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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4) in EDB(KGA2)/PEd/1/1 Pt.1 
 
 

教育局通告第 7/2018 號 
加強幼稚園階段的家長教育 

 
 
[注意：本通告應交  
(a) 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校監及

校長—備辦；以及  
(b) 各組主管—備考] 

 
概要 
 
 本通告旨在公布加強幼稚園階段的家長教育的詳情，適用於所有幼稚

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以下統稱為幼稚園）。

各幼稚園校長應安排相關教師及同工傳閱，以便跟進。  

 
 
詳情 
  
家長教育架構  

 
2. 家長在幼兒成長階段擔當重要的角色，而且是兒童的榜樣。加強家長

對兒童發展和優質幼稚園教育的了解，有助家長根據子女在成長階段的發

展步伐，對子女有適切的期望，給予適切的照顧和支援，以及加強與學校

的合作。教育局由2017/18學年起實施新的幼稚園教育政策，其中一個重點

便是加強家長教育。  
 
3. 就此，教育局制定了幼稚園階段的家長教育架構（附錄一），作為規

劃家長教育活動的參考。這架構以「孩子在幼稚園階段  — 家長的角色」

為中心，涵蓋三個範疇八個主題: 

範疇（一）  認識優質幼稚園教育  

主題: 
（i）     促進兒童均衡發展的課程  
（ii）  家校合作  
（iii）  幼小銜接  
（iv）  選擇優質幼稚園  



2 
 

範疇（二）  了解兒童成長  

主題: 
（v）     兒童發展和學習的特質-從遊戲中學習  
（vi）  輸贏不在起跑線  

範疇（三）  尊重兒童獨特性  

主題: 
（vii）  兒童的學習多樣性  
（viii）  不應將孩子互相比較  

 
4. 我們鼓勵幼稚園參考這個架構，舉辦校本及／或聯校家長教育活動。

教育局亦會參考這架構，舉辦全港性的家長教育活動。例如，我們已委託

香港教育大學在2018/19學年舉辦一系列的家長教育講座，內容如下：  

日期  主題  
2018年10月  學習從遊戲開始  
2018年11月  贏在起跑線的迷思  
2018年12月  如何照顧幼兒學習的多樣性  
2019年1月  正向管教：成長來自不比較  
2019年3月  快樂升小一，家長有妙法  

 
上述講座及其他家長教育活動的詳情會由2018年9月起陸續上載教育局的

家長講座網頁，請各幼稚園鼓勵家長報名參加講座。  

 
家長教育資訊  

 
5. 此外，教育局亦會繼續與其他部門（例如衞生署）或機構協作，從不

同角度加強家長對兒童發展的認識，包括每年由教育局編印的小冊子《怎

樣幫助你在幼稚園階段的孩子》、衛生署編印的單張《兒童發展知多少－

給學前兒童的家長》及《培育還是催谷子女》等。我們鼓勵幼稚園在其校

本活動（特別是新生家長講座），向家長介紹有關重點，例如「孩子成長

知多少」、「怎樣幫助孩子快樂成長」、「幼兒教育重均衡，愉快學習啟

潛能」等，並選取其中一些主題舉辦專題講座或經驗分享小組，加深家長

對有關課題的了解。上述小冊子、單張及其他相關資訊，已上載教育局網

頁。  

 
 
 

http://www.edb.gov.hk/parentstalks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parent%20booklet.pdf
http://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4821.html
http://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30006.html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parents-related/parent-inf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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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6. 家長是學校的合作夥伴，緊密的家校合作，有助家長了解子女在幼稚

園的學習情況，亦讓教師了解學生在校外的情況，互相配合，有助培育孩

子愉快及健康的成長。我們鼓勵幼稚園透過多元渠道加強與家長的溝通，

以及成立家長教師會(家教會)。  
 
7. 成立家教會有助加強家長與學校間的合作，建立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渠

道，並透過舉辦講座和家校合作的活動，推廣家長教育，一方面增加家長

對其子女在身心各方面成長的了解，認識他們的需要，以及培養良好的親

子關係；另一方面，讓家長們彼此分享培育和教導子女的經驗，互相支持

和學習。教育局會為新成立的家教會提供成立津貼，而已成立的家教會則

可每年獲提供經常津貼，以支付經常開支。除成立津貼及每年的經常津貼

外，每所學校每年可向教育局申請「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以舉辦家長教

育或家長培訓等活動。  
 
簡介會  

 
8. 為讓幼稚園校長及教師進一步了解推行家長教育的策略，我們已將有

關課題納入將於本年6月下旬舉行的簡介會，詳情見附錄二，我們亦會上載

有關詳情於教育局網頁的培訓行事曆(課程編號：KGE020180054)。我們已

為每所幼稚園預留兩個座位，請所有幼稚園校長及教師代表出席。 

 
 
查詢 
 
9. 如有查詢，請與所屬的學校發展主任或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服務主任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陳蕭淑芬代行  
 
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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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幼稚園階段
- 家長的角色

範疇(一):

認識優質幼稚園教育

範疇(三):

尊重兒童獨特性

範疇(二):

了解兒童成長

(iv) 選擇優質幼稚園 

(v) 兒童發展和學習的特質

－從遊戲中學習 
(vi) 輸贏不在起跑線 

(iii) 幼小銜接 (ii) 家校合作 

(vii) 兒童的學習多樣性  (viii) 不應將孩子互相比較 

(i) 促進兒童均衡發展

的課程 

附 錄 一  幼稚園階段家長教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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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通告第 7/2018 號                                      附 錄 二  
 

幼稚園教育計劃  
簡介會 

 
新的幼稚園教育計劃已由 2017/18 學年開始推行。在 2018/19 學年，我們會繼

續推行現有措施，就以下方面，加強發展：  

 

(1)  幼稚園校長及教師的專業能力  
(2)  推行家長教育的策略  
(3)  幼兒班的收生安排  

 
2.  為幫助幼稚園了解有關詳情，我們將於 2018 年 6 月舉辦 4 場內容相同的簡介

會，詳情如下：  

區域  日期  時間  地點  

港島區  2018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 下午 2:00–下午 5:45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  
中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新界東  2018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 上午 9:00–下午 12:45 

九龍區  2018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 上午 9:00–下午 12:45 

新界西  2018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 上午 9:00–下午 12:45 

 
3.  簡介會的程序如下：  

時間  內容  講者  

上午 8:55 –上午 9:00 / 
下午 1:55 –下午 2:00 登記  --- 

上午 9:00 –上午 10:50 / 
下午 2:00 –下午 3:50 

2019/20學年幼稚園幼兒班收生安排

及問答時間  

教育局及  
相關機構代表  

上午 10:50 –上午 11:00 / 
下午 3:50 –下午 4:00 休息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 
下午 4:00 –下午 5:00 提升幼稚園校長及教師的專業能力  

中午 12:00 –下午 12:15 / 
下午 5:00 –下午 5:15 推行家長教育的策略  

下午 12:15 –下午 12:45 / 
下午 5:15 –下午 5:45 問答時間  

 
4.  本局已為所有幼稚園預留座位，毋須報名。請每所幼稚園委派不多於兩名代表

(其中應包括幼稚園校長 )，依照以上時間及所屬區域出席。幼稚園代表須填妥下頁

資料並在進入會場時交予本局職員，安排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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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簡介會將以粵語進行。  
 
6.  如簡介會當日發出八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簡介會將會取消。但若八號

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於簡介會開始前兩小時除下，簡介會則如常舉行。  
 

----------------------------------------------------------------------------------------------- 

幼稚園教育計劃  
簡介會環節 (3): 推行家長教育的策略  

 
 
本校                                        （幼稚園名稱）以下人員將出席  

簡介會有關「推行家長教育的策略」的環節 :  
 

校長 /代表：   

教師代表：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英文 )：   

 
(中文 )：   

 
日期：   

 
 

學校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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