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教育基金

(適用於不超過200，000元的撥款申請)
乙部-- -計劃書

計劃名稱 | 計劃編號
看﹒說﹒想-親子「悅」讀共享計劃 I (由「在罔上計劉管理系統」編自己)

Dialogic Reading Program for Kindergarten Children and 12017/0209 (修訂版)
Parents 

基丕重主主

學校/機構/個人名稱

香港小童群益會欒緻幼稚園(將軍澳)

受惠對象

(a) 界別 :回 幼稚園口小學口 中學口口，持殊教育續�燭

(b) 學生: 400 (人鍛) *及 KI-K3 /3-6歲 (級別 /年齡) *

(c) 老師 : 40 (人數) *

(d) 家長: 800 (人數) *

(e) 參與學校(不包括申請學校):3(長全日制幼兒學校)(數目及類型) *

(。 其他 (請列明) :

註劃畫

(日 計劃需要
(a) 請簡要 說明 計劃的目標， 並詳述建議計剖如何影響學校發展。

(例如:透過講故事、唱歌和話鼠，增加幼稚園學童對閱讀的興趣。)

l 透過「對話式閱諂l訓練，加強家長和老師培育學輩有效閱諧的能力，
提高學童對閱讀的興趣。

2 透過故事小講者(Little StOl'γTeller)、親子故事劇場和繪本共享市集活
動 ，學童先閱言自故事內容 ，再分享予者師和同學 ，提升閱讀動機外 ，也
增強學童的創造力和親子效能厲。

(b) (i) 請表明學校的需要及優先發展 項目。
(請剔選適當空格)

回 提升學與教 ，以促進學生在科目/學習範圈/共通能力發展上的知識
回 促進學生的社交和情戚發展
回 促進學校管理/領導，以及老師的專業發展 /健康
口其他 (請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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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學校發展計劉:
閱續能力是學習的惡礎。 從小培養良好的閱續習慣，有助學童語文能
力的發展和銜接小學課程。 而透過不同主題的繪本，加上家長和老師
的引導，學童從中能學習情緒管理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我們應該好
好把握學前兒童魚速發展的特徵，培養他們自主學習的態度，讓他們
喜歡閱讀，愛上閱績。
透過閱誼除了可增鹿見間，亦為日後終身學習作好準備，而教育局更
大力鼓勵家長多培養學童閱讀的興趣。 雖然，大部分家長都明白培養
學童閱讀的習慣是十分重要，但是家長們對於如何有效地與學童閱諂
卻缺乏技巧，其草不惜得如何人手。 而「對話式閱諂I(Oialogic Reading) 

是一個包含特別技巧、同時又簡單易學的親子閱鑽方法，加上兒童天
生愛聽故事的特性，相信由學校推行「對話式閱對l親子閱設計剖，
必定深受家長和學童歡迎 。

口調查結果:
回 文獻研究綜述 :

香活中女大學毋庸心現學中心Catherine McBride-Chang教持、碩十研
究生周詠研與張謙副教授，現正進行有關香港兒童早期的語吉及譚寫
能力發展的研究，嘗試將「對話式閱續1閱讀方法應用在中文語言及
誼寫能力的學習。 其中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每星期兩次、每
次20分鐘及持續8個星期的「對話式閱諂I ' 便能有效地促進兒童的認

字能力及增加其詞彙量。另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經過12星期的閱讀，有
用 「對話式閱續1的學童，他們對詞彙認識的能力都比沒有的有明顯
進步，最重要是對閱讀的熱誠有很大的增加。 文獻研究皆證明「對話
式 閱讀l對提升學童閱誼興趣和語文發展有很大幫助，該技巧的目的
是讓小朋友說他們讀過的故事，家長則藉著對故事內容的討論而從旁
鼓勵小朋友發表其意見。

回 學生表現評估:
1. 透過前測及後測問卷掌握學童閱續態度的轉變，
2.利用閱讀存摺記錄，持續評估學生及家長的閱讀情況，及
3. 老師於課堂對學童的閱諂態度和創意發揮進行觀察和評估。

囝 相關經驗:
本會一直重視親子閱詣，定期舉辦故事爸媽、親子講故事、親子閱續
續勵計畫。、好書推介，更參與bringme a book計剖，鼓勵學章每星期借
閱圖書或繪本回家與家長一起共誼等，亦會選取主題繪本，讓學童扮
演角色，創作故事結局，敢發潛能。

回 其他(請列明)
本會將物色具I豐富推廣閱設經驗的專家協助計劃的推行 ，包括提供專
業意見、擔任培訓講員等，相信更能有助推動計畫。。

(c) 請詳述如何以創新的意或質踐方法來提升、 調適、配合 及/或補足 學校現行
的做法，以促進學校發展，滿足其獨特需要。
(例如:話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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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避戲輔導和劇場手法，利用手偶和角色扮演演說故事，誘發學童閱讀的
興趣，讓學童輕鬆地參與其中，從而以「對話式閱續l'鼓勵學童表達和創
作。 又向家長親身示範「對話式閱誼l技巧，推介精選繪本，以配合學童
年齡需要，因材施教。為家長和老師提供實習機會和操作指引，讓他們易
於學習及運用。 最後，安排親子劇場，分享閱讀心得，把故事活現出來。
推動資源共享理念，舉辦繪本共享市集，鼓勵家長和學輩分享不再閱諧的
書籍，讓其他有興趣的學童受蔥，循環善用資源，一起推動看﹒說﹒想親
子「悅l讀共享計翻。

「對話式閱讀」技巧 的要點: PEER sequence 
Prompts the chil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book 
提示:以問題引發孩子對書本的興趣。
Evaluates the child's response 
評量 : 2贊美與鼓勵幼兒的表現，給予幼兒語言 的示範。
Expands the child's response by rephrasing and adding information to it and 
擴展: 重覆幼兒的話語、擴展幼兒的語言。
Repeats the prompt to make sure the child has learned from the expansion 
重述:讓幼兒童述經擴展後的語句。

等待幼兒回應(給予幼兒最少5秒的時間) : Prompts the child一CROWD
Completion prol11pts (完成式提示，例:你在小屋中看到 。 )
Recall prompts (回憶式提示，例 : 你記吾記得小白兔想食n羊做早餐呢?)
Open-ended prompts (開放式提示，例 : 由你試下講下一頁比我知)
Wh-prompts (wh問題提示，例如為什麼、什麼時候，什麼人 ，做什麼)
Distancing prompts (遠距性提示，即問幼兒相關經驗的問題，例如，你有
沒有試過同小白兔一樣，當試做禮物送比爸媽呢?)

(ID 計劉可行性

(a) 請描述計創的設計，包括:
(i)方式/設計/活動

(Ø!，妝日:計部採用戲劇教育的策略，並利用受歡迎的歌曲，以有趣和互

動的方式喚起學生對閱蠻的興趣。)

教學策略包括內和外兩個層面。 內是指訓練家長及老師掌握「對話式
閱讀l的技巧，結合遊戲輔導手法，利用手偶演繹有趣繪本，特點是
多圓少字，內容可以是學童曾聽過的故事或曾經歷過的情景，這有助
年幼學童理解故事，易於回應和表達，同時安排學童輪流擔當故事小
講者(Little Story Teller) ，擇供機會培苦學畫成為講故事者，讓他們
自行創作故事結局，發揮創意。 外則是利用外在環境，營造外在閱讀
氣氛，於幼稚園內牆身、門和窗上張點繪本牆貼，增強校園關諂艾先
氣息，刺激學童視覺學習需要;並定期參觀圖書館 ，富起學童善用區內
資源，延伸閑言質興趣。
其次，提供演繹機會，採用戲劇教育的元素，讓親子自選故事，扮演
角色，與其他同學分辜，有助多元智能發展;同時，在日常教學流程
中安排簡單親子任務及筆記、閱言自存摺，加強學生於日常生活中的應
用。 此外，定期舉辦繪本共享市集，推動資源共享文忙。



家長進階課程
節數 主題 目標
第一節 認識幼兒成長發展需要 ﹒ 互相認識

﹒ 認識幼兒不同成長階段的需要
第一節 「對話式閱讀」技巧(一) ﹒ 認識及學習運用PEER sequence技巧
第二節 「對話式閱讀」技巧(一) ﹒ 學習CROWD技巧
第四節 培養良好閱鑽習慣的方法 ﹒ 營造閱讀環境及設定每天閱讀時間

﹒ 學習閱讀後延伸活動
第五節 選取繪本的原則 ﹒ 認識不同主題繪本

﹒ 學習配合學童年齡需要的閱讀
第六節 質習機會 ﹒ 運用「對話式閱讀」技巧

﹒ 親身體驗

(ii)主要推行詳情

計劃時期: (09/2018)李(08/2020)

受惠對
月份/年份 內容/活動/節目 象/參

與者
9-11/2018 教師培訓工作坊: 1節x4校x2年 教師
9-1112019 目 標 : 1.明白閱說對學童成長的重要性。

2.學習「對話式閱領」 技巧的運用。
形式 : 短譜、教學影片分享及體驗帶領

9-12/2018 趣味設計繪本畫貼:全期 學生

在徵得繪本版權持有人同意後，選取合適繪
本描畫張貼於學校的玻璃窗、牆身、課室門和
地面等， 營造閱鍛氛圍，增強視覺刺激，引發
幼兒閱讀興趣和動機。

10/2018-8/2019 故事小講者(Little StorγTeller) :全期 學生
10/2019-8/2020 安排學童輪mti1告任故事小講者 ，演說自己喜

歡的故事 ， 鼓勵自行創作故事結局，發揮創
意。可於早點後或下午茶點後時段進行，教

師可從旁協助年幼學童或引發學童構想回
應。

9/2018-8/2020 好「倪」角親子圖書館:全期 學生
設置繪本閱讀角落 ， 鼓勵幼兒自行閱讀或伙 家長
伴閱 嶺，並設立好書推介榜，自幼兒 及家長進
行本月推薦書籍;另安排家長擔任圖書館義
工，負責借閱 及登記工作，協助老師帶領回書
館參觀活動 。

9-11/2018 「對話式閱讀」家長講座: 1節x4校x2年 家長
9-11/2019 目 標: 1 明白良好閱讀習慣對學童成長的 重

要性。



2初步認識「對話式閱續」 技巧。
形式:短講 及個案討論

10/2018-2/2019 「對話式閱鑽」家長進階課程: 家長
10/2019-2/2020 6節x4校 x2年

11-12/2018 繪本劇場: 1節x4校x2年 學生
11-12/2019 邀請劇團演繹主題繪本，推動學童對閱讀的 家長

興趣，教師 及家長運用「對話式閱鑽」技巧， 教師
促進學童在語吉上的表達機會。

10/2018-812020 親子「悅」潰獎勵計翻一閱讀存摺:全期 學生
目 標:1 . 推動親子閱讚文化。 家長

2.家長運用「對話式閱誼」技巧跟子女
說故事，頻次為最少每星期2次，每
次20分鐘，並以閱續存摺記錄。

3.嘉許完成目 標的家庭。
10/2018-8/2020 親子故事劇場: 10節叫校x2年 學生

每月安排親子故事時間，由家庭自選故事進 家長
行角色扮演，深他幼兒對繪本的理解，提供親
子互動機會， 加強幼兒表達力。

12/2018-7/2020 繪本共享市集: 1節x4校x2年 學生
於放學後或星期六舉辦，邀請學童將不再看 家長
的繪本國書帶回校送贈給別人，輪流擺放攤
檔，擺各級幼兒自由地揀選未看過的圖書'm
踐資源共享文忱。

7-8/2020 計劃成效評估及檢討: 1-2次討論會激 校長
運用問卷結果、閱說存摺記錄 及老師於課堂 教師
進行觀察和評估結果，檢討計割的成效。 社工

(b) 請說明教師 及校長在計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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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全校教師分級與社工進行共同備課，編寫教學計劉和選取合適繪
本供學童及家長借閱。

2.教師在課堂中，應用「對話式閱嶺l技巧說故事，定期檢視成效
及與社工商討，按兒童的興敵、需草和能力，調節教學內容。

3. 在「對話式閱讀1家長講座及進階課程裡'老師需協助課程的宣
傳和推展工作;在計創完結時，教師參與檢討，校長則擔當督導
者和協調者角色，把「對話式閱證l融人學與教中。

(ii)老師在計章。中的角色 :(.請教ilfiN當笠徵j
口領袖 回 協作者
口開發者 回 服務受眾
口其他(請列明) 人



(c) 請詳列計割的預算和主要開支項目的理據。

申請撥款:港幣 200.000元

預 開支詳情
算項 項目 款額($)
目*

i)服 a. 教師培訓講員費 $8，000 
務 $500 x 2小時x4校x2年

b. 家長講座講員費 $8，000 
$500 x 2小時x4校x2年

C. 家長進階課程講員費 $36，000 
$500 x 1.5小時x6次x4校x2年

d. 劇場表演費 $24，000 
$3，000 x 4校x2年

a. 圖書館參觀活動 $8，000 
般 $2，000 x 4校x2年x0.5(學校承擔
開 一半費用)
支 b. 遊戲道具及課程物資

印製閱讀存摺 $10，000 
$10 x 500本x2年
獎勵計創活動費 $4，000 $500 x 4校x2年
繪本圖書及影音教材
$5，000 x 4校x2年

$40，000 

書植、布偶 及小型傢具 $20，000 
$2，500 x 4校x2年

C. 趣味設計繪本畫貼 $36，000 

印製 及張貼大型噴董
$4，500 x 4校x2年

d. 審計費 $5，000 
e. 雜項 $1，000 

印刷、參考書籍、郵費、運輸等
$125 x 4校x2年

申請撥款總額($):200，000 

(111)計劉的預期成果

(i) 請說明評估計創成效的方法， (，諸劫EAESZP紛
回 觀察: 老師及社工1國察幼兒的閱讀態度及創意表現。
口重點小組訪問:

理據

論員需具推
民親子關領、
繪本閱2頁、對
話式閱讚 及
故事創 作等
的 經驗 和資
歷 ，具五年 或
以力 上 經驗
更佳;能透過
家長小組/活

動，加強師長
提 升學童閱
領 興 趣 的 能
力。
參 觀 活 動有
助親子延伸
校外的 閱 讀
興趣。

硬件設備和
道具提 供有
利閱諂環境，
誘發學童的
閱鍛動機。



回 活動前和活動後的問卷調查: 由家長 及老師填寫學童在計剖前後的
閱讀態度及創意發揮表現和轉變 。

口 其他(請列明)
(ii) 請列明計劉的產品或成果 。f請勿聲灣當笠位)

回 學與教資源
口 教材套
口DVD
口其他(請列明)



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諧的調配計劃(ttJ I 
視聽器材 -------------

書籍及 繪本圖書 400 本 $100x400=$40，000 繪本圖書會繼續保留

視像光碟 (全期4 校) 在各校好「悅」角，供
學童及家長借閱，延緻
閱潰的興趣。

電腦硬件 -------------

電腦軟件 -------------

樂器 -------------

辦公室器材， -------------

辦公室家具
----- - -------

體育器材 -------------

其他 布偶、 16隻 $2500 x4 校 x2 年 布偶、書植和
小型傢具於計剖完結

書植、 4 個 = $20，000 後 繼續保留在各校的
16張 好 「悅」 角 ， 放置蓄

小型傢具 本和供學童及家長使
(例如:椅子) 用， 延續閱讀的 文

化。

註: 供學校/團體/其他計懿使用(請提供在計劃結束後會接收被謂配的

資產的部門/中心的詳情，以及預計有關資產在活動中的使用情況)。

如計劃中沒有超過單價$1，000以上的資產，可列明現階段不適用。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人/本校/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會j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問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顯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劉進度報告 31/3/2019 中期財政報告 31/3/2019 

1/9/2018 - 28/2/2019 1/912018 - 28/2/2019 

計劃進度報告 30/9/2019 中期財政報告 30/9/2019 

1/3/2019 - 31/8/2019 1/3/2019 - 31/8/2019 

計劃進度報告 31/3/2020 中期財政報告 31/3/2020 

1/9/2019 - 29/2/2020 1/9/2019 - 29/2/2020 

計剖總結報告 30/11/2020 財政總結報告 30/11/2020 

1/9/20 1 8 - 3 1/8/2020 1/3/2020 - 31/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