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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号 ： EDB(SBPS)/ALC/1/1(21) 

教育局通函第 2/2023 号 

分发名单：  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

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小学、中学、

特殊学校校长（私立学校、国际学

校及英基协会属下学校除外）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校本支援服务  (2023/24) 

幼稚园、小学、中学及特殊教育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请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稚园班级

的学校（以下统称「幼稚园」）、小学、中学及特殊学校申请 2023/24 学

年由教育局提供的校本支援服务。  
 
详情  
 
2. 教育局因应教育最新发展和学生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校本支援服

务，提升幼稚园及学校提供优质学习经历的能力，促进学生全人发展。

2023/24 学年的支援重点及支援服务如下：  
 
支援重点  

支援重点  示例  
推动最新课程倡议   以全校参与模式推展国民教育（包括国家

安全教育）  
 媒体和资讯素养  
 跨课程阅读／跨课程语文学习  
 通过学习中国历史与文言经典，欣赏及感

悟中华文化  
 强化中小学生在科学和数学的知识基础，

并推广 STEAM（科学、科技、工程、艺

术和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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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重点  示例  
加强价值观教育   参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

（ 2021），在课堂内外规划及推行学校课

程  
普通话的学与教   推广在课堂内外积极运用普通话  

 营造学校普通话学习氛围  
适异性教学   照顾学生的多样性和不同需要（例如非华

语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华语学

生）、有发展需要的幼儿、在普通及特殊

学校内有不同类型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评估素养   提高教师的评估素养，如「对学习的评估」

（包括课业设计）、「促进学习的评估」、

运用评估数据回馈学与教  
课程领导   加强各学习阶段的衔接，特别在幼小衔接  

 发展课程领导及有效的学与教策略  
 参考中小学教育的七个学习宗旨，推广以

全校参与模式促进学生的全人发展，特别

是「国民教育」和「健康生活方式」  
 
支援服务  

支援计划  目的  服务概要  
(1) 由教育局人员提

供的专业支援服务  
配合参 与学 校 的 学校 课 程发 展

需要，加强学校的课程领导及提

高各学 习范 畴 ／ 领域 ／ 科目 的

学与教质素。  

详见附件 A  

(2) 内地与香港教师

交流及协作计划  
促进与 内地 教 师 的专 业 交流 协

作，提升学与教的成效。  
详见附件 B  

(3) 优质教育基金主

题网络计划 —大专院

校  

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务，以照顾

不同学校的发展需要。  
详见附件 C  

(4) 优质教育基金主

题网络计划—学校  
（ 只 适 用 于 中 小 学

校）  

促进学校间的协作及专业交流。  详见附件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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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及学校亦可透过扫描以下二维码，浏览校本支援服务网站，获

取支援计划的详情和最新资讯。  
 

 
校本支援服务  
https://www.edb.gov.hk/sbss  
 
 

3. 幼稚园及学校应先就其发展和需要作全面检视，挑选最适合的支

援服务。每所幼稚园及学校可申请最多两项校本支援服务。而为了促

进与内地教师专业交流协作、加强支援录取非华语幼儿／学生的幼稚

园／学校、推广正面精神健康校园文化，以及强化小学课程领导，幼稚

园及学校可额外申请「推介服务」项目，包括「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

协作计划」、为录取非华语幼儿／学生的幼稚园／学校提供的支援服

务、「课程领导学习社群」（各「推介服务」项目均以灰色网底于附件内

标示）。  
 
4. 除以上的校本支援服务外，教育局亦透过以下计划，为幼稚园及

学校提供支援，详情如下：  
 

支援计划  目的  服务概要  
(5) 资讯科技教育

卓越中心计划（只

适用于中小学校） 

向学校提供有关电子学习的到校

支援服务。  
详见附件 E  

(6) 优质教育基金

主题网络计划  
推介成功经验和通过连系不同学

校及教育团体，促进专业交流，以

达至学校持续发展和建立学习能

量。  

详见附件 F  

 
5. 有兴趣参加支援计划的幼稚园及学校可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28 日 1，透过登入教育局「统一登入系统」进入「校本支援服务网

上申请系统」 (https://clo.edb.gov.hk)，申请附件 A 至 D 的支援服务。

申请结果将于 2023 年 6 月 9 日透过「校本支援服务网上申请系统」公

                                                      
1 幼稚园：学校可使用学校行政主户或「统一登入系统」学校行政户口的用户名称及密码，登入教育局「统

一登入系统」。小学、中学及特殊学校：学校可使用学校行政主户的用户名称及密码，登入教育局「统一

登入系统」。有关「校本支援服务网上申请系统」的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sbss。 

https://www.edb.gov.hk/sbss


 
 

4 
 

布。有关申请「资讯科技教育卓越中心计划」及「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

络计划」的申请事宜，详见附件 E 及 F。  
 
6. 有关各项支援计划的详细资料及以往计划成果，可参照于附件 H
所提供的组别及计划链结列表，浏览相关网站并获取进一步资讯；亦

可参阅附件 G 的校本支援服务海报，了解申请安排及截止日期。  
 
查询  
 
7. 有关校本支援服务一般查询，请联络校本专业支援组何珈轩先生

（电话： 2152 3220）或梁逸然先生（电话： 2152 3219），或附件 A 至

F 所载各相关组别的联络人员。如需查询有关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务网

上申请系统」，请联络校本专业支援组黎皓辉先生（电话：2152 3604）。
如需查询有关「统一登入系统」，请联络「统一登入系统」求助台（电

话： 3464 0592 或电邮： clo@edb.gov.hk）。  

                  

 
教育局局长  

谭家强博士  代行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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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由教育局人员提供的专业支援服务 

 
I. 支援范围 
 
幼稚园 

支援服务名称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培育幼儿正面价值观和态度 K1 
丰富幼儿语文学习经历，促进幼小衔接 K2 
推动从自由游戏中学习 K3 
连系生活经验，培养幼儿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K4 
专业学习社群—加强自由游戏中的探索元素 K5 
- 有关非华语幼儿的支援 
专业学习社群—运用多元策略，照顾幼儿的多样性 

K6 

 
小学 

范畴 支援服务名称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中国语文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中国语文 L1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中国语文 P1 

- 有关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支援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支援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

与教 

P2 

英国语文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英国语文 L3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英国语文 P3 
数学教育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数学教育 P4 
常识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常识 P5 
课程领导专业发

展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课程领导专业发展（中国语文） L4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课程领导专业发展（英国语文） L5 

建立学习伙伴 
 
 
 

课程领导学习社群 P6 
- 有关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支援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中

文」小学教师学习社群 

P7 

                                                      
2 申请代码开首字母代表提供支援服务的组别列表如下： 
B: 该支援服务由教育局校本专业支援组提供 
K: 该支援服务由教育局幼稚园校本支援组提供 
L: 该支援服务由教育局语文教学支援组提供 
P: 该支援服务由教育局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提供 
S: 该支援服务由教育局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提供 
有关校本支援服务的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sb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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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支援服务名称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建立学习伙伴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小学英国语文领导教师学

习社群 
P8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小学数学领导教师学习社

群 
P9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支援服务—小学常识领导教师学习社

群 
P10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中国语文科教师学习社群 L6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英国语文科教师学习社群 L7 

 
中学 

范畴 支援服务名称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中国语文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中国语文 L1 

- 有关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支援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支援非华语学生的中文学与教 

L2 

英国语文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英国语文 L3 

数学教育 中学校本课程支援服务—数学教育 S1 
公民与社会发展 中学校本课程支援服务—公民与社会发展 S2 
科学教育 中学校本课程支援服务—科学教育 S3 
个人、社会及人

文教育 
中学校本课程支援服务—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 S4 

STEAM 教育 中学校本课程支援服务—STEAM 教育 S5 
课程领导专业发

展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课程领导专业发展（中国语文） L4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课程领导专业发展（英国语文） L5 

建立学习伙伴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中国语文科教师学习社群 L6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英国语文科教师学习社群 L7 

- 有关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支援 
语文教学支援服务—「支援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中学教

师学习社群 

L8 

价值观教育课程领导学习社群 S6 
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课程领导学习社群 S7 
数学教育课程领导学习社群 S8 
STEAM 教育课程领导学习社群 S9 

 
 
 
 
 



 
 

7 
 

II. 支援模式 
除了以底线标示的为学习社群，以上支援服务均为到校专业支援。 

- 到校专业支援 

按幼稚园及学校的发展情况和需要，提供不同模式的协作支援，包括检视并发

展学校课程、共同备课、课堂研究、观课、评鉴及拟定发展计划、专业发展活

动（如研讨会、工作坊及分享会），以及学校课程和教学设计咨询服务等 

- 学习社群 
 就教师共同关注或有兴趣研讨的课题组成不同的学习社群，以促进联校协作、

分享经验和资源。通过共同探讨不同的教育议题、协作规划和落实最新的课程

革新项目，培养社群成员的课程领导专业能力，发展有效的教学策略 
 
III. 查询 

 
申请编号开首字母 组别 联络人 

K 幼稚园校本支援组 杨凯欣女士（电话：2152 3624） 

L 语文教学支援组 

中国语文相关服务： 
张佩珊女士（电话：3698 3994） 

英国语文相关服务： 
潘玉仪女士（电话：3698 4093） 

P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林婉薇博士（电话：2158 4909） 

陈阳明女士（电话：2158 4920） 
S 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罗汉辉先生（电话：2639 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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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 

 
I. 支援范围 

幼稚园 
范畴 目标学校及支援服务名称 网上申请表编号 2 

中华文化 加强幼儿认识中华文化（驻校协作） 驻校协作：K7 
推行多元化艺术与创意活动以加强幼儿认识中华文化

（专业学习社群） 
专 业 学 习 社

群：K8 
 
小学 

范畴 目标学校及支援服务名称 网上申请表编号 2 

常识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STEAM 教育（小学

常识科） 
驻校协作：P11 

数学教育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数学（驻校协作）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数学（顾问服务） 

驻校协作：B1 
 

顾问服务：B2 
 
小学及中学 

范畴 目标学校及支援服务名称 网上申请表编号 2 

中国语文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中国语文（全年）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中国语文（网络计划

全年） 

驻校服务：L9 
 
网络计划：L10 

 
II. 支援模式 

幼稚园及学校可选择驻校协作／服务 [K7、P11、B1 或 L9] 或专业学习社群／顾

问服务／网络计划 [K8、B2 或 L10]  
- 驻校协作／服务（一般为每周一至两天）：举办专业发展活动、发展学校课程及

进行教研 
- 专业学习社群／顾问服务／网络计划：为参与幼稚园及学校举办主题分享会、

工作坊、及／或学校互访及观课活动 
 

III. 查询 
申请编号开首字母 组别 联络人 

B 校本专业支援组 梁逸然先生（电话：2152 3219） 
K 幼稚园校本支援组 杨凯欣女士（电话：2152 3624） 
L 语文教学支援组 黄雪薇女士（电话：3698 3999） 
P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李文乐先生（电话：2158 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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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大专院校 

 
I. 支援范围 
 
幼稚园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机构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游戏中学习 游戏‧学习‧成长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中心） 

B23 

中国语文 教学相长、家校共融：非华语幼稚园学生学习中文支援计划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B24 

 
幼稚园及小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机构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中国语文 成长易：高效能多元文化中文学习及幼小衔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B3 

 
小学及中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机构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精神健康 思动计划教育网络（五） 

（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 

B4 

STEAM 教

育 
透过自主学习为策略推动 STEAM 教育 

（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电子学习发展实验室） 

B5 

以全方位自主学习推展学校 STEAM 课程(In-STEAM)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应用资讯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B6 

透过STEAM教育自主及循序渐进学习以工程设计流程解难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 

B7 

中国语文 赋权授能‧衔接向上—支援中小学教师提升多元文化学生

中文学习能力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B8 

英国语文 提升中小学教师的「评估素养」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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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支援模式 
- 提供到校支援，包括共同发展学校课程和学与教材料、共同备课、观课及议课、

进行行动研究、工作坊、专业交流活动等 

- 为教师举办跨校专业发展活动，以及通过网络活动建立不同学习领域／科目的

学习社群，促进专业交流 

 
III. 查询 

- 如有查询，请联络校本专业支援组蔡阳丽女士（电话：2152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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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学校 

（只适用于中小学校） 
I. 支援范围 
 
小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学校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英国语文 如何在英文课堂中推行跨课程阅读（非故事类电子图书） 

（香海正觉莲社佛教黄藻森学校） 

B10 

STEAM
教育 

动手动脑—于常识科发展 STEAM 教育及训练学生高阶思维 

（港澳信义会小学） 

B11 

中国语文 透过设计及调适学校课程，提升非华语学生学习中文的能力 

（香港道教联合会云泉学校） 

B12 

数学教育 善用电子学习优势，培养学生资讯素养，推展数学科创新教育 

（秀明小学） 

B13 

英国语文 
 

透过学校英语课程提升初小学生自学能力 

（天主教石钟山纪念小学） 

B14 

STEAM
教育 

在常识科实践 STEAM 教育，提升学生学习科学、科技及数学的效

能 

（圣文德天主教小学） 

B15 

中国语文 透过电子学习与学习的新范式，加强课堂互动及学习效能，促进中

国语文学习 

（圣爱德华天主教小学） 

B16 

数学教育 从探究式学习建构数学概念，发展学生自主学习的态度 

（大埔旧墟公立学校（宝湖道）） 

B17 

中国语文 中文科图书教学 

（天水围循道卫理小学） 

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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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学校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中国语文 发展教授非华语学生的中文课程领导及教师专业学习社群 

（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 

B19 

STEAM
教育 

透过学校科学及生物科技课程推行 STEAM 教育 

（啬色园主办可誉中学暨可誉小学） 

B20 

设计跨学科 STEAM 学习活动，启发学生潜能 

（玛利诺神父教会学校） 

B21 

 
小学及中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学校 
网上申请

表编号 2 

特殊教育

需要 
运用多元方式（多元教学策略、品德教育、STEAM 教育）照顾学

生的多样性及特殊学习需要 

（匡智张玉琼晨辉学校） 

B22 

 
II. 支援模式 

- 提供到校支援及网络活动，以促进专业交流及协作文化，并提高学与教的成效 

- 每所统筹学校每年为最多三所参与学校提供支援，支援主要集中在各学与教主

题 
 
III. 查询 

- 如有查询，请联络校本专业支援组蔡阳丽女士（电话：2152 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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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资讯科技教育卓越中心计划 
（只适用于中小学校） 

 
I. 支援范围 

资讯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学校提供到校支援服务，目的是支援学校推行资讯科技教

育和电子学习。有关资讯科技教育卓越中心计划的详情及申请表，请浏览教育局网

页(https://www.edb.gov.hk/ited/coes)。 

 
II. 支援重点 

支援服务包括推行资讯科技教育的教学法、技术及管理等，按主题分类如下： 
 
1. 推广资讯素养及电子安全（包括评鉴和符合道德地使用资讯） 
 
2. 电子学习工具／资源的运用与规划 
 整体规划电子学习／网上实时授课／混合式学习的经验分享 
 制作教学短片／翻转教学 
 使用应用程式促进网上学与教的电子评估 
 使用电子学习应用程式／工具促进网上学与教的互动 
 使用学习管理系统(LMS)／云端服务 
 使用电子课本及网上学习资源 
 使用电子学习工具支援跨境学生的学习 

 
3. 就个别学科的教学法提供意见及支援 
 
4. 应用资讯科技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5.  应用资讯科技工具推动 STEAM 教育 
 
6.  就与电子学习相关的家长教育／支援提供培训 
 
7. 技术支援 
 推行自携装置(BYOD)的技术支援 
 设定云端服务的技术支援 

 

https://www.edb.gov.hk/ited/c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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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23 学年，共有 12 所卓越中心学校提供到校支援服务，包括 6 所小学及 6 所

中学。卓越中心学校名单如下： 
 
小学 

1. 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 
2. 佛教慈敬学校 
3. 天主教领岛学校 
4. 乐善堂梁銶琚学校（分校） 
5. 保良局朱正贤小学 
6. 圣爱德华天主教小学 

 
中学 

1. 明爱粉岭陈震夏中学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 
3. 乐善堂余近卿中学 
4. 圣公会李福庆中学 
5. 荃湾官立中学 
6. 元朗商会中学 

 
注：卓越中心学校名单（2023/24）将于新学年公布。 

 
III. 注意事项 

- 每次到校支援服务一般安排为两节，包括一次筹备会议和一次支援活动 
- 学校请于预期接受到校支援服务日期的两个月前递交申请表 
- 如有查询，请联络资讯科技教育组郑华女士（电话：3698 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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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 

 
I. 支援范围 
 
小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机构 
STEAM 教育 STEAM 机械人教育暨 STEAM 教育资源站 

（佛教何南金中学） 
通过双模式发展「计算思维」及「STEAM 教育」暨 STEAM 教育资

源站 

（凤溪廖润琛纪念学校） 
学校整体课程规划与 STEAM 教育 

（圣公会圣十架小学） 
小小科艺创建师 

（东华三院张明添中学） 
透过优化校本课程及建构专业学习社群，推展人工智能于 STEAM 教

育及社会智慧应用暨 STEAM 教育资源站 

（乐善堂余近卿中学） 
 
中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机构 
特殊教育需要 中学生社交技能发展 GPS 

（东华三院何玉清教育心理服务中心） 
 
幼稚园、小学及中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机构 
价值观教育 共建卓悦校园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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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及中学 
范畴 计划名称及统筹机构 

STEAM 教育 STEAM+AI 素养协作计划（公共卫生及健康）暨 STEAM 教育资源站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 
通过活的科学：促进中小学创意 STEAM 教育 

（万钧伯裘书院） 
「小点子，大搅作」STEAM 创客教育中心 

（仁济医院靓次伯纪念中学） 
特殊教育需要 
中国语文 
英国语文 

照顾初中／高小学生个别差异的阅读与写作网络学习 

（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 

 
II. 注意事项 

-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旨在连系不同的幼稚园、学校及教育团体，达至学

校持续发展和建立学习能量，以推广成功经验及加强学校的专业发展和交流。

有关上述基金主题网络计划的详情，请参阅优质教育基金网上资源中心网页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4) 

 

-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的统筹机构会为参与幼稚园及学校提供不同模式

的支援服务及项目。各统筹机构将会直接邀请幼稚园及学校参加其主题网络计

划 
- 如有查询，请联络基金秘书处孔浩庭先生（电话：2123 6039）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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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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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各项支援计划的详细资料及以往计划成果 

 
组别／计划 网址 二维码 

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https://www.edb.gov.hk/sbss/sbcdp 

 

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https://www.edb.gov.hk/sbcds 

 

幼稚园校本支援组 https://www.edb.gov.hk/sbsk 
 

 

语文教学支援组 http://www.edb.gov.hk/languagesupport/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

络计划—大专院校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7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

络计划—学校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8 

 

资讯科技教育卓越中

心计划 
http://www.edb.gov.hk/ited/coes 

 

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

络计划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4 

 

 

https://www.edb.gov.hk/sbss/sbcdp
https://www.edb.gov.hk/sbcds
https://www.edb.gov.hk/sbsk
http://www.edb.gov.hk/languagesupport/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7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8
http://www.edb.gov.hk/ited/coes
https://qcrc.qef.org.hk/tc/fund/activity.php?cate=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