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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中第一個學習的場所，父母在孩子成長與學習過程中

擔當的角色非常重要。教育局透過這本小冊子，藉以向家長傳遞

以下的訊息：

一 .	家庭是教育的起點，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

老師；

二 .	在培育孩子方面，幼稚園固然有它的價值，卻不能完全代替家庭教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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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藉此機會，引起父母對有關訊息的關注，學習與孩子相處的技巧，	

與學校攜手協作，在培育幼兒方面達到共同的目標，讓孩子擁有愉快多姿、	

配合其發展需要的生活經驗，從而培養學習興趣和良好的生活習慣，奠定終

身學習的基礎。

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職，也是一門藝術。我們期望為人父母者能夠積極投入

家長角色，讓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教育局歡迎各界人士對這本小冊子的內	

容提出意見。若有任何建議，請提交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教	

育局幼稚園視學組。

怎樣幫助

  你在幼稚園階段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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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長
知多少

第一章



6

你是否了解幼稚園階段的孩子 ?

請聽聽他們的心聲：

●	 幼兒期間，我的身體及機能發展得很快。我需要做很多運動，學習協調

身體的動作，同時也學到各種空間概念，如：上、下、遠、近等。我很

喜歡跑、跳、攀爬、踏單車……等。請每天讓我有足夠的體力活動，幫

助我長得更高和更強。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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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歲時，我仍未能夠正確地執筆寫字或繪畫。我需要很多機會隨意塗畫和

玩其他的寫前遊戲，如泥膠、穿珠等。大約到了四、五歲，才漸漸能控制

手指和筆的活動，以及建立協調能力，這時才適合開始正式學寫字。

●	 我需要多玩玩具，訓練手腦並用。玩具很有趣，而且能幫助智力發展，

特別是一些可塑性高的物料，如積木、泥膠等，可讓我發揮無窮的創

意；玩沙玩水更能安撫我的情緒。從遊戲中學習，能給我愉快的學習經

驗，讓我的頭腦更靈活，學習得更快更好！

●	 初入幼稚園時，我會說幾個字的短句；喜歡自顧自地說話和模仿成人的

話語。在幼稚園裏，通過不同的遊戲和活動，如角色扮演和模擬遊戲，

我的語言能力會迅速發展，逐漸地我便能說一些較複雜的句子和運用較

抽象的詞彙了！

孩子成長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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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幼稚園時，我比較自我，尚未能明白別人的觀點和角度。在幼稚園

內和小朋友一同遊戲，我逐漸學會與別人相處的態度。同時發展良好的

自制能力，學習遵守各種群處時的規則。

●	 我喜愛音樂，聽到音樂便會自然地起舞，或做出一些配合的動作。在幼

稚園裏，我有更多機會和小朋友一同唱歌、做律動和玩音樂遊戲。這可

以發展我的音樂潛能和興趣，也能增強我的表達和想像力呢！

●	 我也喜愛美勞活動。在幼稚園內，教師讓我觀察、繪畫、探索不同的美

勞物料及進行創作。我對四周的事物注意多了，領悟力和欣賞力亦提

高。慢慢地我能畫簡單的圖畫，如：人、屋、飛機等，甚至可以憑想			

像，自由表達和創作。

●	 我未入幼稚園前，成人協助我進食、穿衣及收拾。在幼稚園內我逐漸學

會自我照顧，例如自行進食、洗手、抹嘴、大小便等。爸爸媽媽請多給

機會讓我嘗試，自己多做，自理能力提升了，而且更能養成良好的個人

衞生習慣。

●	 幼兒期間，我從實際生活經驗中學習，我靠各種感官去認識周圍的事

物，例如用眼去觀察、用手去觸摸和操弄等。起初，我對任何事情都憑

直覺判斷。及後，藉著語言與別人交流及累積生活經驗，便能逐漸理解

文字、符號等較抽象的邏輯和意念。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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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要留意：

每個孩子的生長和發展過程大致相同，速度卻各有不同。每個孩

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別將孩子互相比較。

孩子成長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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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幫助
孩子快樂成長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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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樂的成長包括身體、心智和情緒的均衡發展。

關心孩子的身體健康

●	 使孩子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

●	 讓孩子有充足的睡眠

●	 教導孩子正確的坐立姿勢

●	 指導孩子注意個人衞生

●	 為孩子提供新鮮和營養均衡的食物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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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孩子足夠時間進食

●	 培養孩子良好的飲食習慣：

➣	 不偏食

➣	 進食要定時適量

➣	 不多吃零食

➣	 吃東西前要洗手

➣	 不浪費食物

●	 注意家居及環境安全

	 ➣	 以兒童視線的高度，檢視環境中一些潛在的危險

●	 讓孩子學習照顧自己，如穿衣、收拾等，增加發展動作技巧的機會，並	

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

●	 讓孩子有足夠體力活動的機會

怎樣幫助孩子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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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孩子心智的發展

●	 利用各種機會與孩子交談，多採用開放式的提問，讓他們自由地表達意

見和想法

●	 耐心聆聽，了解孩子的思想和感受

●	 適當地引導孩子，鼓勵孩子分享經驗

●	 多帶孩子到圖書館和一起閱讀故事，培養他們閱讀的興趣

●	 多讓孩子聽音樂，有助培養想像力和專注力，亦能幫助紓緩不安的情緒

●	 多與孩子遊戲

➣	 遊戲時應該儘量讓孩子採取主動，不要給予過多的限制和指引，以

啟發其創意與想像力

●	 為孩子選擇玩具時：

➣	 要配合孩子的能力

➣	 要顧及孩子的興趣

➣	 避免有尖銳、鋒利的邊緣或細小的配件，也需要留意用料是否安全

➣	 提供多樣化或開放性的物料，讓孩子發揮創作力

➣	 可善加利用日常用品或循環再用物品自創玩具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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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玩玩具時，要注意下列各點：

➣	 不宜在同一時期供給孩子太多玩具

➣	 要鼓勵孩子自己收拾玩具

➣	 要教導孩子愛惜玩具，不要貪新忘舊

●	 為孩子選擇合適的電視節目或電腦遊戲。陪同孩子一起收看，有需要時

作出解釋。在觀看電視或電腦螢幕時，要教導孩子注意保護視力

●	 帶孩子遊覽和參觀，豐富生活體驗。遊玩的時候，可以和孩子傾談一些

相關的問題，增加他的常識

怎樣幫助孩子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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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孩子的情緒及行為發展

●	 孩子需要愛護和支持，你要接納他的獨特性，適切地給予具體的讚賞，

幫助他建立自信心

●	 孩子需要成人的尊重，才會學到尊重別人。認真地聆聽他的說話，了解

和重視他的感受，可以幫助孩子建立自尊

●	 孩子喜歡模仿，成人要為孩子樹立良好的行為榜樣。要記住「身教重於

言教」

●	 家中各人若能互相關懷，融洽相處，孩子便會有安全感。在一個溫馨的

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情緒會較為穩定

●	 孩子對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的。你要耐心仔細地教導他到底什麼事情

可以做，而且要如何去做才是對，給予的指示亦要清晰具體，如：「請把

玩具放回籃子內」而非「不要把玩具亂放」

●	 溺愛及放任孩子會妨礙他在對與錯概念上的發展。當他的行為表現有危

險性、騷擾性或破壞性的傾向時，必須立即加以制止

●	 指出行為的不當，而非針對孩子本人，如：「我明白你感到不開心，但發

脾氣打破花瓶這行為是不對的」而非「你真是個粗魯的孩子」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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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或許不認同孩子的行為，但可嘗試體恤孩子的感受

●	 鼓勵孩子用語言表達感受，而非作出攻擊、破壞或傷害別人的行為

●	 為孩子提供適當的活動或遊戲，讓他抒發情緒，例如：帶他到公園去，

讓他跑跑跳跳

●	 允許孩子在生活瑣事上有些選擇，如：選擇自己喜愛的衣服顏色；這樣，

孩子會覺得被尊重和有自主能力

家長要留意：

有些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在學習上或生活的適應上遇到某些

困難而產生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都不十分嚴重，也可能不是永

久性的，只要家長多花一些時間和精神，及時給予適當的幫助，

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家長切勿過於憂慮，應及早與孩子的校長、

老師或有關專業人士聯絡（見附錄一），共同探討可行的方法，

用積極及接納的態度，幫助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怎樣幫助孩子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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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是
一所優良的幼稚園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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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設施

●	 安全和衞生的環境

●	 寬敞的活動場地

●	 多樣化的玩具和學習資源

●	 配合兒童需要的設施及完善的教學設備

●	 誘發兒童學習的環境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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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	 遵守《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辦學

●	 在校舍顯眼處展示學校註冊證明書及收費證明書

●	 在課室顯眼處標貼該課室的核准學生人數限額

●	 遵照《教育規例》設定人手編制

●	 妥善處理兒童膳食及接送安排

●	 具透明度，讓公眾了解其運作、發展方向和計劃

辦學宗旨

●	 配合社會發展

●	 得到家長的認同

怎樣才是一所優良的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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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	 配合香港學前教育的發展政策及兒童發展的特性

●	 讓兒童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及生活習慣

●	 讓兒童能有全面而均衡發展

課程內容

●	 以兒童的母語為教學媒介

●	 以兒童為中心，因應兒童的能力、興趣和需要來安排學習活動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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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遊戲和活動，讓兒童愉快學習

●	 提供發展群性和創造力的活動

●	 每天都為兒童編排足夠的音樂活動及體力遊戲

學與教

●	 教師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態度

●	 教師親切友善、有耐性，與兒童建立良好的關係

●	 每天給予兒童足夠的自選活動機會，促進兒童自主學習的能力

●	 因材施教，尊重個別差異

●	 善用學習角落及遊戲物料

●	 習作分量適當，設計多樣化，內容能配合兒童的能力

怎樣才是一所優良的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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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估

●	 學習評估符合兒童整體身心發展原則，並且不要求所有同級兒童的表現	

都達至劃一的標準，不將兒童互相比較

●	 評估方式是透過持續觀察，記錄兒童各方面的表現和進展，不以默書、	

測驗或考試作為評估兒童的方法

●	 讓家長參與兒童的學習評估，例如：請他們提供子女在家表現的資料，	

以供學校參考

教育局每年發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以供家長為

子女選校作參考。概覽的資料包括各園的背景和特色、收費、教

師學歷、課程資料、學生人數、師生比例、學校設施，以及有否

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等。家長可前往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

民政事務總署諮詢服務中心、衞生署母嬰健康院、社會福利署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以及各公共圖書館查閱，亦可瀏覽下列網頁：

http://www.edb.gov.hk	或	http://www.chsc.hk/kindergarten/	。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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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是一所優良的幼稚園





27

家長怎樣協助	
孩子適應學校生活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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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入學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讓孩子順暢適應入學所面對的轉

變，家長與學校的合作十分重要。入學前及入學初期，家長可為

孩子作以下的準備：

●	 在家中，可以多給予機會，讓孩子嘗試自我照顧，例如讓孩子自己：

➣	 穿著衣服

➣	 收拾物品

➣	 抹汗及擦鼻涕

➣	 坐在桌前吃東西

➣	 上廁所大小便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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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中，你可提供機會，讓孩子學會：

➣	 留心聽別人的說話

➣	 回答別人的提問

➣	 表達需要

➣	 與別人相處的技巧

●	 善用學校安排的「新生日」或「新生周」，陪伴孩子參加校方安排的迎新

和適應活動

家長怎樣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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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親自陪孩子逛逛校舍，使他認識這個新環境

●	 你可親自指導孩子試用學校裏的設施

●	 你可向孩子解釋接送情況和要注意的安全事項，並承諾放學時一定會把

他接回家，以助孩子建立安全感

●	 鼓勵孩子和同學們交往；同時，你也可趁機會結識其他家長

●	 和孩子的老師保持緊密的溝通

●	 你可以每天和孩子談談學校的情況，關心他的學校生活，解答他的疑

慮，為孩子建立安全感，渡過適應期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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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在適應幼稚園生活時所遇到的困難

●	 入學初期，孩子會對某些情況不習慣，例如：

➣	 離開自己的家

➣	 離開父母

➣	 置身於一個陌生的地方

➣	 與一群不認識的人物相處（老師和小朋友）

➣	 置身於較寬廣的空間

➣	 依從有規律的生活程序

家長怎樣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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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期間，孩子可能有下述的一些異常表現，例如：

➣	 特別依戀和倚賴父母

➣	 非常疲倦

➣	 藉故鬧脾氣

➣	 不時吮手指

➣	 無故尿床

這些都可能是孩子暫時未能完全適應新環境的現象，家長毋須太過擔心。在

家長與學校悉心的照顧下，孩子自然會漸漸適應。

●	 如果一切準備功夫都已做足，但孩子仍害怕上學，哭鬧不休：

➣	 請不必過分擔心，因為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

➣	 別用恐嚇或賄賂手段使孩子就範

➣	 溫言相慰和信任教師們的處理

➣	 多給予孩子一點時間，讓他慢慢適應學校的生活

➣	 給予適切的支持和鼓勵，多與孩子分享學校生活的情況

➣	 如有需要，與教師多聯絡，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以作配合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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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怎樣協助孩子適應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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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培育新一代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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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是學校的合作夥伴，在培育孩子健康成長方面，學校需要你

的支持和協作。家校雙方要緊密聯繫，讓家長了解孩子在幼稚園

的情況，以便互相配合。家長積極的參與，能促進家校協作：

●	 到幼稚園參觀，了解環境設施和課程安排

●	 到幼稚園觀課，從旁觀察孩子在校內的學習情況	

●	 了解幼兒學習和發展的特性，不要求學校為兒童過早安排寫字活動；或

採用不適切的方式，如默書、測驗和考試來評核兒童的學習表現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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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幼稚園舉辦的家長活動及擔任家長義工，如：家長教師會、教育講

座及親子活動等

●	 多與孩子的老師聯絡，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

●	 留意家長手冊和幼稚園發出的通告。有需要時，可利用家長通訊、學生

手冊等與校方聯絡

●	 孩子若對某類食物、氣溫、用品、甚至玩具有過敏反應，也應知會校方

作配合

●	 善用校方的溝通渠道，正面給予回饋及意見，以促進學校的發展

家校合作　培育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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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重均衡
愉快學習啟潛能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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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幼兒教育的目標，是讓兒童在群性、智力、體能、美育、情

緒等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達至全人教育的目標。

要達至優質幼兒教育的目標，必須透過遊戲和有意義的活動，使

兒童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啟迪他們的潛能、培養他們的學

習興趣，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一所優質的幼稚園：

●	 不推行艱深的課程

●	 不要求幼兒班孩子執筆寫字

●	 不要求孩子做過量的功課

●	 不要求孩子做機械式的抄寫練習

●	 不要求孩子做操練式的計算練習

●	 不要求孩子做機械式的電腦學習

●	 不要求孩子抄寫英文和強記英文字彙的拼法

●	 不以默寫、測驗或考試作為評估孩子的方法

因為這些將會扼殺孩子的學習興趣和壓抑他們的創造力。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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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應鼓勵孩子：

●	 多發問

●	 多探索身邊的事物

●	 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	 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	 勇於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	 培養學習興趣，為終身學習奠下基礎

幼兒教育重均衡　愉快學習啟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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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愛你的孩子

天下間沒有不疼愛子女的父母，然而孩子需要的是恰當的愛，而不是溺愛。

愛是父母給予子女的營養素，也是維繫親子關係最重要的基礎。每一個孩子

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不同的體質和才能，也有不同的性格和興趣。為人

父母者，要認識和接納孩子的獨特性，對他們有適切的期望。

人的一生，其實是一個學習過程，孩子需要不斷的嘗試，並從錯誤中領會，

父母要對事不對人，針對兒童的行為給予耐心的指導。孩子做得好的事情或

有好的表現，父母就應給予具體的讚賞，如讚賞孩子的努力、專注等。孩子

遇到挫折時，父母就應給予支持與鼓勵。父母也要每天抽空陪孩子玩、與他

們多交談、傾聽孩子的心聲、留意他們的情緒與感受。

父母應協商管教的方法與態度，言行一致，做孩子的好榜樣，並與教師緊密

合作，培養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幫助孩子健康愉快地成長。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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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數項「如何愛你的孩子」的提示讓父母參考：

嬌寵溺愛不應該

期望過高可成害

身心健康要涵蓋

應知孩子樂與哀

每天溝通添親愛

孩子有錯耐心改

言教身教一齊來

鼓勵讚賞也應該

管教得宜劣行改

家校合作樂滿載

幼兒教育重均衡　愉快學習啟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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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個別服務或輔導，可以向下列機構查詢。	

1.	 衞生署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21 樓

電話：2961	8989	/	2961	8991

網址：http://www.dh.gov.hk

2.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粉嶺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粉嶺璧峰路 2號粉嶺健康中心 4樓	 電話：2639	1402

	 尤德夫人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沙田）	

沙田插桅桿街 31-33 號 2字樓	 電話：2210	1600

	 屯門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屯門青松觀道 23 號屯門醫院地下	 電話：2468	5261

	 下葵涌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葵涌麗祖路 77 號下葵涌分科診所	 電話：2370	1887	

及特殊教育服務中心 2字樓

	 中九龍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九龍城亞皆老街 147L 號 2字樓	 電話：2246	6633

	 尤德夫人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觀塘）	

觀塘茶果嶺道 79 號 3字樓	 電話：2727	8474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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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香港灣仔愛群道 32號愛群商業大廈 1308 室

電話：	2961	8855	

2112	9900	(24 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 )

網址：	http://www.fhs.gov.hk

4.	 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及各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熱線電話：2343	2255

網址：http://www.swd.gov.hk

5.	 社會福利署家庭生活教育資料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24 樓

電話：	2835	1949

網址：	http://www.family-land.org

6.	 防止虐待兒童會

	 總會	

香港北角木星街 3號澤盈中心 13 樓	

電話：3542	5722

	 竹園中心	

黃大仙竹園北邨蕙園樓地下 107-108 室	

電話：2351	6060

相關的兒童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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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中心	

新界屯門安定邨定祥樓 409 室	

電話：2450	2244

	 熱線電話：2755	1122	

網址：http://www.aca.org.hk

7.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家庭及社區服務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5號

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1-13 樓

電話：2864	2929

8.	 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

長沙灣青山道 704 號合興工業大廈 D 座 3 樓 D3 室

電話：2788	1666

9.	 教育局學位分配組（小一入學）

九龍觀塘偉業街 223 號

宏利金融中心 2樓 2室

電話：	2832	7700（一般查詢）	

2891	0088（24 小時自動電話查詢系統）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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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機構服務熱線

1.	 香港小童群益會

「兒童身心發展」家長專線：2866	6388

2.	 東華三院

親子熱線：2770	2262

3.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家長專線：3622	1111

4.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輔導專線：2711	6622

5.	 香港家庭福利會

家福關懷專線：2342	3110

6.	 保良局

家庭支援熱線：8103	2338

其他參考資料

1.	 家長童學

網址：http://www.hkedcity.net/parent/	

2.	 香港教育城

網址：http://www.hkedcity.net

相關的兒童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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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域教育服務處	 電話

香港太古灣道 14 號太古城中心第 3 期 3 樓 2863	4646

中西區	 2863	4678

灣仔區	 2863	4626

港島東區	 2863	4649

南區	 2863	4664

離島區	 2863	4634

九龍區域教育服務處

九龍塘沙福道 19號教育局	 3698	4108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平台至 1樓

油尖旺區	 3698	4163

深水埗區	 3698	4196

九龍城區	 3698	4141

黃大仙區	 3698	4219

觀塘區	 3698	4178

西貢區	 3698	4206

附錄二



49

新界東區域教育服務處	 電話

新界上水龍琛路 39號上水廣場 22 樓	 2639	4876

沙田區	 2639	4857

大埔區	 2639	4856

北區	 2639	4858

新界西區域教育服務處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457 號華懋荃灣廣場 19 樓	 2437	7272

葵青區	 2437	5433

荃灣區	 2437	5457

屯門區	 2437	5483

元朗區	 2437	7217

教育局各區域教育服務處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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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券計劃）是以學券形式直接向家長 /合法監

護人 /註冊託管人提供學前教育學費資助，讓合資格的學童可接

受學前教育學費資助。合資格參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

幼兒中心（以下合稱為「幼稚園」），在學券計劃下，可兌現就讀

在該幼稚園的學生的學券。家長如欲查閱各幼稚園的收費及其他

資料，可參考教育局出版的《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

或瀏覽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	。

查詢

申請人如欲了解學券計劃的詳細資料，可以瀏覽教育局網頁，至於申請詳情	

則可瀏覽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網頁，申請人亦可就

個別申請致電查詢。

地　　址 :		新界葵涌興芳路 166-174 號	

葵興政府合署 7 樓 713 號

查詢熱線 :		2802	2345	(24 小時電話查詢系統 )

網　　址 :		http://www.wfsfaa.gov.hk/sfo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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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自 2007/08 學年起，政府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為入讀合資

格參與學券計劃的幼稚園學童家長提供學費資助。按學券計劃

獲得學費資助的學童，若其家庭有經濟需要欲獲取學券以外的

資助，家長可向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

申請「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地　　址 :		新界葵涌興芳路 166-174 號	

葵興政府合署 7 樓 713 號

查詢熱線 :		2802	2345	(24 小時電話查詢系統 )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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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二零零六年課程發展議會向全港的學前教育機構頒布了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就學校課程規劃、學與教

及評估等方面提出建議，以提高學前教育質素。《學前教

育課程指引		—	家長版》亦在 2007 年相繼出版，讓家長

對學前教育課程能有基本認識，使能與學校共同努力，協

助兒童在這重要的發展階段健康愉快地成長。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	家長版》已上載於以下網址：

http://www.edb.gov.hk/kg_guide_parent_booklet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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