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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計劃編號: 2016/0159 (修訂版)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150，000元的撥款申請)

申請表格 --- 第二部份(計劃書)

|計劃編號2016灼的9

學校/機構/個人名稱:保良局謝黃沛泊幼稚園暨幼兒園

受惠對象
(a)界別: 囝 幼稚園 口小學 口中學 口特殊教育f請勿灣

(b) 學生 : 121人 (人數)*及 幼兒班至高班/ 3 至6歲幼兒 (級別/年齡)*

(c) 老師: “人 (人數)*

(d) 家長: 242人 (人數)*

(e) 參與學校(不包括申 請學校):一立一(數目及類型)*

(。 其他( 請列明):
*如適用，讀到明

註劃畫
。) 計劃需要

(吋 請簡要說明計劃的目標。
1例如:透過講故事、唱歌和話劇，增加幼稚雷學童對閱讀的興趣。)

1.教師方面:藉教師培訓活動，提升 教師對幼兒體能發展的認識，並 為 幼
兒編排適切的體能活動。

2.幼兒方面:藉編排多樣他的體能活動，鍛鍊良好體魄，促進 幼兒身體健
康及大肌肉發展。

3 .家長方面:藉舉辦不同的親子活動，讓家長與 幼兒做運動，共同享受運
動的樂趣。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項目。
1請!Jft選適當空格)
囝 提升學與敦，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圍/共通 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回 促進學生 的社交和情感發展
口促進學校管理/領導， 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健康
囝 其他(請列明) 悍進身)1\、體康

(ii) 請提供相關的背景資料以論證(b)(i)中所 提及的需要。
又請剔選適當空格)

回 學校發展計劃:丕園位於黃大仙區
. ._r.月 h斗.

1 



計劃編號:2016/0159 (修訂版)
幼兒日常在家中的活動除7做功

課及活習，多是看電視，據校內的問卷調查，半數以上幼兒每日接觸電
子產品時間為 2-4小時，處於過份依賴，故幼兒的精力難以宣洩，令體
質下降。 另方面，老師發現圍內幼兒平衡力、肌力及身體協調能力弱，
導致步履不穩，甚至容易跌倒受傷。 有見及此，本園藉推展有系統的體
能活動，讓幼兒學習和掌握不同的動作技能，提升幼兒體能發展，促 進
身爪、僻靡。

口調查結果 :

回文獻研究綜述: 依據課程發展議會《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2006) ，運動
能強健體魄，更可強1�幼兒的運動技能，提升他們的認知、情緒、社交
和美戚發展。 而衛生署《二至六歲幼兒體能活動指南》提及，幼兒藉體
能活動，鍛鍊出良好的體格，亦有助刺激及發展幼兒的整體能力，從而
影響你們的學習能jJ和自信。

回學生表現評估:根據日常觀察及兒童發展報告中，發現雖在體能活動時
表現充沛活力，惟部分幼兒平衡力、肌耐力及身體協調能力較弱。

囝相關經驗 : 本年度獲優質教育基金批款推行「香港文他旅遊大使l'因
此不F策劃推行計劃上有一定經驗，且要有信心發展此項新計割。
此外，於 2015年8月，本機構曾舉辦兒童體適能教師工作坊，本園亦安
排教師參與，參與教師認同此類培訓能幫助同工掌握一些安排體能活動
的原則和方法，並加強對幼兒體能發展的認識。 惟參與培訓名額有限，
未能讓整體教師參與。故此，有需要藉此計劃為教師提供培訓的機會，
讓他們掌握當中的知識和技巧，以策劃幼兒體能課程和活動。

口 其他 ( 請列明)

(c) 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念或實踐方法來提升 、調適、配合及/或補足學校現
行的做法。
(例如:話鸝及音樂能有效刺激學生對閱讀的興趣，並有助他們的多元智能
發展。)

1. 藉物理治療師/體適能導師提供教師培訓及諮詢，支援教師評估幼見的
體能發展、策劃及推行體能活動，增加教師對 推行體能活動的技巧。

2. 籍編排有趣的遊戲、訓練和律動，增加幼兒對 運動的興趣，養成常做運
動的良好習債，有助身心健康發展。

3. 有系統地整理體能課程，持續跟 進 與 檢視，並增善體能活動設施，令學
校持續發展體育活動。

4 .透過親子活動，讓家長認識運動對健康的重要性，鼓勵 家長與 幼見在日
常生活中多進 行體能活動，促進 良好親子關係。

。1) 計劃可行性
(a) 請描述計劃的設計，包括:

(i)方式/設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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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 2016/0159 (修訂版)
是次計劃主要透過多樣化的體能活動， 提升 對 運動的興趣， 掌握不同
的動作技能。 有關安排如下:

1.學校方面:
〉 購買體能活動器材，增善校內資源， 讓幼兒透過操作不同的體能

設施， 掌握不同的運動技能， 提升 大肌肉發展。

2.教師方面:
〉 舉辦 教師培訓活動， 讓 教師認識幼兒體能發展、編排及推展體能

活動的方法和技巧。
〉 進 行活動時， 教師須注意各項運動的安全， 並 教授幼兒正確的姿

勢和使用器材的正確方法。
〉 定期召開 會議編排及檢討體能課程活動的安排。

3 .幼見方面:
〉 安排導師到校帶領幼兒體能活動， 讓幼兒參與 有趣、活潑、安全

的遊戲， 掌握身體 活動能力， 有關導師從中 作為 示範教學， 讓 教
師觀察和學習後， 為 幼兒編排及帶領體能活動， 提升 幼兒體能發
展。

〉 運用社區資源( 如屋那運動場、籃球場等)進 行體能活動， 擴闊幼兒
體能活動空間。

4.家長方面:
》 鑑於家長較著重幼兒的認知發展， 往往忽略幼見的體能發展， 故

此安排物理治療師向家長說明體能活動對幼兒的影響。
〉 透過家長會和親子活動， 讓家長明白運動對幼兒發展的重要性，

並 達至家校合作， 共同培育幼兒健康發展。

5. 本校會緊密監察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質素。

( ii)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 9/2017 (月份/年的)至 8/2018月份/年份)

月份/年份 內容/活動/節目 受惠對象 /
參與者

2017年 9月至 宣傳計劃一向家長介紹計劃內容及價值 全園家長
10月 物理治療師向家長推廣體能活動對幼兒

的重要a愷
購買教學資源一選購合適的教材、運動器 全園教師及
材、韻律操音樂、參考書籍等 幼見

2017年 9月至 物理治療師到校咨詢 全園教師
2018年2月 ( 觀察本校學生的大肌肉能力， 並提供訓練

及購買教材建議)
教師體適能及跳繩培訓工作坊(共2次，
每次 3小 時)
內容:

〉 幼兒的全人 發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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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體能活動的編排
〉 器材運用及安全事項

2 017年9月至 教師韻律操工作坊 全園教師
2 018年2月 內容:設計和帶領幼見健體 操的注意事

項
2 017年9月至幼兒體能活動(每日安排0.5至1小 時進 行 全園幼兒及
8月 活動) 教師

》安排導師到校教授幼兒體能活動。
〉 讓幼見認識不同類型的運動及學習不

同的動作技能。
〉 教師從中學習教授幼見運動的方法及

技巧， 並 了解幼兒的體能發展。

悔級體能活動之學習重點:
昀一藉花式跳繩活動，提升身體 協調能力
訓練( 鍛鍊身體各部位 ， 手、足、腦 並 用，
除身手更靈活)
�2一籍平衡力訓練及集體 合作的活動，提區幼

線
兒的身體平衡力及(包括動態平衡 行
、腳尖對腳跟走等)， 幫助幼兒學習掌

握較複雜的運動技巧進 行活動。
� l一藉功能性活動的訓練( 如行樓梯、行斜
時、爬行、拋擲等)及各類體力遊戲， 幫助陸兒掌握基本運動的技巧 享受運動的樂

2 017 年11月 親子運動會及親子花式跳繩活動 全圓幼兒及
至2 018年4月伊舉辦 親子運動會， 讓家長認識運動對健 家長

康的重要性， 與 幼兒共同體 驗 運動的樂
趣， 並鼓勵 家長與 幼兒在日常生活中 多

進 行體能活動， 促進 良好親子關係。
2 018年2月至 中 期檢討及調節體能活動安排 全園教師
3月

2 018年3月至 持續推展幼兒體能活動 全園幼兒及
7月 〉 教師帶領幼兒進 行不同類型的體能活 教師

動， 讓幼兒學習不同的動作技能。
2 018年6月至 成效檢討及延續 全園教師
8月 》 檢討計畫。成效及改善方案。

辭 依據是次計劃經驗， 整理及編排新學年
的幼見體能課程活動。

(b) 請說明教師及校長在計劃中的參與 程度及其角色。
(i) 參與 的教師人數及投人程度 ( 時間、類別等):

全體 教職員均會全手里參與， 並 由籌備幼兒活動、培訓、預備物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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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 2016/0159 (修訂版)
行活動及在活動後作出檢討等，以發揮更高的團隊精神，共同提升教
學質素。

( ii)老師在計劃中 的角色: ( 蒜頭rr;jJfi!!í��紛
回領袖 回協作者

口開 發者 回服務受眾

口其他 ( 請列明)

(c) 請詳列計劃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 150.000 元

預算項目*
開支詳情

項目 款額($)
i)員工開支 聘請教學助理 $66，150 � 

($5，250xl.05強積 � 
金x 12個月)

� 

� 
� 

ii)服務 教師培訓一 $6，000 � 

幼兒體能活動
$1，000 x 3/J\日寺
x2次
教 師韻律操 培 $2，400 
首11
$800 x 3小時

幼兒體能活動 $24，000 � 
$800 x 3 小時，
x10次

� 

親子運動會 � 

$1，000 x 2小日寄 $5，000 

親子花式跳繩
活動

$1，000 x 3小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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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摟

準{荷各項體能活動設施。
協助圍內教師推展體能活
動，令活動人手更為充足，
並能讓教師就幼兒的不同
情況提供輔導。
文書處理，如:見童評估數
據分析、發出通告及家長參
考資料等。
處理活動申請等聯絡工作。
向家長及外界人士展示幼
兒學習成果。
由專業導師(具體適能教練
資格或所聘任的專業人士
能提供符合幼兒的需要及
活動安排的服務)帶領培訓
工作坊，讓教師掌握推展幼
兒體能活動及韻律操的方
法和技巧。
由專業導師(具體適能教練
資格或所聘任的專業人士
能提供符合幼兒的需要及
活動安排的服務)帶領幼兒
學習體能，讓幼兒掌握各項
動作技巧，鍛鍊體魄。
教師從中學習帶領活動的
方法。專業導師亦協助教師
評估、設計及推行體能活
動。藉以為教師日後策劃及
推展體能活動作準{藉。
由專業導師(具體適能教練
資格或所聘任的專業人士
能提供符合幼見的需要及
活動安排的服務)帶領家長
和幼兒一起進行暖身、有氧
運動、肌耐力訓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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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 2016/0159 (修訂版)
緩和運動，以提升心肺功
能。而家長可從中學習運動
的技巧，持續與幼見一同做

運動。教師亦可從中學習帶
領活動的方法。

iii)設備 運動器材(如平 $20，000 {> 增善資源，幼兒透過相關器
衡木、平衡車及 材進行體能遊戲。

單車等)
$10，000 

及教材(丘袋、
雪糕筒及跳繩)
等
兒童圖書及教 $3，000 {> 購置相關的兒童圖書，以故
師/家長參考書 事帶出運動對健康的重要
籍 性，讓幼兒閱讀。

{> 增添教師/家長參考書籍。

iv)一般開支 租用活動 場地 $2，000 〈令 親子運動會租用場館及活
及 活 動 所需器 動所需器材。
材
運輸費 $500 {> 運送親子運動會活動設備。

獎牌 $1，500 {> 親子運動會競技賽的獎牌。

小禮物 $1，000 {> 為每位參與親子運動會的
(如小球拍等遊 幼兒獲得一份小禮物以示
戲) 鼓勵。

印刷品 $2，000 {> 印製橫額、小冊子等。

雜項 $1，450 {> 文真用品

審計費 $5，000 

申請撥款總額。): 150，000 

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言麗的調配計劃

(註)

書 籍及 固書 一批 $3，000 留校繼續使用

視像光碟

體育器材 如平衡木、平一批 $30，000 留校繼續使用
衡車及單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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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編號: 2016/0159 (修訂版)

。11) 計劃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劃成效的方法，
1請觀選適當空格)

囝 觀察:觀察幼兒於體能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及學習表現，以了解幼兒的學
萱盛逛三

口重點小 組訪問:

回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於計劃推行前後，透過問卷向教師，了解
你們於計割前後對編排幼兒育學能活動的掌握程度。

囝 學生表現在評估中的轉變: 體會長活動辭T7捍升

口其他(請列明)

及 (ii)請列明計劃的產品或成果。
1講剔選適當空格)
囝 學與教資源:編排體能課程及活動， 製備學校體能器材資料冊，以供學

校持續發展幼兒體能活動。
口教材套
口DVD
口其他(請列明)

過交報告時間表
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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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進 度報告 3113/2018 中期財政報告

0119/2017 - 28/2/2018 01/9/2017 - 28/2/2018 

計劃總結報告 3011112018 財政總結報告
0119/2017 - 3118/2018 0113/2018 - 3118/2018 

7 

報告到期日
31/3/2018 

301111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