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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

究所開展。由 1998 年起為本地學校提供整全、互動、

有機的校本支援。 

 多年以來，本計劃曾與超過 550 所中學、小學、幼

兒學校及特殊學校協作，攜手提升專業共力及優化學與

教效能。計劃著重配合每所學校的情勢及發展需要，協

助學校規劃及推行各項有關教與學、學生培育、教師專

業發展、學校全面改進的校本發展計劃。 

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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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師工作的困難和專業 

 幼兒教育該是人類接觸有規劃學

習的第一個階段。這段時期的教學最

貼近人與生俱來的本質，即使人禀性

不同，但天賦好奇、愛玩，卻又共通。

幼兒課堂因此要有遊戲與活動，課室

不同的角落要提供吸引孩子探索的布

置；另一方面，小孩「入世未深」，也

讓他們在學習上成功或失敗的包袱較

輕、因自我形象而產生的壓力較小。一

切皆率性而為，勇於嘗試。不少人類學

習的理念，都可以在幼兒教育工作中

找到證明和實踐的機會。這便使幼兒

教育更不簡單、更不容易。 

 先是溝通的困難。幼兒園學生年

紀小，所學內容對成年人來說顯淺不

過；但要讓小朋友真的明白，卻要費

上很大的功夫。人們對教學工作總有

這樣的一種想法：教大學難於中學，

中學又難於小學，而小學自然又比幼

兒園難。這觀念其實只不過從知識的

深淺來判斷教學的難易。事實上，年紀

愈輕，在智力、情緒、表達方面均未成

熟；對教師來說，行為引導、溝通理解

的要求也就愈高。幼兒教師，不但要懂

得教，而且要懂得引導，更要懂得溝

通。從教導的要求看來，幼兒園教師的

工作尤其具有挑戰性。 

 其次是建構之難。幼兒既在啟蒙

階段，學習過程中的一言一行都為孩

子的成長構成正面或反面的影響。無

論從教學還是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現

今的人都相信：知識的獲取已經不應

該是來自單向的直接輸入。學習者必

須保持求知的興趣、意欲，還需要有組

織、衍生知識的能力，才能適應他們這

一代的生存需要；而這種新的教育要

求，都必須給予孩童足夠的空間和自

由，讓他們去接觸、理解和創建自己的

認識。這種要求開放，卻又不是放任；

提供自由，卻又暗中扶持的教學情境，

做起來要比說的難上百倍。但稚子初

心，若未能匡扶發展，就只會為日後的 

湯才偉博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計劃總監 

2 



 

 

學習與成長帶來更大的困難和更多的

問題。了解這點，大概我們就更明白幼

兒教師的工作是如何的重要。 

 可惜今天人們對幼兒教育的要求

和看待，都偏離了以上的兩點。 

 幼師工資明顯落後於其他教育工

作者。這種脫節，到底是對幼兒教育本

質的不理解，還是源於輕視？又或是

昔日權宜之下所做成的錯誤？無論哪

種原因，當社會習慣了工作與薪酬之

間的關係後，「專業」的高低也隨之而

定位。老人院護理工作的待遇，就只能

吸引沒有護理專業的人士；但事實上

只有專業的護理醫務人員，才懂得如

何為長者提供優質的起居生活。 

 此外，近年流行「贏在起跑線上」

的想法，令父母都緊張自己的孩子到

底站在甚麼的起點上。結果人人從知

識的深淺多寡來判斷起跑線的先後。

提前學習、加深加量等課程設計，或許

可以稍稍消除家長內心那份虛怯，但

這種揠苗助長的做法，把孩子對學習

的動機和興趣都壓了下去。起跑線雖

推前了不少，但孩子卻因而失去了跑

的動力。長遠來看，還是會輸的，且可

能輸得更多。 

 要扭轉社會既定的觀念並不容易。

我們在爭取恰當薪酬的同時，怎樣才

能予人並非為個人利益，而是確實「物

超所值」呢？教師持續進修，改進教學

水平，是大家已努力的方向；向公眾

和家長解釋問題，澄清疑慮，展現我們

專業的判斷，就更需要大家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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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作教學（coteaching）是指兩個

或以上的教師共同設計、規劃教學

活動，並共同參與課堂教學活動（或

輪流教學），一起承擔學生的學習責

任的教學工作。 

 現時本港幼兒園的課堂教學多

採用這種協作模式：一個 20 人的班

有兩位老師協作施教；學習普通話

或英語時，更常會額外添加一位語

文老師，主導課堂的運作。 

 協作教學，理論上可以集多位專

業人員的力量，讓學生接觸多樣化

的教學知識；而每位參與協作教學

的教師也可從中學習其他教師的上

課方式、施教技巧等，且在共同設計

教學的過程中增進課程、教學知識。

的確，在許多協作教學的課堂中，我

們亦明顯感覺到協作比單一教師在

課堂上的教學更有活力，提供更多

元的學習活動、學習機會，讓學生有

更多的體驗。 

 不過，有時亦不免為未能充份發

揮協作教學的作用扼腕不已： 

（1）有些課堂全由一位教師主

教，另一位輔助。這種具明顯主、

輔教學 （One Teaching, One 

Assisting）的協作模式本無可厚

非，但若沒有適時的輪流擔任主

教角色，除了容易被學生標籤為

主、次教師外，亦不利於輔助教

師（許多時是較年青的教師）的

教學成長。更值得關注的是：輔

助教師亦是教師，若課堂中只是

負責維持秩序、提醒學生專注等

等，未能適時協助引導幼兒思

考、解答課業疑難，共同對課堂

教學及效果負責，恐怕較難算是

真正的參與教學。當然，要做到 

協作教學 
呂斌博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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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無間，需要不同經驗的教師

事前花時間討論清楚教學目標，

對課堂內「教什麼」、「如何教」

等達成共識。但這正是協作教學

的可貴之處：促進教師之間的

專業交流，促進人際間互動的和

諧。協作教學的重大收穫包括這

種團隊精神的建立。 

（2）協作教學時，課堂裡有兩位

以上的教師，可嘗試更多差異

化、小組的教學方式。在許多語

文課堂中，我們不時會見到語文

教師聲情並茂地示範、在課室裏

四處跑動……，努力誘導幼兒投

入第二語言的學習；其他教師

則視之為該語文教師的專業領

域，不敢隨意侵擾。無疑，這些

語文教師是專業的教師，語文課

堂宜由他們主導；但在集體教

學的同時，是否可以考慮讓其他

教師協助帶領幼兒做一些小組

口語練習、分享活動等等（事實

上，許多學校的教師皆具備一定

的語文能力，勝任有餘）。這樣

既有效利用現成的人力資源，減

少實際學習的師生比例；更可

以全面照顧幼兒的學習多樣性、

增加幼兒參與課堂的機會，讓幼

兒得到更多教師的關注和支援，

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學習語言興

趣及能力。 

 總而言之，若每位教師能發揮個

人特長，在課前與同事深入討論，共

同決定哪種教學技巧能最有效地幫

助幼兒達到學習目標；課堂內共同

擔當教學角色，分擔講授和示範教

學活動；這樣的協作教學，既可以

更全面照顧幼兒的學習需要，又能

促進教師的學習、成長；更提升教

師之間的默契和協調，有助於學校

專業團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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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遊戲是完全自由嗎？ 

 遊戲對於幼兒發展有重大意義，是讓幼兒探

索事物、學習溝通解難、發展潛能，甚至抒發情感

的重要經歷。 

 新修訂課程指引提出「遊戲學習」，並建議加

強遊戲中的自由探索元素，讓幼兒因應自己的喜

好和能力，自由選擇玩具、玩伴和遊戲方式，從中

探索身邊事物及表達感受。作為老師，我們如何理

解「遊戲」與「學習」？為幼兒安排「自由遊戲」

時，在布置種種「選擇」的背後，又期望幼兒在遊

戲中有甚麼成長？ 

 這些討論可能有點抽象，但當套入課堂情景

便不難找到答案。 

 先進入第一個課室，裡面設有不同角落，放置

了各式教具和物料。這時是自選活動時間，幼兒可

以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玩伴，甚至自由決定遊戲

時間。有三、五位幼兒正把積木疊成高塔，每當其

中一位幼兒的積木塔倒下，其餘同伴便被逗得哈

哈大笑。課室另一區角有個女孩子十分喜歡玩泥

膠，幾下動作就搓出一隻兔子，然後又做了一朵玫

瑰花；她正滿足地欣賞自己所做的幾件作品。當

時還有其他幼兒在家庭角、圖書角、美藝角等角落

玩耍，而且都能投入參與活動。 

 第二個課室的布置與先前的差不多，幼兒同

樣可以自由選擇活動。這時也有幾位幼兒聚在一

起比賽疊積木塔，幾分鐘後，老師給他們一個「小

任務」，請他們按紅、藍、綠的規律堆疊積木塔， 

何碧愉博士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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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們立即興奮起來，開始另一輪比

賽。再過幾分鐘，老師又給這小組發出

新的「小任務」，請幼兒們合作用積木

砌出大橋，讓玩具車在上面行走；幼

兒發現積木除了可疊高，原來還有其

他有趣的遊戲方法，又立即投入遊戲

中。這一班也有個女孩子正在專注地

玩泥膠。老師留意到她常常把大部分

自選活動時間花在玩泥膠，所以這次

特別鼓勵她到探索角和其他幼兒一起

遊戲；女孩初時不太樂意，但在老師

的鼓勵下，開始投入與同伴一起玩耍。

這時候女孩不但轉換了活動內容，活

動形式亦由獨自遊戲變為群體互動。 

 兩個課室均在進行「自由遊戲」，

試猜想十五分鐘之後發生甚麼情景？

第一個課室的幼兒有自由選擇的空

間，能從興趣出發，但過程呈隨機或混

沌狀態，幼兒的行為和選擇都是隨興

之所至，所以學習效能如何要看個別

情況才能定論。如果我們在十五分鐘

後再走進這個課室，很可能會發現：

剛才興高采烈地玩積木的幾位幼兒，

在重複把積木疊高、弄跌之後，開始失

去興趣。有一、兩位幼兒已準備到另一

角落玩耍，其餘留在積木角的幼兒漸

漸變為機械式地重複堆疊的動作。而

剛才玩泥膠的女孩子很可能直至自由

遊戲時間結束，仍不曾轉換活動。 

 至於第二個課室，幼兒因得到老

師的適時引導和介入，經歷豐富得多。

老師的點撥讓幼兒在遊戲中得到更多

刺激和啟發，甚至有信心踏出一步接

觸新事物，探索得比第一個課室的幼

兒更深、更廣。這更有利於培育幼兒的

多元能力，及促進均衡發展，對幼兒的

成長十分重要。 

 再試想想，兩組幼兒若繼續以上

自由遊戲方式，在一星期、一個月、一

個學期之後，又會有甚麼不同？簡言

之，如期望「自由遊戲」發揮學習效能，

須有意識地經營，而非純粹「自由」放

任。教師宜以「均衡發展」為前提，根

據平日對幼兒的觀察作出專業判斷，

適時引導。課程指引提出老師在遊戲

中有「參與者」和「啟迪者」的角色，

正是對老師引導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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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表現添加—— 結合教學與評估的簡易策略 

戚本盛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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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無添加、化妝品無添加，較少

人工的化學成份，的確可取，但對幼

兒學習來說，盡量添加幼兒表現，卻

是值得應用，又不費太多工夫的改進

策略。 

 以下一節 K2 的「醫生看病」，是

筆者多年觀課經驗中，生動有趣、幼

兒投入的一課。該班有約 20 名幼兒，

由兩位教師任教，主題是「有病要看

醫生，不怕吃藥打針」。開始時，教

師甲穿了醫生袍，戴上口罩，頸上掛

有玩具聽筒，教師乙也戴上口罩，在

空氣中敲門、推門，裝著咳嗽連連、

沒精打采的走進來。 

 然後便是醫生診症的過程，有時

說話、動作按角色而設，例如開始時

問病人「覺得甚麼不舒服？」，看診

時用玩具電筒照著病人的眼睛，用聽

筒隔著衣服聽診等。有時劇本開放讓

幼兒參與，例如有幼兒忽然高聲問：

「要打針嗎？」病人便立刻很驚恐似

的高聲重複幼兒的話：「要打針

嗎？」不知是否刻意，聲調還高得走

了音，滑稽得讓不少幼兒笑起來。 

醫生和病人這時便趁機通過幾輪對

答引導，最後有三兩幼兒說出針裡有

藥水，打了針，病便會好，然後醫生

再三強調多休息、多喝水，去等候取

藥；病人則不怕打針，向醫生道謝等

等。病人在空氣中推門離開後，教師

便請兩位幼兒來到課室中央，模倣剛

才的過程，扮演醫生向病人診病、打

針，病人表示不怕、感謝醫生。幼兒

若有遲疑或不知所措時，教師會提點

對白或示範動作，讓幼兒跟著說和

做。 

 整個過程很順暢，幼兒很投入，偶

然有三數快要失控的笑聲，教師很快 



 

 

便妥善引導。三組即共六位幼兒出來

扮演過後，教師便通過問答總結，約有

一半幼兒能說出「有病看醫生」、「不

用怕 

打針」、「針有藥，打了便會好」等話。

概括來說，因為教師扮演七情上面，說

話生動，能成功吸引幼兒的注意力，幼

兒扮演時，教師也能適時提場和示範，

讓幼兒模倣。 

 這樣的一個三個段落的學習歷程

是很不錯的：（1）老師扮演、全體學

生觀看，（2）兩名學生扮演、老師提

點或再示範、其餘學生觀看，（3）教

師問、全體學生答，可謂秩序井然。如

要精益求精，可以應用「幼兒表現添

加」。段落（1）是必需的，但段落（2）

可以變成（2a）全體學生都分成二人小

組，輪流扮演醫生或病人，教師從旁觀

察；（2b）有需要的話可稍稍暫停，請

一組幼兒出來在全體面前演出，教師

再提點，讓其餘幼兒觀看；（2c）然後

再轉回二人一組輪流扮演。最後再返

回段落（3）全班總結。 

 變動其實不多，只在段落（2），原

來由兩名幼兒扮演、其餘幼兒觀看，改

為全體分成二人小組輪流扮演。原設

計段落（2）共有六名幼兒各像影子一

樣模倣扮演一次，其餘十多位同學觀

看和聆聽，改動後每名幼兒都有機會

扮演醫生或病人各一至兩次。觀看或

聆聽是較為靜態或被動的，扮演則屬

外顯行為，教師可觀察甚至作為課堂

評估的憑證便更豐富。 

 若著眼於段落（2）的教師任務，原

設計在向兩名幼兒提場或再示範，給

其餘幼兒觀察，改動後則添加全班幼

兒的表現，觀察他們的動作、聆聽他們

的說話（2a）及（2c）。教師和幼兒之

間，也可說是任務的逆轉（Role Re-

versal）。有人說教學像表演藝術，這

話雖不無道理，但又並不盡然：表演

以使觀眾投入甚或忘我為貴，但在上

乘的教學中，教師則須適時「退場」，

讓學生添加更多的外顯表現，教師則

從中了解學生是否學到或學到多少，

以便因應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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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友人茶聚時，友人 A 興奮

地主動提到就讀 K2 女兒的學習情

況。 

「茵茵性格內向，較少表達自己，我

一直都擔心她表現落後於他人。」友

人 A 笑了一笑說。 

「我記得，你說她平日的畫作，線條

畫得東歪西斜，擔心她發展緩慢。」

友人 B 回應，語氣中有少許認為她

平時過於憂慮。 

「怎麼樣了？你今天與平時的表現

有些不同，好像有甚麼新發現似

的？」我好奇地問。 

 友人 A 立刻展示手提電話的相

片，向我們展示她女兒的作品：「這

兩隻小狗，線條很簡單，用色又較單

一，原本以為她畫得特別差，原來很

多同學的作品也是這樣。」友人 A 的

語氣如發現了新大陸般。 

「我們平時也是這樣跟你說的。」友

人 C 說。 

「是嗎？哈哈！我原本以為是她學

習速度較緩慢，但前些日子與老師

見面，老師告訴我她的表現與同齡

孩子相近，是屬於『正常』。老師說，

她這個階段，仍要加強小手肌的控

制，平日可在家中多練習畫不同款

式的線條。老師這樣說，我放心多

了。」友人 A 神情輕鬆，臉帶笑容，

明顯放下了心頭大石。 

 我們這位朋友 A 是公認的「緊張

大師」，一向緊張女兒的發展，常擔

心女兒的表現不達標，不符合成長

階段的表現。我們幾位閨中密友常

加以安慰，她卻始終無法釋懷。這次

她談到女兒情況表現雀躍，我們都

老師，我的表現「正常」嗎？ 
曾秀怡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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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參加學校的「家長日」，向女兒

的教師追問了一連串的問題，教師

用她的專業逐一釋除了她的憂慮，

讓她了解女兒在認知、美感及群性

發展方面都符合兒童發展階段的表

現。此外，教師還向她提出一些建

議，讓她掌握如何在女兒表現較弱

的範疇加強發展。 

 從友人的例子，突顯了「專業」

的重要性。我們與「教師」都說友人

的女兒表現「正常」，但明顯地，教

師的說服力較強，讓友人大為安心。

兩者的分別是，教師展現了「專業」

——熟悉幼兒發展的表現及特性。 

 幼兒教師在日常教學中，習慣面

對大量不同的幼兒，因此，對幼兒不

同階段的成長都很熟悉，是這方面

的專家。相反，家長只能看到自己孩

子的成長，在有限的參照下，未掌握

到兒童發展不同階段的「普像」，因

此不免擔心憂慮。明白到家長的局

限，教師在與他們溝通時，若能引用

一些常用的幼兒指標（例如六個學

習範疇的表現、幼兒的表現指標等）

或結合教學經驗，讓家長了解他們

的子女是否符合成長階段的發展，

這既可釋除家長的顧慮，亦有助家

長的跟進或配合。  

 總括而言，家長與教師溝通的最

終目的都是為了幼兒的利益，幫助

他們發展。因此，雙方在溝通時，若

教師能有效運用專業知識，向家長

反映幼兒的學習狀況與同齡人的異

同，並就其現時發展提出合適及具

體的建議，家長對教師的專業信心

必定大增，在家的跟進工作也會事

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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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支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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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信念及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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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教育研究所 

   崇基校園 信和樓 7樓 713室 

電話：（852）3943-5050 

傳真：（852）2603-7551 

電郵： qsi@fed.cuhk.edu.hk 

網頁： https://www.fed.cuhk.edu.hk/~qs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