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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寫計劉評鑑時，請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指引提供參考，讓計劉負責人/小組反思計劉的成效。

1.能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 否已達致計副書內列明 的各項目標時，須包括以下項目f有MEFN可按拭仰件沖著一的得主亡'IJt
以簡短段落形式書寫;:

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程度

達到目標 未能達到目

的活動 的證據或指標 棟的理由

透過多樣化的「正 【項目I】 完全達到 全體教職員人數是11 4
向」學習，使幼師更能 「快樂的國T J -幼師正向生活 人，當 日出席人數是 10 8
欣賞自己 、認同自己的 學習計劉撒種禮贊「Ji芷向教育」 人，出席率95%
{質值 ，使他們能持緻追 與幼師的專業成長課之 一
求更有素質的生活 和人 【項目IT】 完全達到 全體教職員人數是110
生;

r 3P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J之 人 ， 當 日出席人數是 89

2 .  激發幼師對教 學的
r :u::向幼師正向兒」藝術正向講 人，出席率84.5 %。 滿意

!童及工作坊 應(問卷) 建 87.6%
熱誠和動力，同儕間互
相激勵，成為幼 兒生命 【項目m】 完全達到 全體教職員人數是11 8
中的「幼師教 練J' 「正向教 育」與幼帥的專業成長之 人，當 日出的5人數是 10 7

一

人，出的5率90.7%。滿意一
3. 培育教師成為 「幼 廣(問卷)途88.3%

的1教 練J'使 學校發展成 【項目IV】 完全撞到 2 4位「幼師教 練J'當日
為同儕伙伴協作的正向 「幼師教 練」修行課一:教 練式領 出席人數是 2 3人，出席
學習型機梢; 縛. 引發積極主 動的要訣 率95.8%。滿意度(問卷)

遠的%

【項目V】 完全達到 24位「幼師教練J' 當日
「幼師教 練」修行探二: 高稍效教 出席人數是 2 3人 ，出席
練 - 如何殷勤隊員的工作熱誠 萃的.8%。滿意度(問卷)

達86.3%

【項目VlI】 完全撞到 全體教職員人數是10 8
f3P幼 師正向生活 學習J2之「味 人 ， 當 日出席人數是104

覺新體驗J 人 ，出席率96.3%ç 滿意
度 (問卷)達97.7%

【項目VIII】 完全達到 全體教職員人數是 110
f3P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3之「跳 人，當 日出席人數是 100

出框界﹒探索新境界」 人，出席率90.9%。滿意
度(問卷)達88%

【項目 IX】 完全達到 2 4位「幼師教 練J'當日
教 練修行課一:成為專業國|潔的核 出席人數是 22 人，出席
，心 率91 .7%。滿意度(問卷)

達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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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為幼兒學界的 【項目VI】 完全達到 四 次家長工作坊 出席總
正向文他的學習平 家長工作坊之 「讓自己 成為影響 人數 是304人，出席率
台，並能促進及持緻發 核子的「栽培者』成就終身」 100%。滿意度 (問卷)
展。 達89.7%。

【I貝目X】 完全達到 全體教職員及來賓人數
計割成果分事會 是14 2人，出席率71% 0 I 

滿意度(問卷)建86.5%0 

I 

2 .計制影響
按照証據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制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拓寬學生J教師的視野

是次計創設計了多項嶄新的學習活動，這些活動都能使教師盟富了教學以外的經驗，拓寬了 他們
的視野，從而刺激 了他們在教學思維的增長，從收取回來的檢討問卷中便可以清楚知道教師對學
習活 動的其實回應，詳悄閥釋如下:
【項目II】 r3P幼師IE向生活學習J 1 之「正向幼師在向兒」藝術lE向講座及工作坊(89位教

師出席)
• 有81%教師認同透過繪畫能加深認識自己 ，同時學習欣賞自己 與他人的優點，這對教學工

作有ïE闊的影響。
• 有93%教師li在此工作坊cj:J認識 了 24磁性格強頃，就能有 助了解自己的強頂，從而能在個人

的生沼放教學方向多1JU發揮，也刺激了的他們做意持緻正向學習﹒

【J頁目VII】r3P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2之rn，t位新體驗J (104位教師出席)
• 有 99%教師認向是次活動能拓寬自身的體驗，同時放鬆了繃緊的工作心俏，投人rrJ另一種

學習巾，從而反思自己 的工作、家庭及個人目標。

【項世vm】r3P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3之 「跳出框界﹒探索新境界J( 100 位教師出席)
• 有 98%教師是第一次參與「植物定向」 活 動 ，他們表示從未想過植物定向活動可以從t:IJ學

習到不|司的植物知識 ， 除此之外組學習到本港的I農境生，態保資企U織，絕對是拓寬了他們的
眼界。

-加強學生J教師的成功感

【項目m】「正向教育JFI幼帥的專業成長二(95位教師出席)
• 有 84%教師透過是次體驗式成長諜，尼拉受到貢獻自己 的能 力能協助國隊主卸去目標。
﹒ 而有80%教師喜歡{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從中發揮到自己的長處，得到更大的成功戚。

【項目VII】r3P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2之 rr味位新體驗J ( 104 位教師出席)
• 有88%教師ffiQ到能自製食物(生的包/良的tt)已經非常滿足 ，而最高興的是他們的心血結晶

順利製成，味道其l味。

t:;J.;a:.f.:.{i屯，叫一耳3年仔宵"[11胃口.�H告是=

主'"b;t;ll'l.，牛�r!話間內L為t��弘白雪� {，h-m-'-:17 ‘." 叭叫、 白哼- ....1-AJ.::ili(:..﹒1..1.-i::::I 'JY../L'文.....JIIIJ門、

一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項目 IV】「幼師教練」 修行課一:教練式領導， 引發積極主動的要訣( 23位幼師教練出席)
• 有 91%幼師教練對 「教練CoachingJ這專業課題有 了初步理解，並有興趣繼續;猿人學習惘

關 課題，以拓展自己 的專業範疇。
• 有 平均86%�J師教練 對教練培訓技巧「聆聽、 提 悶、回應」這三項有了初步的掌握，放會

嘗試應用於日常行政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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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V】「幼師教練」修行課二:高積效教練 - 如何敢動隊員的工作熱誠( 23 位幼師教練出
席)

• 全數 100%幼師教練郁，懂得訂立教練培訓技巧中 "Goal Setting'﹒ 專業技巧。
• 當中86%幼師教練能初步掌握P AC人格結梢理論，同時對有效的安慰與心理支持的應用步

聽也明白。

【項目I X】 教練修行課三: 成為專樂園隊的核心( 22位幼師教練出1月n
• 有86%幼師教練表示有信心在未來的工作裡總街道用「教練Coachingj技巧於日常教學行

政工作裡臼

一
改善學 習氣氛
【項目V】「幼師教練」修行課二:高積效教練 - 如何做動隊員的工作熱誠( 23 位幼師教練出

席)
• 有191%教師完成部份「點滴」幼師正向生活札記，重燃了自己 追求正|句生活的目標，也對

新知識有所追求。

【項目VII】 r3P 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2之 r�位新體驗j ( 1 04位教師出席)
• 全!蚊 100%教師認同這另類學習臨fi有趣，能帶給他們愉快的學習時光，樂 意繼詩句參加體驗

式的學習項目。

【項目VlII】r3 P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3之 「跳出框界﹒探索新境界j ( 100位教師出fiì� ) 
• 有9 0%教師戚到是日能與大自然連J且是，身心得到鬆她，�謹向己重新注人正能壺，更有力量

繼緻教與學之路。

-促進學校團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項目II】r3P 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1之 「正l句幼師正ÎoJ兒J藝術ïE向講座放工作坊(89 位教
師出席)

• 有98%教師表示加深了解10J泉 之 間的想法，彼 此間更能互相鼓勵，使R後的工作更暢JII頁。

【項目m】「在向教育」 與幼帥的專業成長二( 95 位教師出席)
• 有9 2%教師加j呆了解同品的做點，促進互信關條，增強了學校副隊精神。

【項目VII】r3P幼師正向生活學習j 2之 「咪位新體驗j ( 104 位教師出的n
• 有97%教師認同透過是次工作的協作過程，提升了同事之間就要在與了阱，使各校之間更共

融合一，鞏固了學校(四校) 的整體形象。

【項世I X】 教練修行謀三:成為專業國隊的核心( 22位幼師教練出席)
• 有91%幼師教練與組貝完成7 rSMART目標」個人習作，令每位教師都能為自己人生技工

作出向前的目標，促進了國隊 間的合作性，為學校提 出了新的發展方向。

一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項目X】 計創成果分辜會
當日有詢問其 他幼稚圓的校長、主任或教師出席計創成果分享會，當中有84%表示是次計
創增加了他們對幼師專業發展不同模式，並有意從中吸取合適的項目按學校本身需要作教
師專業培訓內容。

• 有 8 3%表示參加了分享會做發負責學校行政的人員作多方面規創未來可行的教育培訓主
題，明白不是單單作教學技巧或知識上的培訓，應該多從教者自身出發，報教師能從自己
的成長令工作上產生正向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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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評鑑計制成本效益

受款人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衰二的預算核對衰，與報告一併遞交。 關 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參照計
酬協議告:附件二。

表 二: 預算核對衰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 / (甲)
(根據協議書的表1日 (甲) (乙)

服務 211，520 lC 211， 52051: 

一般開支 的 ，2∞兀 61.320 lC 

應急;費用 5，5 75lC 05τ 

請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甜的成本效益:
一 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控校的人力資源等)

﹒ 能恰當地運用，並且有協作單位充足的支援，能做到不浪費，資源。
披立接受惠人士敏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 宜接受惠人總 數 是560人 ，按計算單位成本是后487.2/人
計制所建梢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如阱

+/一%

0% 

-8.75% 

-100% 

「幼師教練」修行課一荒三部備用筆記1史教學流程附件D'可以純學校將來繼緻伸展下去。
• 此外教師們在身心盤上的成長，也促進7學校發展成為同儕伙伴協作的正向學習型機惜
當其他學校重做音j'創峙，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吉f創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因是次計創已培訓了 24位「幼師教練j'並備有修行課筆記，如重做計釗「幼師教練」們
便成為了計卸的帶領者

以較{旦成本建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 因「教練Coaching j 技巧是一門專業的學間，是需要由認諱的註冊教練授課的 ， 如藝節省

戚本的同時又要有相同效益，現階段暫未能提 供。

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在評鑑計側的成品及推廚伯值時I!&I.包括以下項目。 f有激黃干#可fj;;<么你戶戶/句詩三'ó':/在?j;Cf'tj�古� : 

表三;計翻成果的推廣價值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絮

舉辦的推廣活動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

(例如種類、名
及推廣價值評鑑

(例如橫式、日期等) 供推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

稱、數量等) 及反應 遍推廣模式

3 



1 40 本「點滴」 附件A為札記的全本，教 於2017年5月2日【項目】「抉 是 否值得優質教 育基金推介 : 值得
幼師正向生活 師們對札記予以詩贊賞，除 樂的國T J -幼師正向生活 推介!因為我們希望在教師沿長
札記給參與計 了設計椅黨外，能針對f3P 學習計創J散種禮暨 「正向教 的教育工作 旅途上，提他們留下印
創的教職員 主動、 熱誠、協作」宙IJ分 育」與幼的的專業成長課之 記，無論當中是喜、是樂、是苦、

6 大部份，包括:戚恩、 一時分發給108名出席教職 是哀也好，都需要時時刻刻為自己
情緒、人際、享受、挑戰 員。是次計制中的每位幼師 打打氣，洗j條心鈕，沉澱思緒。當

及熱誠，這些有但是正向生 將擁有一 本屬於自己的 「姑 手執札記峙，便可以任何時候翻
活的元素 ， 也是建立為了 滴」幼師正向生活札記，內 闕，細味自己走過來的路，隨著歲
教師反思生活的習a間。 裡包含了幼師參與是次計創 月的流逝逐漸轉變，是蛻變?是昇

附件B為部份教師分享出 的心協控訴星、轉變和成長 ， 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教師們都l

來的札記內容，從巾可以 並將培訓或活動前、後自己 成長了，多 了經陸和戚受，札記為

檢視到他們認真對待自己 的心情 和狀態記錄在此t fäJJ 他們添加多一道生活的色彩，增添

的戚受，就算遇到痛苦、 幼師們於*'1-倒進行時不斷反 一草生命的層次 。

困難﹒也會想辦法樂觀積 恩和作出向我調逝， 逐步過 可供推介的可行性及建籤推廣橫

極面對人生路，這也顯示 向更正向的生活選擇。 式:可於社交平台建了L群組專頁

了教師們 所具備的索質 ， (Fan page) ，將札記放於網上，其

是教育一下代優良導師。 優點是可殺教師們任何時候於網
上留吉，並能土司與分享:相片，內容
更能控富。

一成品說明 (例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一評錄成品的質 玄歧推廣倒值
- 已舉辦的推Jf.í活動a諾列出日期、模式等) ，以&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一有闊的優質 教育基金加以推膜的成品的做值泣;其可行性，以及述說的推廣模式。
一請同時扼要說明 計個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甜的可行性。

是次計並1)的成功因素及延緻的可行性脆列如下:
﹒ 埋用新的培訓方法和角度，拓展了教師視野，增加f教師其他經驗，捏富了教師對lW剖，提

于1-[教師的專業知誠。
﹒ 多個項世活動都是先講教師了解自己對教育工作的初衷/初心，從而重做他們的動力，就算

他們各有不同的出發點，有若不同的教學手法，只要心靈充滿了力量，心態、有了變化，也會
使他們的態度、行為有好 的改變。
「幼師教練」的培訓非常適合 中層(主任級)教師，因為能改變了茵有從隘的那!你模式，彼
此間是互相合作， 教緻引縛同學，而不是下建指令，同事有空間嘗試實踐自己的想法，使關
{急史和詣。

• 持續全年的項目活動，使教師們身心部開懷了，四校也洋溢正|旬的氛圍，減少因工作產生的
計較，大家都以互補不足的心態來完成工作 迷到目標，過外籍教師和工友們都更融人固體
中 ，互動性比計創前顯著閑逛，階層的隔膜也打破了。
「幼師教練」培訓項目，能加重了他們對 團體的歸屬戚，給予更多實踐的機會，同時教師待
到校方的栽培和廠意投放資源協助增值自己，臨受到校方的重視和珍惜，促使他們為教學工
作 更多的付出和投人，最終也能蔥、及了幼兒和家長 。

• f點滴」幼師正向生活札記提供了機會總教師們反思生活[1'的點滴，在繁忙繁賞的工作 中找
到喘息的空間，學習欣賞身體的人、�、物，從而改善了他們的心理質素。
【I頁白I】及【項BII I】「正向教育」與幼師的專業成長， 內容切合教師的需求，傳授方法

也使他們有更多的領會和歐發。
「幼師教練」能持續發展出引導式的領導，在帶領組員教師的技巧也逐漸掌握和成熟，四位
校長 吏信任他們的處耶能力，令校政校情更l惕JII頁， 將學校幽隊的優良文化承{蹲下去。
生罔頁能讓更多不同人士觸及，將吉十劉的理念和內容分享，有助刺激同儕和學界嘗試新的教師
培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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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勘一覽表
請列出計創進行期間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f荷紡黃料可11i
本的件內表白的格式，或以簡短段落形式書寫)。

請詳閱附件C

衰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1f!L如座談會、
(1f!L如日期、

�f1 教師 蟬生
其 他

參加者的回應主題、地點等) (請註明)
表演等)

6.困難及解決方法

如實際帥行的計捌(包括預算、時間表反過程等)YiJI京來gl倒有出人，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

|封音|﹒凹的路備工作進行妥箏，的協作?i叮立全力的策也IJ、安排和配合，實際推行時相當時俐，也能控照
原來計創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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