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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
(ECCOS) 的結構及研發結果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博士研究生 

周雅莉  

《表現指標（學前機構）》的結構 

I: 管理與組織 

IV: 兒童發展 

教育署及社會福利署 (2001) 

產出指標 過程指標 背景 

《表現指標（學前機構）》的結構 

• 4 大範疇 

• 16 個範圍 

• 32 個表現指標 

• 71 個重點 

•關注項目 

•表現例證/ 表現
項目 

• 4 層次的表現例
證  

教育局 (2011) 我們的研究重點 

《表現指標（學前機構）》的結構  
(範疇II: 學與教) 

• 4 個範圍 

• 7 個表現指標 

• 19 個重點 

• 46 個關注項目 

•表現例證 

教育局 (2011) 

範圍: 教學與照顧      
表現指標: 2.3 策略與技巧 

《表現指標（學前機構）》的結構  
(範疇II: 學與教) 

•結構上: 
•以問題形式表達的關注項目 

•欠缺「良好」和「欠佳」評級的描述 

•不同評級層次的描述未能互相對應 

•用字及描述含糊 

 如何決定學校的表現屬於哪個評級? 

•內容上: 
•重覆 

•過時:  

•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1996) 

•10年前的準則 

•科學實證的支持及心理測量學上的特性 

《表現指標（學前機構）》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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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6 (7) 21 (19) 27 (46) 111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結構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結構 
範圍: 教學與照顧      
表現指標: 策略與技巧 

例 (1): 包含《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 的準則及內容 

例 (2): 量表中用字的定義 

例 (3): 評核時需要的文件及資料來源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內容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內容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 

•發展適切的教學方式 (DAP) 

•質素保證視學和質素評核報告摘要 

•幼兒教育持分者的意見: 
•幼兒教育行政人員 

•前線幼兒教育工作者 

•幼兒教育專家 

• 《幼兒學習環境評量表》(ECERS)及《幼兒學習
環境評量表-修訂版》(ECERS-R)  

•《幼兒園教育環境質量評價量表》(KERS) 

•評分者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 

 
範圍 Kappa Sig. 

課程設計及管理   .938 .000 

教學與照顧   .986 .000 

兒童學習   .954 .000 

學習經驗及評估   .956 .000 

高評分者信度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信度 

•利用量性方法來改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概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 12個因素(factors)解釋了64.96% 的變數(variance)  

• 12個因素涵蓋了 4個範圍 (共4個範圍),  

6 個表現指標 (共6個表現指標),  

19 個重點 (共21個重點),   

24 個關注項目 (共27個關注項目), & 

79 個關注項目細項 (共111個關注項目細項) 

高概念效度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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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關注項目 

1 25.評估政策及指引的適切度  

26. 評估的方法及程序  

27.分析及回饋評估結果的方法  

2 20.個人態度  

21.教學態度  

22.持續進修及專業資格  

3 17.秩序及常規的適切性   

18.行為及情緒問題的處理   

4 7.學校的環境、佈置和運用   

8.課室的環境、佈置和運用   

5 12.教學方法的運用及調整  

13.說話態度和技巧  

6          9.社區資源的運用   

10.家長資源運用  

**16.體能、音體和其他活動時的照顧  
19.學前教育工作者與家長的溝通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效度 

7 14.第二語言的運用  

8 1. 課程的全面性及均衡性  

2.  課程的適切性  

9 4.  數量及質素  (角落物料、教具及大小肌肉器材 ) 

5.  資源的安排及兒童對資源的運用  

10 15.時間管理及安排  
**16.體能、音體和其他活動時的照顧  

11 24.兒童的學習效果  

12 3. 空間的使用及安排  

因素 關注項目 

** 只包含了一個關注項目細項在該因素中 

沒有包括在以上的12個因素中的關注項目: 

6.  教學資源的運用  
11.課程編排和策劃的全面性、均衡性及適切性   

23.兒童的學習態度及課堂氣氛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效度 

《表現指標》與《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的比較 

《表現指標》(學與教) 《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 

結構 範圍  表現指標  
 重點  關注項目  
表現例證 

範圍  表現指標  
 重點  關注項目  
關注項目細項 

表現評級層次 4 個層次的表現評級 
(優, 良, 尚, 欠) 

4 個層次的表現評級 
(優, 良, 尚, 欠) 

表現評級層次的描述 只有2個層次有 (優, 尚) 4個層次皆有 

關注項目的形式 問題 名詞 

用詞的定義 沒有 有 

各關注項目細項間的內容重
疊 

有 沒有 

表現評級層次描述的對應 有時 經常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1996 2006 

信度 不明 高 (評分者信度) 

效度 不明 高 (概念效度) 

關注項目 平均分數 標準偏差值 

1.課程的全面性及均衡性   2.83 0.87 

2.課程的適切性 2.84 0.78 

3.空間的使用及安排 2.96 0.69 

4.數量及質素 (角落物料、教具及大小肌肉器材) 3.02 0.74 

5.資源的安排及兒童對資源的運用 3.02 0.94 

6.教學資源的運用 3.01 0.77 

7.學校的環境、佈置和運用 3.28 0.77 

8.課室的環境、佈置和運用 3.26 0.71 

9.社區資源的運用 2.41 1.33 

10.家長資源運用 2.44 1.38 

11.課程編排和策劃的全面性、均衡性及適切性 3.15 0.66 

12.教學方法的運用及調整 3.03 0.69 

13.說話態度和技巧 3.32 0.56 

14.第二語言的運用 2.00 1.56 

15.時間管理及安排 3.11 0.86 

16.體能、音體和其他活動時的照顧 3.18 0.78 

17.秩序及常規的適切性 3.04 0.92 

18.行為及情緒問題的處理 2.54 1.45 

19.學前教育工作者與家長的溝通 2.56 1.48 

20.個人態度 2.60 1.46 

21.教學態度 2.95 1.24 

22.持續進修及專業資格 2.48 1.42 

23.兒童的學習態度及課堂氣氛 3.13 0.93 

24.兒童的學習效果 2.68 1.13 

25.評估政策及指引的適切度 2.30 1.41 

26.評估的方法及程序 2.38 1.47 

27.分析及回饋評估結果的方法 2.16 1.55 

教師的自評分數 

總結 
•作為一個協助本地幼兒教育機構自評及他評學與教質
素的工具,《香港幼稚園課室觀察量表》能做到: 
•有科學實證支持 
•可測量及操作化 
•易用 
•包含最新幼兒教育文件內容 
•文化適切 

•教師自評的分數/ 等級:  
“中上”(尚–良) 

•最佳表現: 
•硬件 (學校與課室的佈置裝飾) 
•說話的態度和技巧 

•有待改善的地方: 
•第二語言運用 
•評估的方法及其適切性 
 對教師訓練課程及教育政策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