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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统筹局于 2000 年确立了学前机构质素保证机制，发展至今，

共有一百四十所幼稚园接受质素保证视学，数量约占全港幼稚园百分

之二十。另一方面，教育统筹局持续举办各项有关自评的研讨会和工

作坊，以推动幼稚园建立自评文化及加强教师的自评能力。有部分幼

稚园积极响应，透过学校自评及外评队伍的质素检核，有效地促进教

师团队的专业成长和认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学年，

接受质素保证视学共二十所，它们分布在香港不同的区域，当中有由

非牟利团体开办的，也有由私立独立的团体营运的；而开办历史，有

短至四年，也有长达一百四十五年；当中大部分均获得租金发还和 /
或参加幼稚园资助计划，其中只有三所幼稚园没有接受这两类的政府

资助。  

【管理与组织】  

I.   领导团队   人尽其材  
 有效的管理能把机构中有限的资源合理地组织和充分利用，从而

保证办学质素提高，实现预期的培育目标。超过七成幼稚园在「管理

架构」、「行政事务」及「员工的协调与联系」方面取得良佳的评价 (图
一 )，显示办学团体十分重视建立明确的行政架构，与员工能保持紧

密的沟通，工作分配和权责清晰，使员工能各司其职，日常校务运作

畅顺，工作气氛愉快。此外，幼稚园在「资源编配及使用」和「员工

的资历及工作」方面的表现亦属理想。从各层级员工的专业发展来看，

无论是管理层或班任教师皆已接受学前教育的专业培训，他们的进修

态度积极，不断通过持续进修提升学历和专业能力，由此可预期业界

对教师进修的需求仍然是很殷切。  

 圖一 幼稚園管理與組織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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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会对办学有热诚，成员大都积极参与幼稚园的事务，在行政

方面能提供意见，并乐意为幼稚园的发展投放资源，发挥监察和推动

幼稚园发展的功能。管理层大都具备丰富的学前教育经验，能善用人

力资源，有规划地组织工作小组。能有策略带动学校发展的学前机构，

他们均有共通点，就是能凝聚团队力量，共同推动幼稚园的发展，又

能提升工作效率，让教师各展所长，互相配合，不单发展教师的才能，

而且发挥团队的协作精神。不过，表现稍逊的幼稚园，其管理层缺乏

专业领导，未能有策略地编排各工作小组的职务，使各司其职，互相

配合。在推行各项计划时，管理层宜先让教职员对工作有充分的了解，

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专业支持，才可以群策群力，努力达成预

定的目标。  
 
II. 迈向卓越   建基自评  

 综观接受本学年质素保证视

学的幼稚园，能善用自我评估机

制 检 视 和 改 善 校 务 的 幼 稚 园 占

百分之二十五，获表现良好的评

级；另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幼稚园

正逐步建立自评机制，表现为尚

可；小部分尚未确立自评机制的

幼稚园则属表现欠佳 (图二 )。虽

然每所幼稚园的发展步伐、可运

用的资源和情势不一，但管理阶层大多认同自评有助他们为幼稚园的

持续发展订出方向和策略。要推动学校自我评估，学校需要关注的地

方，包括：  
(一 ) 强化教职员的自评能力；  
(二 ) 让员工参与学校自评；  
(三 ) 善用各方面搜集得来的资料，通过综合和分析，总结出学校的

发展优势及需要改善的地方；  
(四 ) 订定具体的发展方案；及  
(五 ) 为发展计划订定评估方法和准则，并因应缓急需要而设定工作

推行的优次。  
 

【学与教】  

I.  学贵主动   教重启发  

 办学团体按着本身的历史、宗教背景和办学使命而订立教育目

标，大体上，能以培育儿童全人发展为宗旨。要落实教育目标，学校

需先从「课程组织」和「课程管理」着手，而在这两个范围获取良好  
至优异表现的幼稚园便有不少共通之处，包括：  
 

圖二 幼稚園在自我評估制度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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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编排：  
课程以儿童为本位，题材能环绕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兴趣，并采用

综合的课程设计，提供多元化和有趣的学习活动，让儿童在自然愉快

的环境下发展智能、体能、情绪、美艺和群性。部分幼稚园的教学团

队能积极发挥本身的专业能力，编制合宜的课程，且灵活推行，令儿

童学习的效能更显著。  
 

(二 )课程管理：  
管理层能认真审阅教

学计划和经常观课，并参

与研讨课程的会议，给予

教师专业支持，又能带动

教学团队积极讨论问题，

深入反思课程的设计、教

学的成效，并琢磨教学的

技 巧 ， 使 课 程 能 日 趋 完

善。  
 
 
逾半的幼稚园在「教师的态度及知识」方面有良好的表现 (图三 )，

大多数教师对儿童和家长的态度十分亲切，对工作投入、责任感强，

且乐意尝试不同的教学模式，但在「策略与技巧」方面达到良好水平

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其余属表现尚可，显示在教学上仍有改进的空

间。本局建议教师除了编订明确的教学计划，还需要给予儿童充足的

机会讲述见闻和发表意见，教师观察儿童的反应，因应他们的兴趣和

能力，而能够实时作出教学上的调整，才能开创一个开放、互动的教

学历程，以启发儿童的思维，巩固他们的知识及扩展认知的领域，使

学习内容更能迎合儿童的需要，学习的效益更见彰显。同时，教师要

为儿童提供参与计划活动的机会，如建议游戏的规则、选择美劳创作

的物料和方法等，并有充裕的活动时间让儿童进行各种观察、探索和

实验等活动。教师还需从旁观察和指导儿童学习，帮助他们巩固所学

及建构知识，使儿童逐步建立学习的能力，懂得活学活用，成为主动

的学习者。  
 
II. 语文学习   生活出发  

在学习第二语言方面，二十所接受视学的幼稚园均有提供英语活

动，而进行普通话的活动也有十七所，可见儿童在学前阶段学习第二

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幼稚园大多利用每周特定的课节，以游戏、朗

读故事和唱歌等方式进行语文活动，但活动的教学效能存有差异。从

观察所得，部分教师的发音欠纯正，未能担当语言示范者的角色；有

些未有留意儿童的反应而调校活动的方式和内容。本局认为理想的语

 圖三 幼稚園教學人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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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活动，不应过度着重认读词汇和句式练习；教师要灵活地推行教学，

将语文活动融入唱游、体能、故事或茶点等生活化的活动，使学习的

形式更为自然，内容更切合儿童的生活所需，并且诱发儿童对语言学

习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语文教师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普通话专

任教师和未及百分之十的英语专任教师持有合格幼稚园教师的资历，

他们如进修幼儿教育的专业培训课程，相信更能促进儿童学习的成

效。  
 

III. 客观评量   反映实况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接 受 视

学的幼稚园在「儿童学习经

验评估政策与制度」方面表

现良好或优异 (图四 )，他们

皆是采用持续观察评估模

式，更有逾半数已同时为儿

童设立个人学习历程档案。

这些学校根据多方面的资

料评估儿童的表现，令家长

了解儿童的学习进展，而能

给予儿童合适的辅导。取得

尚可评级的幼稚园占百分之二十五，部分是采用持续观察评估的模

式，其余的幼稚园同时采用持续观察和测考模式来评核儿童的表现。

这类学校多数是由开卷测考的模式逐步转为持续观察的评估模式，教

师尚未能充分掌握观察评估的技巧。至于表现欠佳的幼稚园占百分之

三十，当中有单一采用开卷的测考模式，也有混合使用持续观察评估

和测考的模式，更有小部分已为儿童设立学习历程档案。纵使这些学

校已开展其它模式的评估，但他们仍然重视开卷测考儿童的短暂记忆

以迎合家长诉求，管理层未有发挥专业领导的效能，让家长明了学龄

前阶段的幼儿成长的速率和变化很大，而且个别的差异也不少，教师

不可能在特定的时间以划一的方式测考儿童，而冀望能真实反映儿童

所学到的知识。这些学校更应让家长清楚知道评核儿童从操练得来的

记忆和背诵能力只会增加儿童和家长的压力，既不能准确地反映儿童

的学习表现，也影响儿童的学习兴趣和身心成长。  
 

IV. 持续评估   教学相长  
在学前阶段，理想的学习经验评估应是采用开放和持续的模式，

并能客观地呈现个别儿童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和能力。但有部分幼

稚园在采取这种模式时，欠缺清晰的评估指引，未能使教师有一致的

准则作为评量个别儿童能力和发展的依据，所以影响评估的可信性。

占了三成的幼稚园有搜集儿童各类的作品、习作和照片以建立儿童个

人学习历程档案。不过，这些幼稚园目前是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还

 圖四 幼稚園在兒童學習經驗評估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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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断完善。本局建议管理层需要带领教学团队议决搜集数据的准

则和方法，作为评量儿童发展的依据，并让教师有充裕的时间和机会

进行观察评估。最重要的是提升教师的分析和观察能力，使他们能从

所搜集的资料中，分析和总结个别儿童在每个阶段的全面发展及表

现。整体上，幼稚园在制订评估儿童学习经验时，需要以儿童的发展

阶梯为纲，并以日常观察儿童各方面的表现和搜集他们的习作为凭

据，通过客观和专业分析，具体评量个别儿童的学习表现和能力。   

在「评估数据运用」方面，有六成幼稚园达到尚可水平，也有百

分之十五的幼稚园获得良好的评价 (图四 )，显示幼稚园一般能保存儿

童发展的记录，以作跟进，又会定期向家长交代儿童的学习表现。然

而，课程、教学和评估应视为一体，幼稚园宜运用儿童学习评估的分

析结果，以回馈教学和评鉴课程设计，使教学质素可以不断提升。  
 
【机构文化及给予儿童支持】  

视学报告显示，二十所幼稚园在「机构文化及给予儿童的支持」

范畴上的表现较为突出。超过七成幼稚园在「家庭与学前机构的合

作」、「与外间的联系」、「学校风气」及「人际关系」均获评为良好或

优异 (图五 )，反映校园气氛愉悦，幼稚园与家长能建立伙伴关系。  
 

I.  家校互信   并肩协作  
在「家庭与学前机构的合作」方面表现良好至优异的幼稚园高达

百分之七十五 (图五 )，这些幼稚园均有共通的特点，就是重视「家长

教育」工作，并能有策略地组织亲子和家长教育活动，帮助家长了解

正确教养子女和与他们沟通的方法。有部分资源较佳的幼稚园，更为

家长提供借阅参考书籍的服务。大部分表现较理想的幼稚园，其管理

制度透明度高，会安排家长通过观察儿童的学习活动，以了解幼稚园

的课程编排和运作，使家长能配合校方的教育理念辅导儿童学习。另

外，所有在「与家长协作」有良佳表现的幼稚园也有邀请家长协助活

动的推行，并且大部分已组织家长义工小组，使幼稚园能有稳定的家

长团队作支持，参与幼稚园的活动。有五所幼稚园更已成立家长教师

会，而发展较成熟的家长教师会，其家长除积极参与幼稚园的事务外，

还与校方共同筹办活动，家长与校方能充分表现出伙伴的密切关系。 

从幼稚园的成功经验可引证，要取信于家长和拓展家长资源，不

单要与家长有良好的关系，还需具备开放的文化，鼓励家长积极参与

幼稚园的事务，从而建立家长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方面使家长明悉

优质学前教育的要素，又能为教育儿童的工作贡献所长。再者，家长

对幼稚园的信赖和支持，能转化成学校的资源，以支持和促进幼稚园

的发展。事实上，家校协作良好，儿童便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因为

无论在家庭和幼稚园，他们也可以获得妥善的照顾和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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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善用资源   促进发展  
大部分幼稚园在「与外间联系」方面达至良好至优异的表现 (图

五 )，他们能善用区内资源，丰富儿童的学习经验，并经常与专业团

体合作推行家长工作。据视学报告的资料得知，有逾半的幼稚园参与

大专院校的协作或研究计划，以提升教师的自评技巧及支持本地学前

教育的研究，并有六成幼稚园近年也曾获优质教育基金资助发展和推

行各类教学或家长工作等，显见幼稚园积极冲出校园，运用外界的资

源，以提升本身的教育质素和推动机构的发展。  

III. 观言察色   及早支援  
在「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儿童提供服务」方

面获得良好或以上评级

的 幼 稚 园 超 过 四 成 ( 图
六 )，他们除了以爱心关

怀儿童及其家庭，并能

审慎观察及识别有学习

或情绪问题的儿童，又

能协助有需要的儿童获

转介的安排，使儿童适

时得到恰当的照顾；更

有一些资源较佳的幼稚

园会聘任专业社工或曾

接受特殊教育培训的教师，以关顾儿童的需要。至于「为儿童提供支

持」方面，更有六成以上的幼稚园获良好或以上的评级 (图六 )，校方

均能为初入学、将要升读小学和新来港儿童等提供适切的服务，有效

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更有部分办学团体会额外调拨资源，安排人员

为有需要的儿童进行家访，给予情绪上的支持。  
 
随着社会不断变迁，儿童和家庭可能遇到的问题会不断增加及日

趋复杂，教师不单要掌握学龄前儿童的成长与发展的需要，更应加强

 圖六 幼稚園在關顧服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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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幼稚園在與家長及外間的聯繫和機構文化的表現

25% 25% 25% 25%

65% 65% 60% 60%

10% 10% 15% 15%

0%

20%

40%

60%

80%

100%

家庭與學前

機構的合作

與外間的聯繫 風氣 人際關係

表現指標

百
分
比

優異

良好

尚可

欠佳



 

7

敏锐度，留心儿童日常的表现和改变，通过各类观察，及早发现和辨

识儿童的需要，然后给予适切的辅导，并协助家长寻求专业的支持，

可见幼稚园在预防家庭问题的发生上，确实可发挥重要的功能。  
 
IV. 仰首前瞻   展望未来  

综合本学年表现卓越的幼稚园在「管理与组织」、「学与教」和「机

构文化及给予儿童支持」等三个范畴的工作，可归纳出其成功的要素： 
(一 ) 幼稚园充满关爱、和谐的气氛，各层级人员的工作态度认真、责

任感强，能自发地将教育儿童的工作做好，对幼稚园有强烈的归

属感；  
(二 ) 领导层有清晰的办学理念，能恰当地支持及赋权予校长，使他们

能够发挥领导才能，带领幼稚园朝着办学理想迈进；  
(三 ) 校长有丰富的学前教育经验，工作有魄力，敢于面对挑战，能持

守以儿童为本的学前教育理念，并在课程和教学上实践；  
(四 ) 校长能稳定教学团队，人尽其材，以开放的态度，鼓励教职员参

与校务的策划，重视双向沟通，建立团队协作的文化；  
(五 ) 教学团队经常进行专业交流，校内的分享和学习气氛浓厚；  
(六 ) 幼稚园建立了自评文化，经常检讨各项工作的成效和跟进评估结

果；  
(七 ) 教师在教学工作上不断求进，能运用专业知识，正确地选择合宜

的教学模式，以期达至最大的教学成效；  
(八 ) 儿童主动学习，又能活学活用；  
(九 ) 家长认同和支持幼稚园，并能够与其教育信念配合；  
(十 ) 幼稚园能善用外界资源，充实儿童的学习和增强专业形象。  
 

【总结】  

整体上，这些幼稚园成功的关键在于领导者能够善用人材和各方

面的资源来推行幼稚园的政策，教学团队能应用学前教育的专业知

识，校方又能带领教职员经常省察各方面的表现，所以无论在行政、

教学及家长工作等方面，这些幼稚园也有突出的表现。  

时代巨轮不断前进，学前教育界面对社会环境瞬息万变，各界人

士对教育质素诉求日渐提高，幼稚园更加需要自强不息。自评机制的

核心价值正正是以个别幼稚园为本，各自因应本身的办学理想、条件

来订立发展计划，并通过建立开明和高透明度的管理制度，策动全体

教职员参与学校自评，从而不断优化教育质素和达到教育的理想。所

以，业界必须高瞻远瞩，藉着学校自评，掌握全局，审时度势，群策

群力，制定短期的和长远的发展策略，才能与时代巨轮同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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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二零零四至零五学年接受视学的幼稚园   
* # 雅丽斯英文幼稚园  

 宣道幼稚园  

* # 中华基督教会基华幼稚园  

# 合一堂单家传纪念幼稚园  

* # 路德会观塘学校暨幼稚园  

# 圣母幼稚园  

* # 保良局张潘美意幼稚园  

* # 保良局田家炳幼稚园  

* # 救世军田家炳幼稚园  

* # 嘉诺撒圣心幼稚园  

* # 上水惠州幼稚园（分校）  

* # 善一堂安逸幼稚园  

* 顺安幼稚园  

# 圣公会圣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园  

# 圣多马堂幼稚园  

* # 大埔浸信会幼稚园  

 香港真光中学幼稚园  

* # 青衣商会天水围幼稚园  

* # 东华三院黎邓润球幼稚园  

 又一村学校  

 
注： * 参加幼稚园资助计划  

 # 获幼稚园之租金、差饷和地租发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