會學校的整合代課教師津貼及發放予

未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學校之相關津貼，這些聘任代課教師的津貼須相應被

抵銷。但如有在同一時間內，休假連續三日或以上的教師數目超逾過剩教

師數目，學校仍可獲津貼聘用代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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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至於官立學校，將會以預算撥款形式，在開始減少中一班級

數目的首五個學年的九月及四月分兩次發放共 25 萬元的額外高

中課程支援津貼。官立學校在開始減班的九個學年期間，可在每

年度獲發還上一個財政年度的該項津貼的餘額 (如有 )。於這九個

學年結束時，仍未使用的撥款餘額將會被取消。  

適用的學校適用的學校適用的學校適用的學校  

9.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加強措施適用於開設五班或以

上的中一班級數目，而又自願在 2011/12 或 2012/13 學年開始減少

中一班數的學校。上述加強措施也適用於 23 所在 2010/11 學年已

參與計劃的學校，教育局將由學校減班的第二年（即 2011/12 學

年）開始，為有關學校在餘下的五個學年，提供最多六名教席配

額，然後分三年逐步收回，每年兩個。  

開始減班年份與申請日期開始減班年份與申請日期開始減班年份與申請日期開始減班年份與申請日期  

 

10. 為了達到「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預期效果，我們希望

有一定數量的學校參與，因為愈多學校參加計劃就愈能達致中學

持續發展的穩定局面。由於在 2011 年的適齡學童人口跌幅較大，

我們特別鼓勵學校積極考慮選擇在 2011/12 學年開始減少中一班

數。  

 

11. 為了簡化申請程序，我們亦將申請日期由原來因應不同開始

減班年份的兩個截止日期（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及 2011 年 8 月

31 日）合併為一個，現設定為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我們請學校盡

快與主要持分者商討參加計劃，並填妥附件的回條，在 2011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交回所屬地區的總學校發展主任。學校可建議開始

減少中一班級數目的年份，但實際推行的年份將由教育局根據中

一學額供求情況及其他因素作出決定。教育局會於 2011 年 3 月下

旬或之前將申請結果通知有關學校。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中學學位分配中學學位分配中學學位分配中學學位分配辦法辦法辦法辦法」」」」的的的的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12. 2009/2011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經已展開，故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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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並獲批准於 2011/12 學年減少

中一班數的學校，其自行分配學額會按未減班的中一級班數計

算，而統一派位的學額則會相應作出調整。至於其後的學年減少

中一班數的學校，會按現行機制和既定程序，以減班後的中一級

班數計算有關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的自行分配學額和統一

派位學額。  

 

資源使用資源使用資源使用資源使用及會計安及會計安及會計安及會計安排排排排  

13. 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學校應確保有效調配過剩

教師 (如有 )及運用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以提升教學質素。調

配教師及運用津貼的詳情亦應納入學校報告內。  

14. 學校須就額外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備存獨立分類賬，以記錄各

項收支。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5. 如有查詢，請與貴校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與

本通函內容相關的常見問題和答案，亦已上載教育局網頁以供參

考（http://www.edb.gov.hk → 學校行政→ 一般行政→「自願優化

班級結構」計劃的加強措施）。  

16. 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函第 43/2010

號，現予取消。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葉曾翠卿   代行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300/optimisation-qa_tc.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300/optimisation-qa_tc.pdf


 

- 6 - 

 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致：  總學校發展主任 (              )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 

 

 

申請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的學校，請在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或之前填妥表格，並交回（傳真及郵寄）所屬地區的總學

校發展主任。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自願優化班級結構  

 

本校根據教育局 2010 年 11 月 26 日第 190/2010 號「促進中

學持續發展的進一步措施」通函，申請參加「自願優化班級結構」

計劃。  

 

本校希望由 2011/12 學年／2012/13 學年 * 開始在中一級減少

一班。本校理解實際開始減班的年份將由教育局根據中一學額供

求情況及其他因素作最後決定。至於本校班級結構的安排建議如

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2010/11 年度班級數目         

建議計劃的最終班級數目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補充說明（如有）：   

 

 校監簽署  ：        

 校監姓名  ：        

 學校名稱  ：        

 日期  ：       

 

學校 

印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