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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實證為本之校本「3CI幼兒課程

SchooI﹣basedCu『「iculumDeveIopment﹣AnEvidence﹣based3CJsEa「IγChiIdhoodCu「『icuIum

﹙1）目的及目標

1‧1目的:

透過行動研究及校本支援模式,為仁愛堂轄下三所幼稚圍建立提升幼兒溝通（communicatioⅢ）﹑協作

（c0llabora㎡0Ⅱ）及創意﹙creativity）﹙簡稱「3C」﹚的校本課程及實踐策略’以促進幼兒的自主學習能力。

1.Z目標:

l以實踐「兒童為本」的理念,設計及推行校本「3C」課程。

2.提升幼教機構進行科研的能力’根據校本需要設計及推行能促進幼兒自主學習的「3C」課程。

3.藉行動研究及校本支援’促進老師的專業發展,鼓勵老師主動反思和評鑑課程的成效’提升教師

推行及自行持績優化「3C」課程的能力’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

﹙Z）對計劃的需要及申請人的能力

Z.1對計劃的需要

香港幼兒教育現況

裝備新世代面對廿╴世紀的挑戰’以適應未來的生活和工作,是幼兒教育工作者急需正視及關注的議

題。教育局幼稚園視學組於二零－二年出版《質素評核五年報告2007﹣2012》’總結過去五年幼稚園在

質素評核的整體表現,指出超過四成參與質素評核的學校在課程均衡度和全面性設計兩方面尚需改

善。渲些學校的課程重點並不是讓幼兒掌握學會學習的能力’而是由老師以單向授課的模式傳授固有

知識。這類以教師為主導、著重面授知識的教學模式’或許能在幼兒人讀小學初期’對認字和數學等

基礎知識有所幫助,但長遠來說’卻影響幼兒建構知識和自主學習的能力（Katz’l987IjMiller＆Bizzel】,

lg832﹚。此外’教師只需以單向授課的模式傳授固有知識’長遠而言也影響教師的專業發展（Cheng’
200l,2006;3Rao＆Li,200g1）。

中﹑外學者（龔婷婷,2010s;林建平,20q5‘;曾文星’20017;Perels,MeIget﹣Kullmann,Wende,Schmitz,

＆Buchbinde吟20098﹚均提出,現今的幼稚園課程應培養幼兒的終身學習（LifblongLeaming）和自覺
學習（SelfregulatedLeamingAbil叮﹚等能力,以達致全人發展及愉快學習等目的。因此,為配合新

世代的需要’課程發展在關注課程與教學的學習結果的同時,也應該重視「學習過程（Process-based

Leaming）」（Broadfbot,2007,﹚。為責現這些願景,課程設計上必須適切地以幼兒的特性及發展里程為
考量的重點’並以激發興趣﹑弓∣起動機及開發潛能為基本原則﹙鄭佩華,蔡珍妮’20I4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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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婷婷（2010﹚。為終身學習指導幼兒早期閱讀。安徽文學,（3）,214。
林建平（Z005﹚.自律學習的理論與研究趨勢。國教新知’5Z（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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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佩華』蔡珍妮（20M）。探索及責踐以責證為本「3C」課程研究。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第一章）P1。
1

2

﹃
」

q

5678

0

9!



仍﹃
=

·$

.\
•Schedu】e1P。＄霄

「3CI課程的由來

隨著時代進步’孩子們光靠廣泛吸取知識是不夠的。為達至全面發展,孩子們應有機會運用感官及其

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來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探索他們周澶的環境’積累經驗’建構認知與概念。根據香

港課程發展議會於二零零六年編訂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弓l》中,主張幼兒教育以「兒童為本」的核心

價值為幼兒教育的設計藍本,然而,近年質素評估報告卻發現不少幼兒機構仍依賴坊間的教材套’使

學與教過於成人中心和欠缺彈性,兒童的學習變得死板與沉悶,亦因教師在執行預設課程時,未能給

予兒童間充份與人溝通和合作的機會’久而久之’兒童的創意也被扼殺’「兒童為中心」的教學漸淪

為空喊的□號’為填補此缺□’仁愛堂於z008年開始積極推動「3C」課程。「3C」課程是以「兒童

為本位」作主線’並以仁愛堂陳鄭玉而校監的「3C」理念為責踐的基礎,致力為幼兒提供能讓他們發

揮創意’善於溝通和懂得與人合作的課程。

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二零零六年編訂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弓I》中,基本能力是幼兒學習和生活的

基礎’「3C」課程重點培育幼兒的溝通能力（CommunicahoⅢ）、協作能力（Collaboration）及創造

力（Creahvity）（簡稱「3C」﹚,是幼兒發展的其中三項極烏重要的基本能力ll,指弓l同時明確指出,

學前機構應就幼兒的發展特徵和學習特質’設計合適的學習環境,培養幼兒的相關能力。在學習過程

中,任何的知識結構都應具備完整性及牢固性。對幼兒而言’知識結構大都來自具有意義的生活化學

習過程’以及－些根本性的學習能力’渲些能力應為可讓幼兒更有效地掌握知識及技能的基本能力

﹙GenericSkills﹚’「3C﹣創意﹑協作及溝通」,渲理念可以作為改善課程的策略’也可以是學習課程的

目標。這個課程便是利用「3C」作為課程目標及教學手法,並以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為最終目標。仁

愛堂一直重視學前幼兒全人發展,對推動優質幼兒教育不遣餘力’故此積極推動有別於傳統課程﹑旨

在提高上述基本能力的「3C」課程。

促進幼兒的自主學習

教育局學前教育支援組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舉辦之「建構兒童自主學習的環境」工作坊中指出’

維哥斯基的建構主義認為幼兒是於真實的任務情境中產生有意義的學習’他們以自已的方式建構知識

概念,新的知識概念發生於現有知識水平’透過社會性的互動能推展至「最近發展區」’能促進幼兒

的自主學習。

「3C」課程就幼兒的發展特徵和學習特質’設計合適的學習環境’培養幼兒的相關能力,渲種在實際

情境下透過直接操作的模式,弓l發幼兒在活動中進行思考以至最終能提升解決問題能力’幼兒有親身

參與的機會,通過感官的刺激累積經驗,過程中經歷與他人分享﹑合作、和諧互動,幼兒能夠學習自

律﹑承擔責任、發揮自我,獲得成就,從內在的學習動機弓∣發學習行動,更能尊重及彈性地配合不同

的能力及個別差異的幼兒,有效地促進幼兒的自主學習。

先導計劃﹣「探索及實踐以實證為本的「3C」幼兒課程研究∣的敔示

仁愛堂積極推動「3C」課程’2012年期間’仁愛堂與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獲得「仁愛

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撥款港幣50萬元,首度合作推行「探索及責踐以責證為本的『3C』幼兒課程

研究」（下稱:「先導計劃」）,並選了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下稱;「先導學校」﹚為計劃受

惠對象。

「先導計劃」於2012年9月展開’香港教育學院的專家團隊透過研究與到校支援’與該校師生攜手

設計－套致力提升本港幼兒「3C」能力的課程’並採用責踐﹑反思﹑再責踐的驗證方法,持績深化該

課程的精髓,使之不斷優化’更為課程發展了八個有效的教學策略。「3C」課程計劃對提升學校課程

策劃﹑增強教師教學技巧及豐富幼兒學習體驗有正面而深人的參考價值。

ll課程發展議會（2006）。學前教育課程指弓∣。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第二章）Z.42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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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弓l證了專業發展與研究相輔相成’藉行動研究,教師對教學策略責踐的有效性有更清晰
的掌握,它見證著幼師的蛻變,她們體會到「3C」課程的優點,並肯定渲「3C」幼兒課程改革之路
是會－直走下去的;另－方面,計劃也敔發了幼兒的潛能,幼兒在「3C」方面的能力和表現等的數據
收集,亦對課程的效能提供了科學化的分析’對課程策略的調整起了積極的作用’計劃的成果亦給予
香港本士幼兒教育重要的敗示’研究結果發現’以學術為重的幼兒教育在－定程度上限制了幼兒的創
意、溝通和協作的能力,尤以男生最為明顯,這點十分值得關注及進一步探討。

就推行計劃作出準備

建基於「先導計劃」推行的良好經驗,擬參加計劃的屬下兩所幼稚園曾於年初進行「3C」課程教師培
訓’活動由「先導計劃」的課程顧問主持’目的是介紹「3C」課程特性’並嘗試讓教師對各自學校的
課程進行自我檢視。根據培訓後收集的意見調查顯示,教師對「3C」課程的理念和推行策略抱有正面

態度,「先導學校」提供責際例子的分享敔發了教師對課程的自我檢視和反思’尤其是如何營造－個
學習環境鼓勵幼兒多探索;「3C」課程如何可以幫助幼兒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並透露希望機構可以
持績提供有關「3C」課程的教師培訓’讓教師能進一步掌握推行策略’由此可見’教師對本計劃的推
行抱積極的心態。

根據課程顧問與兩所學校共同檢視課程所得,教師都是參考教材套預先設計了很多的教學活動’採取
目標為本的教學活動內容過於豐富但零碎’不同活動之間相關性低,長時間運用這些單向、傾向成人

主導和缺乏連貫性的學習方式’未能滿足幼兒天生好奇﹑愛探索的特性’亦缺乏自主探索的機會。先

導計劃提供了事責證明’讓幼兒有充裕的時間在有意義的情境中進行探索’為幼兒提供了環境及機
會’刺激及龐架幼兒思考’自然地發展了「3C」能力。

有見及此,是次計劃將提升幼教機構進行行動研究的能力,根據校本需要設計及推行能促進幼兒自主

學習的「3C」課程,透過行動研究及校本支援模式’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鼓勵老師主動反思和評鑑

課程的成效’提升教師推行及自行持績優化「3C」課程的能力’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申請人的能力

仁愛堂於1977年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圍體’以「匡老扶幼﹑興學育才﹑助弱保康﹑關社睦鄰」為宗旨’

現時轄下有十個學前教育單位,曾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的計劃有「故事情繫親子心計劃」﹑「幼兒
情意教學計劃」及「主流幼稚園特殊學習需要幼兒及早識別支援計劃」,對於責踐此計劃具足夠能力
和信心。

本計劃會以曾參加「先導計劃」的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作為「先導學校」’該校會跟進「先

導計劃」中的研究結果發現’再次以實踐﹑反思﹑再責踐的驗證方法’不斷優化「3C」課程。該校黎
燕芬校長更會擔任是次計劃的統籌,將該校累積的「3C」課程實踐經驗作為基礎’整理具參考價值的

課程資源’並支援兩間參與計劃的學校透過行動研究建立校本的「3C」課程’通過屬校間教師親身責
踐﹑反思交流等活動,運用機構間有利的專業協作和團隊精神,建立積極的互相協作文化’發展學習

型組織’仁愛堂期望將「3C」課程逐步拓展至轄下所有幼稚園’弓I用經驗為屬下幼稚園建立適切的校
本「3C」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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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Schedul吧1P‧3

/

對象

「先導學校」及兩所參與學校校長及教師

「先導學校」及兩所參與學校幼兒

出席成果分享會的外間學校教師

獲發「3C」課程行動研究小冊子的外間學校教師

獲發「3C」課程行動研究小冊子的外問學校幼兒（l20人xl50間﹚

總數

預期受惠人數

30人

450人

150人

150人

l8000人

l8780人

(4) 理念架構

本年度施政報告「促進幼稚園學童全人發展」反映政府重視學前教育。學前教育課程指弓I亦鼓勵遊戲中

學習’教師不應單方面主導學習活動’而轉變為學習的促進者、資訊提供者和評估學習者等多種角色,

不單利用校園設計和進行學習活動,更應盡量採用全方位學習策略’為幼兒提供豐富學習環境（教育統

籌局’20061z﹚。教育局幼稚園表現指標學與教範疇於「兒童學習範疇」中亦關注兒童學習態度﹑學習方

式和效果（教育統籌局社會福利署,200113﹚。布魯納提出在教育上只傳授知識,不能說是完整的教育’應

讓學生自已探索﹑推理﹑思考﹑解決問題﹑發現事責﹑享受學習結果之快樂。

兒童發展的本質是個人的整體發展,各個範疇的發展是不能被分割的’它們共存共生’唇齒相依;其中

創意﹑溝通與協作這三個發展範疇同樣是相互依存的。美國幼兒教育協會NAEYC的學者（1992,l995M﹚

也曾發表指弓l文獻,提倡以統整性課程（IntegratedCurriculum﹚作為幼兒教育的課程架構;有關學者也

指出,統整性課程能推動幼兒自主主動及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呂盧婉兒’2003ls）。更有眾多研究顯示（周

淑惠’1g991‘;張世忠,200017）’寓於情境脈絡的課堂更有利於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掌握。有見及此’本

計劃會以配合幼兒喜歡遊戲的特性及以兒童整體發展為目標,從課程統整性及課堂學習情境脈絡兩方面

進行思考﹑規劃’改善現行的幼兒課程。

「3C」課程的理念在於以「兒童為本（Child-cemered）」,讓幼兒在學與教活動的互動過程中掌握溝通及

協作的技巧,以增強創意思維’從而建立自發學習的信心’並以正向的態度表達意見’逐漸醞釀出貢獻

社會的精神情操。「3C」課程不但有助於幼兒銜接小學課程’更能為他們學習的基石’以面對日後在中

學、大學’甚至在社會上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困難18。環境設置﹑多元化活動﹑弓∣導式學習,以及合宜

的課堂時間分配等基礎原則’加上由幼兒主導課程內容走向的做法及豐富幼兒親身體驗機會等互動式的

教與學策略’均是「3C」課程用以提升幼兒能力的主要途徑。

12

13

1q

15

16

17

18

課程發展議會（2006）。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第四章）4.4p48。

教育署（2001）。表現指標（學前機構適用）,學與教範疇﹙第二版）。教育署,社會福利署
B「edekampjS.’＆Roseg『ant’T.（Eds.）‧（199Z）.Reαch加gPotent／α店:App∕Dp〃αteCU〃icu／umαndAssessment／b「γbung
m〃d佗n（Vb川.WashingtonjDC:NationaIAssociationfo「theEducationofγoungChiId『en
日「edekampjS.j＆Roseg「antjT.（Eds‧）.（1995﹚Reαch／ngPo帕nt／α佔;乃αnS／bm】ihgEα叮Ch／／dhoodαj「咋u／umαnd
Assessment（Vb／‧Z／.Washington〃DC:NationalAssociationfo「theEducationofγoungChiId「en.

呂盧婉兒（2003）。一個課程發展例子:回應幼兒興趣與能力,教師與幼兒－同建構的幼兒課程。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周淑惠（1999）。幼兒教材教法。統整性課程取向。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張世忠（Z000）。建構教學。理論與應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鄭佩華蔡珍妮（Z014）。探索及責踐以責證為本「3C」課程研究。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第－章﹚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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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主要元素l,建立「3C∣

溝通 開放的態度去接納及聆聽別人的意見;

良好的洞察力去顧及周澶的環境及理解身體語言所附帶的意思;

紮實的聽﹑說﹑讀﹑寫基礎

0••l
2
勺
α

協作 從別人立場思考’客觀地體會別人的感受和想法,從而增進溝通交流能力’建立良好的

人際關係;

誠懇待人’關心他人’在與人相處間提升信任;

接納自己和別人’並與人合作’突破自己,改進自己i

樂於參與群體學習與生活。

l

•••
234

創意 學習知識:鼓勵幼兒廣泛涉獵不同學科的知識,為創作奠定基礎;

善於觀察:組織觀察身遑人﹑事﹑物的活動’鼓勵幼兒參考優秀模範;

思考:培養及提高孩子的擴散性思維能力’包恬: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

陶冶情意:培養孩子富好奇心﹑喜於想像、敢於挑戰﹑勇於冒險的情意特質。

••••l234

|

強調自主學習的「3CI課程

為配合幼兒不同的學習階段和成長的需要’「3C」課程會弓∣用下列原則作為課程設計的考量

﹥以幼兒為中心’重視幼兒在活動過程中所獲得的親身經驗;

﹥利用多元化的活動弓I導兒童,激發創意,提高溝通及協作能力;

﹥.重視幼兒的自主性,並享有充裕的自主學習的時間;

﹥教師只需擬定學習綱領,課程富彈性’內容會因應幼兒的反應而作出改變。

「3CI﹣課程實踐策略z0

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各個範疇的發展是彼此相違﹑互相影響的。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和創意渲三種基

本能力是相輔相成﹑不能分割的。創意有助推動溝通與表達能力的發展;表達及協作的能力亦有助創造

l9鄭佩華蔡珍妮（2014﹚。探索及責踐以責證為本「3C」課程研究‧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第-章）P5-8
20鄭佩華蔡珍妮（Z014）。探索及責踐以責證為本「3C」課程研究。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第四章）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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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開發。英國學者（S喇﹣Blatchfbrd’200721﹚亦指出,創意、溝通與合作能力是緊密相關的互通能力’

而渲正是3C課程主要的考慮因素。環境設置﹑互動參與﹑弓∣導式學習’以及合宜的課堂時間分配等基

礎原則’加上由幼兒主導課程內容走向的做法及豐富幼兒親身體驗機會等互動式的教與學策略’均是

「3C」課程用以提升幼兒能力的主要途徑。

在具體責施方面’可應用「先導計劃」所提倡的八個教學策略;

1‧共同參與,親身體驗:為幼兒提供貼近生活的活動,藉親身體驗和嘗試新事物,可讓他們的學習更

有效益﹑更有意義,更能讓老師有焦點地配台兒童的經驗’構思學習內容’安排有生活意義的學習情

境’讓幼兒深人地進行探索和思考。學習活動重探索性’並把活動有意義地聯繫起來’以協助幼兒有

目的地進行學習和遊戲’發展創意思維。

Z.有效運用周邊環境:為配合主題活動的需要,活動角也相應地安排教材’提供多種開放性物料,新

科技媒體’激發幼兒探索的興趣’有效運用社區資源,讓他們有更廣闊的自由空間進行自主探索’體

驗第一身的學習經驗’增加互動學習’為他們創造溝通﹑台作﹑發展創意思維的機會。

3’靈活安排自主遊戲:讓幼兒能按自已的興趣和想法’運用活動角的物料進行創作或進行老師預設的

活動’幼兒的協作、溝通及創作需要充裕的時問’幼教師應安排充裕的時間,讓幼兒在精心佈置的活

動角內’發展協作及溝通能力。

4‧協作互動,構建隱架:課堂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進行’群體的主動性帶來協作學習的機會,不但增加了

學習的趣味,也帶動了互動學習的氣氛。幼兒對所探索事物有深人的認識,成為同學的學習帶領者或

協作者,彼此學習’互相激勵。

5.重塑經驗’激發新意:透過記錄與回顧引導幼兒重組經驗’分享經驗﹙溝通﹚,達至相互促進﹙協作﹚’

又或從中發現新事物’延伸新的學習方向,培育創意思維﹙創意﹚。

6.即時評估,提升成效;緊貼幼兒學習表現的教學檢討有效提升幼兒的學習成效’教師透過在教學過

程中的檢視（ReⅡectioninAction）及每天課後的教學檢討,即時跟進及改善（Assessmentfbrlearning）,

並檢視幼兒「3C」能力的進展,以評估課程對發展幼兒「3C」能力的有效性。

7。突破思維,放飛幼兒:教師需要改變固有的傳統思維及組織課程的模式’彼此協作,提昇教學成效;

並學會相信幼兒的學習能力,放開束縛幼兒的無形繩子’謄出更多的時間讓幼兒在感興趣的事物上進

行深人探討。

8‧互勵互學協同改革:進行計劃的過程中’學校全體成員都需要抱著積極學習的態度,形成互相學習

的文化。

「3Cl課程實踐例子

學校在弓I用上述的3C課程原則和策略時必須從幼兒角度出發,每個主題可安排Z﹣3個較有彈性的目標內

容’以弓I起幼兒興趣為起點’弓I發幼兒自由探索’表達所想所愛,再發展出各種遊戲及活動。由此可見,

3C課程是由幼兒和老師-起共同建構出來的。

由於不同學習階段幼兒的成長需要及能力皆有不同,以下以在學期初段的「認識自己」主題為例,閨釋

如何靈活運用其中的－些策略去設計學習活動,發展幼兒的3C能力。

K1班在主題開始時’有見幼兒對學校的環境尚在適應階段,共同參與,親身體驗的策略至為重要,此

策略更可先應用於家長的參與,邀請家長將一些幼兒喜歡的玩具和相片帶回學校分享。在老師的鼓勵﹑

提問和示範下’幼兒可彼此分享自已喜歡的玩具和作自我介紹’不但可提升幼兒的溝通能力,老師更可

從中發現幼兒對自已的興趣所在’繼而延伸學習。老師可進一步有效運用這些幼兒喜愛的物品用作計活

21Siraj-Blatchfbrd’I.(2007).Creativity’C0mmunicationandCollab0ration:TheIdentificationofPedagogicProgressionin
SustamedSharedThinkmg。Asia﹣PacificJoumalofResearchmEarlyChildhoodEducation’Vol.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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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角的材料,如興趣角﹑圖書角﹑地面積木等’安排充裕的自主遊戲的時間,鼓勵幼兒按自己興趣自由

人角操弄﹑探索角內物品’體驗第-身的學習經驗’亦增加互動學習的機會。其後’幼兒更發揮創意’

將不同的玩具進行組合’發展出新的遊戲玩法’而老師亦會配合幼兒的興趣和發現’將活動角作出調動。

K2班的「認識自己」亦會以幼兒喜歡的人﹑事和物作開始,但會進－步將各人的喜好延伸至共同建構
新課室’加強他們的歸屬感。

主題開始時會運用親身體驗,共同參與的策略’由老師在課室中帶動幼兒進行。老師由幼兒喜歡的顏色﹑

玩具﹑食物等開始’激發幼兒了解自己﹑表達自已喜歡的東西,除了提升幼兒的溝通能力外’更藉此開

始對自己的喜好產生好奇’在當中開始探索自己及同學的喜好’對身暹的事物產生好奇心,令主題開始

時課室已充滿了很多有關幼兒的事物。在有效運用周邊環境的策略中’幼兒用圖畫表達自己的喜好,加

人老師的文字描述,這些作品會在課室內展示’除能讓幼兒從中認識自己及別人的喜好外,更能在老師

安排的環境中,促進幼兒間的互動及友伴關係,藉著幼兒間的互動’令課室中增加幼兒間的對話’加強
幼兒表達及產生共同興趣的機會。

老師鼓勵幼兒共同參與設計課室角落的安排及佈置’思考如何運用大家喜愛的事物去建構新課室。例如

女孩子喜歡的城堡圖書館、男孩子的大型地面活動空間’都是讓幼兒以第－身的參與而討論出來的。課

室的角落讓幼兒有自主設計的機會,而角落的規則亦由幼兒－起定立,渲個由幼兒出發的課室佈置,加

上充裕的自主遊戲的時間’讓他們可以從中發展協作及溝通能力。

K3班的「認識自已」以自我探索為學習重點,除了了解自己身體的各部份’以及探索其功能外,更會嘗

試面對自已不同的情緒,學習抒發的方法,培養正面的態度。

主題在暑假後開展,由於當時班中有很多幼兒在暑假期間都有看過電影《玩轉腦朋友》’老師運用親身

體驗,共同參與的策略’從幼兒的興趣及話題開始,安排貼近他們生活的活動’老師有焦點地配合兒童

的經驗’構思學習內容’讓他們的學習更有效益﹑更有意義’更能讓幼兒深人地進行探索和思考。

在主題的脈絡發展下,幼兒除了對自己情緒的認識外,更開始探索自己身體的結構,老師善用幼兒的建

議’將課室的角落,交由幼兒設計,提供多種開放性物料’讓幼兒自主創作不同的角落’當中包括:扭

扭樂活動、情緒相機、人體結構等,將課室的角落設計的主導交給幼兒,讓幼兒有更廣闊的自由空間’
有效運用周邊環境來刺激幼兒參與。

老師豐富幼兒的學習環境,利用幼兒設計的活動角落’給予幼兒空間來按自己的興趣及想法來進行自由

活動時間舉例在幼兒設計的扭扭樂活動中’不但讓他們發揮創意,更在遊戲過程中促進同伴間的互動’

老師將主導角色交給幼兒’而從旁支持及鼓勵’並將自由時間的內容交由幼兒自行安排!體現了自主學

習靈活安排的策略。

以上三級的例子弓∣用了3C課程的設計原則’並以一些教學活動去閻釋如何應用建議的策略。「營造豐富

與活潑的環境’敔發幼兒的3C能力」是3C課程的主旨’渲包括:為幼兒提供充裕的自由遊戲時間’讓

他們自發、自主地進行戚興趣的活動;同時,老師要加強隱架幼兒學習的能力’讓幼兒在富有意義的情

境中發展「3C」能力’由於老師持績在活動期間可觀察個別幼兒的表現,並按不同能力的幼兒需要提供

適時介人’加以隱架,對不同成長階段的幼兒皆可作出適切支援。

（5）創意

計劃特色1:教師專業成長一銳意培訓課程領導人才

計劃以提升幼教機構進行科研的能力,在計劃顧問的指導及先導學校的支援下,配合計劃建立教學圍

隊’推行及持績優化「3C」校本課程,帶領學校進行課程改革,計劃能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肯定其專

業能力,參與學校將成為支援其他未有參與計劃的仁愛堂幼稚園進行下一階段的「3C」課程的骨幹成員。

計劃特色Z:採用行動研究模式╴教師就是研究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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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用行動研究模式’讓參與計劃的教師’能夠有效提升自我的專業教學技能,從而提高現有學前教育

課程的質素。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認為本地就幼稚園教育進行的研究有限’建議鼓勵本地進行更多相

關研究,提升業界掌握兒童發展﹑兒童學習需要及幼稚園教育方面的最新趨勢,有關研究也可審視政府

弓I人的新幼稚園政策對幼稚園教育的影響﹙免費教育委員會報告’20l522﹚。

是次行動研究的題目是:『建立促進幼兒自主學習能力的校本「旦C」課程』

教育沒有既定的模式,學校在課程中弓I人「3C」理念的同時也要「因地制宜」’根據學校的特色﹑學生

的背景、教師的協作文化和資源的配合等各方面’作出相應的更改或調適’從而設計出有效和可行的校

本課程。因此’本計劃會採用行動研究模式’讓參與計劃的三間學校各按校本特色和需要,以實踐﹑反

思﹑再實踐的驗證方法’自行研發適合校情並能促進幼兒自主學習的「3C」課程。當中「先導學校」會

跟進上次研究結果’特別考量男女生的學習特性,作出詳盡考慮來進行課程調整’創設及優化校本「3C」

課程’有效讓男女生均獲得適性的發展。

行動研究建基於教與學的互動,它需要老師在課堂上蒐集證據,進行教學反思,再作出相應的對策。在

行動研究中,教師的教學策略就像是－項「研究假設（researchhypothesis）」。這種研究模式需要教師辨

析身處的教學環境,觀察責際情況’並總結相關的課堂經驗,從教學中自我檢討﹑反思成效’得出相應

的對策,改善教與學的質素。

行動研究以螺旋式循環（spiralingcycles）（見圖2﹚的方法進行,以計劃﹑責踐﹑觀察和反思四個步驟

按次序循環往返運作。在行動研究中’教師需要參與「3C」課程的設計,於課堂實踐’再透撾課堂的觀

察,總結相關的課堂經驗並進行反思,再因應問題制定相應的對策’由此提升教學效能。斯登豪斯

（Stenhouse,1975﹚提出了「教師就是研究者」的這個看法’可見在行動研究的模式中’教師的角色舉足

輕重,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成為了本計劃重要的元素。為了提升教師的專業技能,鼓勵他們主動檢討和

反思自己的教學成效’本計劃在不同的行動階段中,邀請課程顧問因應教師的需要,設計不同的經驗交

流及專業支援活動。

圖Z螺旋式循環行動研究模式23 狹 ↑田

蔥■

鱗鰓戀

■
︾

繳i

Ⅱ
上

﹙6）參與計劃成員

1.參與學校名單

先導學校:

參與學校;

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及仁愛堂顏資鈴幼稚園

Z‧行動計劃成員

22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Z015）。「兒童優先給他們一個好的開始」。（第十一章）11’21P18
23鄭佩華蔡珍妮﹙Z014）。探索及責踐以貫證為本「3C」課程研究。香港教育學院兒童研究與創新中心, （第二章）p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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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劃成員:黎燕芬校長（仁愛堂陳鄭玉而幼稚園暨幼兒園） Schedul巴lP.﹟:

馮麗娟校長﹙仁愛堂鄧楊詠曼幼稚園）

袁國蓮校長﹙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圍﹚及三所學校之教師圄隊共約30人。

（7）推行方案及時間表

4

第一階段專業培訓 Z016年4月

|項目 工作概述 對象／時間

∣孛囉韜璧鶯＼
「3C」課程的理論﹑原

則及推行策略

Z行動研究推行方式及工

具介紹

由顧問導師帶領進行教師培訓

l.探討「3C」課程理論、原則,先導學校分享責踐
經驗及推行策略

培訓對象為三所參

與學校的校長、主任

及全體教師
■■■■■＝■■■■＝■■■■＝﹃﹣＝＝＝－■■■■■■

Z是次研究計劃的背景資料及內容介紹;

講解行動研究的推行方式,重點介紹是次研究採用

之「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E﹚
斗小時x4次

••••••••

﹃

」

＝﹣＝－∞＝■■＝■■F■■╴■■﹦■■■■P︼＝＝

■■■■＝﹦■■＝＝＝∞＝＝-＝■■

建構兒童自主學習的環

境
﹙共計16小時）

對「3C」有更全面的掌握後再責踐於教學當中

4校本課程檢討工作坊 4.顧問導師協助各園辨識校內「學與教」的文化及氣

氛﹑強弱機危’強化參與成員的課程設計能力’

給予校本的分析與回韻,協助學校選定適合策
略’建議發展的方向

第二階段行動計劃（－）Z016年5月至Z016年7月

∣對象／時問項目 推行方案

研究計劃前測 教師運用「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E﹚進行
檢視﹙前測）

＝＝＝－∞≡＝︼■■■■－╴＝U■

專家到校-校本指導

l備課工作坊 L顧間導師到校作校本指導﹙第－次）’擬定行動計
劃’與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設計及備課

2.顧問導師到校作校本指導﹙第二次）’觀課及課後
討論

3.顧問導師到校作校本指導﹙第三次﹚’計劃檢視和

反思’進行校本的分析與意見回鯖,建議及制定
改善策略

4小時x3次﹙校）

■■■■－＝﹄＝＝＝－■■

2.行動計劃（╴﹚課堂實踐 4小時x3次（校﹚

r行動計
|
－■＝╴╴╴－╴╴－╴﹦╴╴╴-╴

劃（一）檢視 4小時x3次﹙校﹚

﹙共計36小時）

|l

|
||

第三階段計劃中期檢視及專業培訓Z016年8月至Z016年10月

項目

計劃中期檢視

工作概述 對象／時間

顧問導師到校﹙第四次）’帶領教師對各校之施行過程

進行檢視’反思行動計劃（一﹚的成效及困難’協助學

校改善和修正推行策略’對計劃進行檢討及反思’為
下╴階段推行作準備∣╴╴∣

培訓對象為三所參

與學校之校長﹑主任

及全體教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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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行動計劃（二）開展前,顧問導師帶領教師進行培訓

1.重點加強觀察幼兒行為及表現

2.教師成為觀察者’與幼兒作正面的互動’發展鷹架

幼兒學習之技巧與能力’促進幼兒的自主學習

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講題;

1教師觀察幼兒行為表現

2、隱架幼兒學習
4小時x3次

（共計1Z小時）

第四階段行動計劃（二）Z016年11月至Z017年3月

推行方案項目

參與學校推行「3C」課程的第二次行動計劃,顧問導

師到校指導﹙與第二階段同）

1.顧問導師到校作校本指導﹙第五次﹚,擬定行動計

劃’與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設計及備課

專家到校﹣校本支援

1備課工作坊
4小時x3次（校﹚

－＝＝＝＝＝＝＝∞＝∞■■■■＝■D＝■■╴＝﹦■■■■╴■■■■╴＝＝■■＝■■＝＝﹣－﹦﹣＝╴＝＝＝╴-＝＝-＝＝－■■╴＝╴﹦ )
校
(

次
3X

時小
4

2‧顧問導師到校作校本指導（第六次）’觀課及課後

討論

3.顧問導師到校作校本指導（第七次﹚’計劃檢視和

反思給予校本的分析與意見回韻

2.行動計劃（二）課堂責踐

4小時x3次（校﹚

（共計36小時﹚
3、行動計劃（二）檢視

教師運用「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E﹚進行檢

視﹙後測）

研究計劃後測

第五階段計劃評估Z017年4月至Z017年5月

對象／時間工作概述項目

三所參與學校之教

師

4小時xl次

﹙共計4小時）

顧問導師到校（第八次﹚帶領教師對各校之施行過程

進行檢視,協助學校對計劃進行檢討及反思’訂定未

來課程發展的方向

計劃期終評估

|

第六階段成果分享Z017年6月至Z017年9月

對象／時間工作概述項目

三所參與學校之教

師

1機構聯校分享 參與計劃學校互訪及經驗交流

參與計劃學校向機構轄下未參與計劃的7所幼稚園分

享推行「3C」課程經驗及心得

由各園校長統籌製作「3C」課程行動研究小冊子及計

劃助理協助整理課堂錄影片段資料

舉行成果發佈會,介紹計劃成果及與業界分享

2.整理兩次行動研究資料

3.「3C」課程成果發佈會

﹙8﹚預期產品及成果

8.1預期產品:出版「3C」課程行動研究小冊子,預計印製500份派發予參與發佈會學校及業界人士

綜合及統整參與學校透過計劃﹑實踐﹑觀察及反思四個步驟按次序循環往返運作之教學歷程及經

驗,具體闈釋教師如何透過行動研究,以實證為本驗證「3C」教學策略和施行技巧’供業界分享。

8.Z預期成果

1提升幼兒的自主學習能力’促進全人發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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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仁愛堂轄下幼稚園進行課程改革’建立能促進幼兒溝通、協作及創意的「3C」校本課程。
促進教師主動反思及評鑑課程的能力’並能對課程進行持績改善﹑優化工作。

培訓－隊有科研能力的教師團隊’按校本課程設計及推行「3C」教學’促進幼兒的自主學習能力。

■仍

﹄ 234
•

•

（9）預算

計劃助理╴為免加重學校教職員的工作壓力,整個計劃極需要人手跟進協調、協助聯絡及統籌行政工
作’如文書﹑財務﹑場地安排、課堂攝錄、整理和撰寫活動報告’計劃需要聘用一位全職
計劃助理,預算為期l8個月。

代課教師╴3所參與學校需要各聘－位半日兼職代課教師,以便配合行動計劃（-﹚及（二﹚的推行’即計
劃的第二及第四階段中教師進行備課、擬訂計割﹑課後討論等教師人手調動,代課教師需
要人班照顧幼兒,預算為期l20天。

工作時段／數量∣

l8個月∣
l20天∣

小計:∣

項目

砲繳﹨i蔥r）
（l位全職﹚

﹙3位半職）

|小計（＄）

鰾 l4,200x1.05xl=268,380

5l0x120x105x3/2=g6,390

364,770
-教學鏘旨導服務／專業培訓

∣韉鱔雯f『作坊
顧問導師到校指導

（備課、校本現況分析、行動研究
指導及檢視）

960／小時∣∣第╴階段l6小時
第三階段l2小時

培訓共28小時

960x28=26,880

到校指導共76小時

960x76=72,g60

960∕小時 第二階段36小時

第四階段36小時

第五階段4小時

小計;∣ 99,840
設備

手提電腦

數碼攝錄機 |
||

6’500
-

4,200

l部

4,200x3部

小計:

6’500

12’600

19,100
∣≒般開箠
∣印製「3C」課程行動研究小冊子＄50
郵費

影印費

500份 25,000

2’000

3,000

10,000

5’000

l5,000

3’000

63,000

5,459

文具∕展板／橫額／可耗用物資

∣╴核數費用-
∣發佈會場租及場地佈置

區
…

小計:∣

L- |計劃總開支: 55Z,Z00

資產運用計劃

∣項目／說明∣數量∣總值（＄）∣建議的調配計劃／註）類別

計劃結束後數碼攝錄機將調配至三所參與學

校’每所學校-部’繼績使用於課堂錄影及
教學用途

視聽器材 數碼攝錄機 3 l2,600

書籍及視像光碟∣NA

電腦硬件 手提電腦 l 計劃結束後手提電腦將調配至參與學校繼績

俚甩於教學培訓活動或其他教學用途

6,5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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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件

樂器

辦公室器材

辦公室家具

體育器材

∣其他

≡

酗
-
M
-
M
-
M
-
M
-
吧

﹦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鑑參數及方法

為了解「3C」課程對幼兒及學校整體發展的成效,本計劃參照先導計劃所用之研究工具,以「量化」和

「質化」的研究方式’為課程的成效作出責質性評估。

「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方面’運用「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修訂版（ECERS﹣R﹚」,以「前測」及「後測」方式

評估計劃成效。「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修訂版（ECERS-R﹚」主要用作評量幼稚園的教學環境和質素,

而這評量表已被部分國家廣泛使用,進行相關的「量化」研究。

(10)

研究工具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修訂版（ECERS﹣R）2傘」-「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修訂版（ECERS﹣R﹚」共有

四十三個項目’並分類為七個方面的評量範圍,分別為:（1）空問與設施;（2）個人曰常照料;（3）語言

﹣推理;﹙4）活動;（5）互動;（6）課程結構;（7）家長與教師。每個類別的得分均以1﹣7點的遞增方式進

行劃分,共四個等級:l點為「不足」;3點為「最低標準」;5點為「良好」;7點為「優良」。

在七個方面的評量範疇中’每個範疇各有其相關項目,以下運用其中三個範疇說明如何透過「前測」

和「後測」的差異來衡量幼兒的共通能力;﹣

l.『語言﹣推理』:在『語言﹣推理』範疇中’相關項目有四項,分別為「圖書和圖片」﹑「鼓勵兒童交

流」、「運用語言發展推理技能」、「語言的非正式運用」。當中評量教師在自由遊戲和集體活動時間

能有鼓勵兒童交流的取向’課室活動角中的設置有可以拿來鼓勵兒童交流的材料,在交流活動中能

適當地配合兒童的年齡和能力平衡聽和說的比例’並留有一定的時間讓幼兒回應,幫助溝通技巧不

足的兒童用語言來表達’在兒童解決問題時’教師會鼓勵他們講述或解釋他們的理據,利用真責的

事件和經歷作為兒童發展概念的基礎’鼓勵及弓∣發兒童運用語言發展推理技能等,如在渲範疇「前

測」和「後測」中得分和等級有提高》反映了「3C」課程研究計劃能有效促進幼兒「溝通」能力的

提升。

2﹑『互動』:在評量範疇『互動』中之相關項目有五項’分別為「大肌肉活動的管理」﹑「兒童的╴般

管理（不包括大肌肉活動﹚」、「紀律」、「師幼互動」﹑「同伴互動」。評量教師能通過恰當的肢體接觸

表達對兒童的關愛,並樂於跟兒童╴起遊戲’對不開心﹑受傷或生氣的兒童’能給予同情及回應,

鼓勵兒童與成人﹑兒童與兒童互相尊重’允許兒童自由走動,使自然的組合可以形成及產生互動,

會提供機會讓兒童與同伴合作完成任務。在「師幼互動」和「同伴互動」中’教師擔當角色尤其重

要,若在這範疇「後測」對應「前測」的得分和等級有提高,正反映了推行「3C」課程研究計劃能

z4TheIma’Ha「ms〃Richa『dlVl.CIiffO『dandDebbγC「γe「（Z005﹚。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修訂版（2005）。香港,太平洋區幼兒
教育研究學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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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有效促進老師與幼兒之間的互動’幼兒的「溝通」和「協作」能力相對有較佳發展。有研究顯示,
老師參與幼兒的活動’可以豐富幼兒的遊戲經歷’從而加強兒童的智力及社會發展（Kitson’1gg￠25;
劉晶波’l99926﹚。

『課程結構』;『課程結構』範疇評量結果反映日程表在結構性和靈活性之間能否取得平衡,能按幼
兒的需要彈性地作出調整’-日日程中是否包括小組遊戲和集體活動’並有足夠的自由遊戲時間’
學校需要弓I人和提供－些遊戲的材料、設備及經驗’協助及促進兒童的自由遊戲’發展自主學習能

力。在各範疇中’「前測」與「後測」分數的差異或顯著提升正標示教師在不同範疇的改變’師幼
互動的質量正是幼兒學習及共通能力提升的決定性因素。

「質化」研究

l.透過課堂觀察及攝錄﹑學生作品﹑課堂照片、教學計劃及教師教學反思,記錄幼兒的學習情況,
從而了解幼兒在溝通﹑協作﹑創意能力及其他行為的表現’展示幼兒參與計劃後所產生的變化。

2.以「半結構式問卷（Semi﹣strucmredQuestionnaire）」訪問進行計劃的教師,比較前期及後期對推行
「3C」課程的教學策略。

3.透過問卷,向家長了解幼兒在日常生活中的轉變。

（11）計劃成效延績

我們期望本計劃能夠為仁愛堂轄下幼稚園建立切合現今幼兒及校本需要的「3C」課程’並透過持績優
化課程,使「3C」課程最終成為具本士特色的優質幼兒教育課程。另透過出版「3C」課程行動研究小

冊子’將本計劃透過行動研究所集結的「3C」教學經驗能夠為其他學校提供參考’更具體地讓業界掌
握「3C」學習理念’協助他們發展符合校本需要的「3C」課程。

（1Z）推廣及宣傳方法

我們將整理研究成果及推行課程的經驗’舉辦發佈會’以推廣「3C」課程的理念,並讓業界的校長及

教師進行交流’促進業界的專業發展。「3C」課程行動研究小冊子將發送至教師資源中心,供有興趣的
同業參閱。

（13﹚其他資料

l.參與計劃學校名單

z5I〈itson〃N﹙199￠）.pleasemissAlexande「:wi∣Iγoubethe『obbe「?FantasγPlaγ:acasefb『adultinte『vention.Inj.M0γIes（Ed.）〃
7heEXce〃ence㎡P／αyPUPjBuckingham.

z6劉晶波（1999）。師幼互動行為研究－我在幼兒園看到了什麼。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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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Sch駙Ul忠1P。18
Z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台規格的報告;

︼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31/l0/20l6 中期財政報告 3l/l0/20l6

0l∕04／2016一30／0g／20l6 0l/04/20l6-30/09/20l6

計劃進度報告 30/04/Z017 中期財政報告 30／0』／20l7

0l∕l0／2016╴3l／03／20l7 01/l0/2016-31/03/20l7

計劃總結報告 31/l2/20l7 財政總結報告 3l/l2/20l7

0l／04／2016╴30／09／20l7 0l/04/2016-30/09/2017

3.本機構將依從優質教育基金指弓∣的要求採購顧問服務。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