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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幼稚園教育概況 



現以參觀兩間幼稚園作為基礎，簡單
概略地將日本幼稚園教育與香港幼稚
園教育作一比較。 
 



使命 
 

日本：「提供幼兒豐富的自然體驗機會； 

                社會體驗機會；以及促進幼兒道德發展。」 

  
 

香港：「為兒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培養兒童的求知精神、樂於 
               學習和探索、均衡發展、健 
               康的自我概念以及信心和能 
               力適應不斷轉變的世界。」 



日本《幼稚園令》： 

 第一條規定，幼稚園是以促進幼兒身心健康發展、培養善良的性情， 

                          以及補足家庭教育之不足為目的。 

 第二條規定幼稚園的保育項目為遊戲、唱歌、觀察、談話、手技等。 

法例 

香港：在2002年，由社會福利署與當年的教育署聯合組成的協調學前 

            服務工作小組，為落實協調日間幼兒園和幼稚園服務，有關的法例 

           修訂工作在2005年中完成。教育局按《教育條例》規管為三歲及 

           以上兒童而設的幼稚園；而社會福利署按《幼兒服務條例》規管為 

            未滿三歲兒童提供服務的幼兒中心。 



組織   日本的幼兒教育包括幼稚園和保育所，現將日本的幼稚園

和保育所作一比較： 
  幼稚園 保育所 

法源 《學校教育法》 《兒童福祉法》 

定位 學校 兒童福利設施 

管轄單位 文部科學省 厚生勞動省 

保育內容依據 《幼稚園教育要領》 《保育所保育指針》 

保育者資格 幼稚園教諭免許狀 保育士資格證明書 

設立標準依據 《幼稚園設置基準》 《兒童福祉設施最低基準》 

設立者 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學校法人 地方公共團體、社會福利法人 

設立目的 
提供適切的環境、協助幼兒身心健全 

的發展。(《學校教育法》第77條) 

每日接受父母的委託，照顧需要協助托 

育的嬰幼兒。(《兒童福祉法》第39條) 

招生對象 
滿3歲至小一入學前的幼兒，設立者決
定入園對象 

父母選定保育所後，向市町村(縣市政 

府提出申請 

保育費 
設立者自行決定，保育費直接繳交幼稚
園 

縣市政府首長依據父母收入課稅狀況 

訂定保育費，保育費繳交保育所 

時間 

原則上一天四小時為標準，可以課後托
育。每學年的教學週數不得少於39週 

(《學校教育法施行規則第75條》) 

原則上一天八小時可以延長保育時間 

(《兒童福祉設施最低基準》第34條) 

師生比例 

35：1(《幼稚園設置基準》第3條) 一歲以下 3：1 

滿一歲以上三歲未滿 6：1 

滿三歲以上四歲未滿 20：1 

滿四歲以上 30：1 

(《兒童福祉設施最低基準》33條第2款) 

供餐 設立者自行決定 義務供餐 



香港的學前教育是包括幼稚園、幼兒園及育嬰園。 
現將香港的幼稚園、幼兒園及育嬰園作一比較： 
   幼稚園 幼兒園 育嬰園 

法源 教育條例(香港法例第279章) 幼兒服務條例(香港法例第243章) 幼兒服務條例 

定位 學校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社會福利設施 

管轄單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聯合辦

事處 
社會福利署 

保育內容依據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育嬰園指引 

保育者資格 幼兒教育証書/幼兒教育學位 幼兒教育証書/幼兒教育學位 幼兒教育証書 

設立標準依據 幼稚園表現指標 幼稚園表現指標 社會福利署優質服務標準 

設立者 非牟利辦學團體、私營機構 非牟利辦學團體、私營機構 非牟利辦學團體、私營機構 

設立目的 
幼稚園教育應與小學及中學互相呼

應，促進幼兒德智體群美 
幼稚園教育應與小學及中學互相呼

應，促進幼兒德智體群美 
照顧需要協助托育嬰兒服務 

招生對象 滿2歲8個月至小學前的幼兒 2至6歲幼兒 初生至二歲 

保育費 
免費(政府全年資助每名學童

$33650，全日$43750) 

2-4歲依據父母收入狀況 

3-6歲(政府全年資助每名學童

$53840) 

依據父母收入狀況訂定費用 

時間 上下午三小時/全日 上午8:00 – 下午6:00(長全日) 上午8:00 – 下午6:00 

師生比例 1：15/1：11 1：14/1：11 

一歲以下 1：6 

一歲以上二歲未滿1：8 

二歲以上三歲未滿 

1：14/1：11 

供餐 提供茶點 提供早餐、早點、午餐、下午茶點 自行提供奶或嬰兒食物 



 
日本  VS   香港 

教育制度 



      
項目  日本 香港 

教育政策

理念/目標 

以兒童為中心的新制度，注重孩子們不同個性，

旨在讓孩子精神飽滿地演奏，讓每個孩子都能在

豐富的環境中健康地成長。 

  

兒童及教育援助新制度 

1. 增加不同形式的支援育兒的措施 

2. 減輕多子女家庭的保育費 

3. 增加保育場所，建立方便工作的社會 

4. 提高地區各種育兒援助的數量和質量 

5. 解決嚴重等待入託兒童的問題 

6. 發展幼兒期的教育和保育(Care and 

Education) 

培育兒童在德、智、體、群、

美各方面的全面發展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以及激

發兒童學習興趣和培養積極的

學習態度，為未來學習奠定基

礎。 

  

  

資助 

托兒所是代替國家行使保育的兒童福祉事業，保

育費用的收取是國家的職責 

公私立費用一致，約0-6500日元學費(一個月) 

(即約$0-520港元) 

  

(根據家庭繳交稅款而可作減免) 

政府:每名幼兒約$4439(每月) 

家長繳交:$0-$2000(資助學校) 



項目  日本 香港 

入學流候機制 

弱勢者占排序優勢，然各市町

村政府各訂立其針對單親、身

障等各種弱勢狀況之優先順序，

分配幼兒進入托兒所就托，稱

為「措置制度」 

~家長自行向學校申請 

~校本訂定收生原則 

~如兼收兒童則由社會福利署

派位 

  

人手比例 5-6歲1:30 ; 3-4歲及4-5歲1;20 1:11 

上課時間 3小時，按需要加長保育時間 全日班、半日班、延展服務 

空間學習 
戶外學習空間足夠，感官經驗

豐富 

校內學習空間為主(較少戶外

空間) 

課室 

兒童主導，生活教育，遊戲中

學習 

不寫字、不評分 

強調體能健康及人際相處技巧 

課程內容豐富(涵蓋語言、認

知、社交、體能、情緒、自理、

美感) 

老師主導學習時間及活動 

愈高班，學術表現愈為主 

強調全人教育、均衡學習 

家長組織 
家長高度參與教學(義工組織

大型活動及決策會議) 

家長參與學校(家長代表會議

或義工服務) 



特殊需要幼兒教育 



 
 香港和日本學前階段融合服務比較 
 

項目 香港情況 日本情況 

組織 
社會福利署－康
復服務 

文部科學省－幼兒園（3-5歲） 

厚生勞動省－保育園（0-5歲） 

上述兩省共同管轄－認定兒童園（0-5歲） 

使命 

共 同 建 設 一 個 

互 相 關 懷 的 社 

會 ﹐ 使 人 人 能 

自 立 自 主 ﹑ 自 

尊 自 信 ﹑ 和 諧 

共 處 ﹑ 幸 福 快 

樂 。 

 促進幼兒活動的主體性 

      讓兒童在安定情緒的狀態下充分發揮自我，
獲得發展經驗。 

 以遊戲指導為中心，綜合達成發展目標，兒童
自發活動的遊戲，是獲得身心調和發展基礎的
重要學習，因此，要以遊戲指導為中心，促進
兒童的綜合成長。 

• 對應兒童的個性進行發展指導幼兒的發展是身
心各個側面相互聯接，經過各種過程形成的，
還有生活  經歷不同等，所以指導應要根據每
一個幼兒的個性和發展課題來進行 



項目 香港情況 日本情況 

目標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盡 
量 發 展 體 能、 智 能 
及 適 應 社 群 生 活 
的 能 力， 鼓 勵 他 們 
融 入 社 會， 從 而 享 
有 與 其 他 人 一 樣 
的 平 等 權 利。 

 最大限度地發展有特殊需要學前兒童的個
性。以兒童為主體，尊重其自主性和個 
性（人格，體力、社會性、判斷力、理解
力）。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前兒童提供健康方面
的護理。為一些有需要特別的醫療護理兒
童，在醫生、護士的建議下，確認兒童的
各項指標。特別是協助掌握生理規律。 

 幫助兒童養成基本的生活習慣。 為一些
存在運動功能障礙的兒童，利用其他功能
進行動作練習，並考慮提供適切的援助方
法。 

 培養兒童的社會性建立社交，認識到自己
也是社會的一份子。 

評估 

學童經學校教師及校長/
社工/母嬰健康院/兒科

醫生轉介，由衛生署轄
下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
中心的醫生進行評估，
醫生會按兒童需要，並
與家長溝通，再轉介往

社署屬下的服務 
  

對懷疑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經以下團體評估： 
專家團隊 
  由督學或心理學專家，乃至醫師等 
   組成的團隊，任務是對兒童的情況進 
   行鑑定。 
  



項目 香港情況 日本情況 

支援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 0－5 11/12歲個月 ) 

 特殊幼兒中心 

 (日間／住宿) ( 2－5１１/12歲個月) 

 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全日制 2－5１１/12歲個月)  

   註：由特殊幼兒工作員提供訓練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全日制／半日制幼稚園 

  2－5１１/12歲個月) 

 註：由專業團體到校提供訓練、為     

老師和家長提供意見／建議。 

 國有托幼兒機關附有融合教育 

  

 特別支援學校(視覺障礙、聽覺障

礙、認知障礙、肢體障礙…等) 

－ 由專家團隊對學校（校內委員 

  會）提供學童訓練的意見。 

  － 提供巡迴諮商，由專家直接到 

         校支援。任務：針對每位兒童  

         訂定個別指導計畫，給予必要  

         的建議； 

  － 對學校的研習會提供支援； 

     － 對保護者提供支援。 

訓練 

策略 

 個別訓練計劃：按有特殊需要的

幼兒的個別需要進行一對一的指

導 

 小組訓練：與普通組兒童一起或

與融合組兒童一起 

 每星期五次，每次45分鐘 

 個別指導：按有特殊需要的幼兒的

個別需要進行一對一的指導 

 小組指導：集合有特殊需要的幼兒

進行集體的指導 

 每星期一次，每次45分鐘 

師生 

比例 
兼收弱能兒童計劃 1:6 

特殊幼兒中心 1:6 
1:1-2之間 



項目 香港情況 日本情況 

師資 

幼兒教育証書(2年制；或修

讀特殊教育即可) 

鼓勵修讀一年制特殊教育課

程（約210小時） 

幼稚園教諭免許狀： 

普通免許狀有： 

一級（研究所或四年大學畢業者） 

二級（二年制短期大學或教師養成所或

專門學校畢業者） 

專修免許狀（短期大學學士或准學士、

同等資格者） 

獲政府甄選聘用 

資助 

政府資助特殊幼兒工作員及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專業薪酬中位數` 

私立 

招收3人以上特殊幼兒的幼稚園，可經

申請獲得相應於其障礙種類和程度的補

助，但每人的補助金不超過72400日元。

(約港幣5430元) 

公立法院： 

保育所中只要有1個特殊幼兒，並與正

常兒童一起接受融合保教，就補助該兒

童所需的費用。 

法例 
第243章幼兒中心條例 

第279章教育條例 

私立：《私立學校補助振興法》 

公立：《關於保育所招收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  前兒童》 



日本幼兒教育在香港 

實踐的可行性 



一.老師參與的角式 

1. 學習主題是由師生共同決定，並從孩子的興趣出發，教
學沒有固定的課程，以設計靜（project）作學習形式，
借各種活動啟發孩子創意。 

2. 老師擔當觀察者，在適當的情況下協助，過程中作出紀
錄。 

3. 老師根據孩子的回應提供材料，並提出問題來幫助他們
探索思考。 

4. 課後向家長作即時口頭報告。 

香港的幼稚園教學以主題教學為主，嘗試於部分課題內加

入計劃（project）作學習形式，以幼兒興趣出發，共同計劃

課程，加強從遊戲中學習，培養他們自學的能力。 



二.家長參與的角色 

日本的家長對幼兒的教育觀念是重視兒童健康、安全、
幸福地生活，培養他們基本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態度，使其
建立健全的身心基礎。家長絕對信任學校和老師並不時到
學校當義工。家長亦重視親子關係，如DIY美勞作品或是一
同到戶外尋找昆蟲植物、運動會…等活動，都盡能力合作完
成，目的在享受親子間的喜悅感。 

祈望香港幼兒的家長同樣重視幼兒成長的兒童期，
珍惜幼兒成長階段，明白幼兒可從遊戲中學習，同時
孩子童年期間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父母，只有父母
親的關懷並且陪伴在側，才能讓幼兒穩定情緒基礎，
有了穩定情緒，對他們的學習才有助益。 

 



三. Free Play（自由遊戲）學習模式理念的實踐 

      在日本的幼兒教育，以自由遊戲的學習模式為主，但自由遊
戲並非放任（laissez-faire）或讓小孩肆無忌憚地玩，而是在有
限度的自由裏遊戲學習，例如環境限制、內定規則等，幼兒可
以選擇要不要玩、和誰完、玩甚麼及何時玩，幼兒在自發自主
活動，並主導整個遊戲，而老師的主要工作就是設置一個可以
供幼兒探索學習的環境、時間，並適時給予引導，這正是日本
幼兒教育對自由遊戲學習的理念。因此，對於這種理念最重要
是老師學會｢信任｣幼兒，自由遊戲並不像主題學習能馬上產生
特定的學習成果，也不能易於評估幼兒，但自由遊戲能學習到
「做決定」和內化規矩的重要性，而這些能力是需要時間培養。 



      香港幼兒教育應學習｢相信｣自由遊戲學習的理念，偶爾放

手讓幼兒在遊戲中自由選擇，讓他們替自己作主，讓｢遊戲｣成
為幼兒教育中重要的學習平台或工具，實踐「從遊戲中學習」
的教學理念。 



四.課室環境的實踐 

在參觀的日本幼稚園中，課室都極為簡樸，看不到一點“豪華”和
“現代化”的影子，課室沒有太多的玩具及教具，反而課室環境會以
一些環保物料為主，如：硬紙皮、大小各異的包裝箱、報紙、尼龍繩、
木或竹製筷子，還有大量的圖書，任由孩子堆砌、塗鴉、剪貼、玩弄，
只見幼兒樂在其中。 而室外的操場就更加簡陋了，沒有塑膠場地，沒
有高檔的大型活動設施，有的只是最原始的沙地，簡陋的活動設施、
木製的小屋、桌椅、園舍內劃出一片田地，幼兒就是這樣光著腳在沙
地上奔跑、嬉戲……。 通過讓幼兒回歸自然，親近自然，從而發揮自己
的潛能，而不變成“物品”的奴隸，通過環境進行教育，從而培養孩
子的創新精神。  



香港的幼兒教育可循日本以｢人｣為本的精神，在有限的課
室環境中，可利用大自然的物品或環保物料佈置課室環境，
亦可讓幼兒一同參與課室環境佈置，一方面可培養幼兒的
創造能力，另一方面可增加幼兒對大自然的認識，學懂大
自然與自己的關係，讓孩子受益終生。 



總結與反思 



 日本傳統文化在國民團結上發揮盡責、自主的社
會合作精神。從小教導幼兒建立誠信，對別人關愛
有禮，為他人設想，愛護環境和資源，重視彼此的
權利。日本家長希望幼兒健康快樂地成長，所以環
境設計亦十分重視如何幫助幼兒的發展，透過實驗
教育，著重培育幼兒自主、探索、解難及創新，讓
幼兒從愉快的學習環境中成長，貫徹實踐一切為了
幼兒的辦學精神。遊戲過程中，讓幼兒主動探索，
與人建立社交。每個人都要做好自己，不願給別人
添麻煩，鼓勵幼兒自信，學習勇於嘗試，如果有特
別需要照顧的幼兒，會由家長陪同在學習上單對單
尋求協助。 

對日本教育制度感受 



是次考察交流活動，欣賞日本教育，原因是家長均希
望孩子能從小便建立對學習的興趣，在不用催迫、追
趕和達標下，獲取學習的真正意義。香港幼教老師重
視幼兒的「學習」和課堂評估，目的是要讓家長了解
其子女的潛能及可提升的地方。藉此，讓本港家長重
新反思其角色及對教育的定位，學習珍惜從生活中學
習的環境和時間，在毫無考試的壓力下，與孩子建立
親密的伙伴的關係，對孩子的成長十分重要。 

 

考察課程的得著 



•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 

        欣賞日本辦學機構能不斷培養教師為課程領袖和擔當

環境教育的領導工作。日本辦學機構貫徹：「教育並不

是一種營利的事業，教書育人才是學校的根本」的辦學

理念，一切以兒童為本，並能持續更新教育觀念，有效

地發揮引領全國學前教育改革方向的作用。專業的教師，

能洞悉孩子的需要，除重視幼兒的社交發展外，還積極

推行安全及健康教育，務求讓孩子獲得適切的照顧；注

重環境教育，以自主遊戲方式滲入不同的學習區域，配

合不同的教材與環境設計，讓幼兒與環境互動、與教材

互動、與人互動，以拓展幼兒自主、探索、解難及創意

各種能力，讓幼兒從愉快的學習環境中成長。 

 



• 在教育福利或資源分配： 

        日本於2015年4月正式推動幼兒學校教育和保育工作，擴充和
提高地區育兒“質”和“量”的援助。又於稅收中每年拿出7,000
億日元左右用以推進兒童及育兒援助新制度，旨在將寶貴的財源
有效地運用於兒童及育兒援助之中。而香港在2017年9月開始將
3-6歲的幼兒提供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課程計劃，確立認同幼兒教
育的重要性，在環境及設備上，香港教育局也推動撥款以資助香
港非牟利幼稚園作出優化及改善。在師生比例上，日本由1：20改
為1：15，香港由1：15改為1：11，並為幼教提供專業的階梯。
欣賞日本學前辦學機構能運用不同的教材，能創造多元化的學習
環境及學習區域，而香港的幼稚園戶外場地明顯不足，建議學校
就低出生率的情況，以致課室因收生不足造成更多空間讓幼兒在
課室內進行自選活動，同時配合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讓幼兒從事
多元化學習活動，以拓展幼兒知識領域，培養幼兒的紀律與主動
學習的態度。 



• 在家、校及社區合作方面： 

    日本辦學機構能重視家長參與，家長與學校可以透過

面談或網頁主動與家長作密切聯繫，搭建家園共育平台。

亦積極與社區聯繫與合作，充分利用社區資源，拓展教

育空間。支援教學，為幼兒健康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開

展幼小銜接活動，幫助幼兒做好入學的準備；日本辦學

機構能持續優化學生學習的環境及學生健康成長，同時

亦能滿足家長對教育的需求，十分值得香港學校借鏡，

亦為交流團帶來很多啟發和反思。 

 

 



• 參訪單位 

  1. Kobe City Public Kobe Kindergarten 

  2.  Kobe University Lab Kindergarten 

  3. Sasayama Children Museum 

  4. Satellite Agency of Action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   Community 
Development, Graduate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 Human Sciences, Kobe 
University 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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