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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 (4) in EDB(KGA2)/PEd/1/1 Pt.1 
 
 

教育局通告第 7/2018 号 
加强幼稚园阶段的家长教育 

 
 
[注意：本通告应交 
(a) 各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校监及校

长—备办；以及  
(b) 各组主管—备考] 

 
概要 
 
 本通告旨在公布加强幼稚园阶段的家长教育的详情，适用于所有幼稚

园、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及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以下统称为幼稚园）。各

幼稚园校长应安排相关教师及同工传阅，以便跟进。  
 
 
详情 
  
家长教育架构  
 
2. 家长在幼儿成长阶段担当重要的角色，而且是儿童的榜样。加强家长

对儿童发展和优质幼稚园教育的了解，有助家长根据子女在成长阶段的发

展步伐，对子女有适切的期望，给予适切的照顾和支援，以及加强与学校的

合作。教育局由2017/18学年起实施新的幼稚园教育政策，其中一个重点便

是加强家长教育。  
 
3. 就此，教育局制定了幼稚园阶段的家长教育架构（附录一），作为规

划家长教育活动的参考。这架构以「孩子在幼稚园阶段  — 家长的角色」为

中心，涵盖三个范畴八个主题: 

范畴（一）  认识优质幼稚园教育  

主题: 
（i）     促进儿童均衡发展的课程  
（ii）  家校合作  
（iii）  幼小衔接  
（iv）  选择优质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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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二）  了解儿童成长  

主题: 
（v）     儿童发展和学习的特质-从游戏中学习  
（vi）  输赢不在起跑线  

范畴（三）  尊重儿童独特性  

主题: 
（vii）  儿童的学习多样性  
（viii）  不应将孩子互相比较  

 
4. 我们鼓励幼稚园参考这个架构，举办校本及／或联校家长教育活动。

教育局亦会参考这架构，举办全港性的家长教育活动。例如，我们已委托香

港教育大学在2018/19学年举办一系列的家长教育讲座，内容如下：  

日期  主题  
2018年10月  学习从游戏开始  
2018年11月  赢在起跑线的迷思  
2018年12月  如何照顾幼儿学习的多样性  
2019年1月  正向管教：成长来自不比较  
2019年3月  快乐升小一，家长有妙法  

 
上述讲座及其他家长教育活动的详情会由2018年9月起陆续上载教育局的

家长讲座网页，请各幼稚园鼓励家长报名参加讲座。  
 
家长教育资讯  
 
5. 此外，教育局亦会继续与其他部门（例如卫生署）或机构协作，从不

同角度加强家长对儿童发展的认识，包括每年由教育局编印的小册子《怎

样帮助你在幼稚园阶段的孩子》、卫生署编印的单张《儿童发展知多少－给

学前儿童的家长》及《培育还是催谷子女》等。我们鼓励幼稚园在其校本活

动（特别是新生家长讲座），向家长介绍有关重点，例如「孩子成长知多

少」、「怎样帮助孩子快乐成长」、「幼儿教育重均衡，愉快学习启潜能」

等，并选取其中一些主题举办专题讲座或经验分享小组，加深家长对有关

课题的了解。上述小册子、单张及其他相关资讯，已上载教育局网页。  
 
 
 
 

http://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events-services/parents-talk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www.fhs.gov.hk/s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www.fhs.gov.hk/s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www.fhs.gov.hk/sc_chi/health_info/child/30006.html
http://www.edb.gov.hk/s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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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6. 家长是学校的合作伙伴，紧密的家校合作，有助家长了解子女在幼稚

园的学习情况，亦让教师了解学生在校外的情况，互相配合，有助培育孩子

愉快及健康的成长。我们鼓励幼稚园透过多元渠道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以

及成立家长教师会(家教会)。  
 
7. 成立家教会有助加强家长与学校间的合作，建立家长与学校沟通的渠

道，并透过举办讲座和家校合作的活动，推广家长教育，一方面增加家长对

其子女在身心各方面成长的了解，认识他们的需要，以及培养良好的亲子

关系；另一方面，让家长们彼此分享培育和教导子女的经验，互相支持和学

习。教育局会为新成立的家教会提供成立津贴，而已成立的家教会则可每

年获提供经常津贴，以支付经常开支。除成立津贴及每年的经常津贴外，每

所学校每年可向教育局申请「家校合作活动津贴」，以举办家长教育或家长

培训等活动。  
 
简介会  
 
8. 为让幼稚园校长及教师进一步了解推行家长教育的策略，我们已将有

关课题纳入将于本年6月下旬举行的简介会，详情见附录二，我们亦会上载

有关详情于教育局网页的培训行事历(课程编号：KGE020180054)。我们已

为每所幼稚园预留两个座位，请所有幼稚园校长及教师代表出席。  
 
 
查询 
 
9. 如有查询，请与所属的学校发展主任或幼稚园及幼儿中心联合办事处

服务主任联络。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陈萧淑芬代行  
 
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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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幼稚园阶段
- 家长的角色

范畴(一):

认识优质幼稚园教育

范畴(三):

尊重儿童独特性

范畴(二):

了解儿童成长

(iv) 选择优质幼稚园 

(v) 儿童发展和学习的特质

－从游戏中学习 
(vi) 输赢不在起跑线 

(iii) 幼小衔接 (ii) 家校合作 

(vii) 儿童的学习多样性  (viii) 不应将孩子互相比较 

(i) 促进儿童均衡发展

的课程 

附 录 一  幼稚园阶段家长教育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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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告第 7/2018 号                                      附 录 二  
 

幼稚园教育计划  
简介会 

 
新的幼稚园教育计划已由 2017/18 学年开始推行。在 2018/19 学年，我们会

继续推行现有措施，就以下方面，加强发展：  

 

(1)  幼稚园校长及教师的专业能力  
(2)  推行家长教育的策略  
(3)  幼儿班的收生安排  

 
2.  为帮助幼稚园了解有关详情，我们将于 2018 年 6 月举办 4 场内容相同的简介

会，详情如下：  

区域  日期  时间  地点  

港岛区  201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 下午 2:00–下午 5:45 

九龙九龙塘沙福道 19
号  
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  
中心西座 4 楼演讲厅  

新界东  2018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 9:00–下午
12:45 

九龙区  2018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 上午 9:00–下午
12:45 

新界西  2018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 上午 9:00–下午
12:45 

 
3.  简介会的程序如下：  

时间  内容  讲者  

上午 8:55 –上午 9:00 / 
下午 1:55 –下午 2:00 登记  --- 

上午 9:00 –上午 10:50 / 
下午 2:00 –下午 3:50 

2019/20学年幼稚园幼儿班收生安排

及问答时间  

教育局及  
相关机构代表  

上午 10:50 –上午 11:00 / 
下午 3:50 –下午 4:00 休息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 
下午 4:00 –下午 5:00 提升幼稚园校长及教师的专业能力  

中午 12:00 –下午 12:15 / 
下午 5:00 –下午 5:15 推行家长教育的策略  

下午 12:15 –下午 12:45 / 
下午 5:15 –下午 5:45 问答时间  

 
4.  本局已为所有幼稚园预留座位，毋须报名。请每所幼稚园委派不多于两名代

表 (其中应包括幼稚园校长 )，依照以上时间及所属区域出席。幼稚园代表须填妥

下页资料并在进入会场时交予本局职员，安排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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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简介会将以粤语进行。  
 
6.  如简介会当日发出八号台风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简介会将会取消。但若八

号台风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于简介会开始前两小时除下，简介会则如常举行。  
 

----------------------------------------------------------------------------------------------- 

幼稚园教育计划  
简介会环节 (3): 推行家长教育的策略  

 
 
本校                                        （幼稚园名称）以下人员将出席  

简介会有关「推行家长教育的策略」的环节 :  
 

校长 /代表：   

教师代表：   

 
 

   

 
校长签署：   

 
校长姓名 (英文 )：   

 
(中文 )：   

 
日期：   

 
 

学校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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