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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的話 
      

  

 

 
 在過去一年，世界幼兒教育聯會—

香港分會致力為本地幼教同工提供交流

和持續進修的機會，開拓國際視野，鼓

勵大家把所學所聞應用在日常教學當

中。我們的委員亦積極籌備活動，務求

為香港的幼教同工提供聚會場合，互相

認識及交流。 

 

本會於今年上旬邀請各校參加我們

舉辦的「創新幼兒教學大賽」。活動旨

在推動幼兒學與教的發展，鼓勵教師成

為創新教學實踐的推動者。參賽的學校

遞交了各式各樣新穎的教學方法，為孩

子帶來愉快且有效的學習方式，所發揮

的創意令人讚嘆！我於 9 月有幸帶領比

賽的優勝者前往日本京都，參與世界幼

兒教育聯會亞太區研討會，並由得獎教

師向來自各地的與會者分享創新教學經

驗，啟發更多幼兒教育者一同前行。 

 

    OMEP-Hong Kong 於去年年底獲得優 

質教育基金資助開展「中華傳統文化教

學幼師培訓計劃」。我藉此機會向各位

匯報計劃於今年已成功舉辦多項活動，

當中包括邀得中國內地教育專家來港分

享心得；邀請本地幼稚園成為計劃的種

子學校，前往內地參與古都交流團及參

選幼兒園，以學習把中華傳統文化融入

於教學當中；為幼稚園教師舉辦到校文

化活動培訓，讓老師學習中國傳統剪紙

及水墨畫技巧等。計劃同時集結了種子

學校的中華傳統文化教學教案，編輯成

《薪火相傳—始於幼兒教育中華傳統文

化教學活動集》，並於日內出版。 

 

展望來年，本會繼續致力推動香港

幼兒教育發展，而工作將有賴各位會員

鼎力支持！ 

 

 

孔美琪博士 

世界幼兒教育聯會— 香港分會會長 

 



  

 

OMEP-HONG KONG  |  NOVEMBER 2019  

 中華傳統文化教學幼師培訓計畫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中國人的價值觀

念、生活方式和社會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有見及此，本

會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推行「中華傳統文化教學幼

師培訓計畫」，通過教師培訓、搭建交流平台與開發教學

資源，提升香港幼稚園中華傳統文化教學質素，長遠增進

香港幼兒、家庭和社區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和認同。 

 

       計畫於 2018 年 12 月起展開至 2020 年 3 月；第一階段

為主題培訓，培訓形式包括以中華傳統文化教學經驗分

享，以及通過與專家互動形式的工作坊為教學活動和課程

提供指導。首場培訓活動於 2 月 20 日舉行，本會很榮幸邀

請到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劉曉東教授及南京市鼓樓幼兒

園崔利玲園長來港與各幼教同工交流；銅鑼灣維多利亞幼

稚園的姚錦程老師和許清彩老師亦即場與大家分享中華傳

統文化教學得心得，並展示教學成果。 

  

  
 

 

       計劃第二階段為種子學校評選，幼稚園將培訓過程中

所學的實踐，並向本會提交一份教學活動計劃，本會從申

請學校中挑選了 20 多份優秀的計劃並邀請相關的學校為

「種子學校」，由本會財政唐少勳校長、委員李漪湄校監

於復活節期間率領一眾計劃種子學校代表赴内地，在歷朝

古都南京和杭州進行交流活動。 

       交流團到訪了當地市區幼兒園，拜訪知名高校，與當

地教師交流學習「大中國」主題教學經驗，從不同層面了

解將中華文化融入幼兒教育的意義；他們更走進鄉鎮，觀

摩近年被受海內外關注的「安吉遊戲」，了解幼兒如何在

大自然中自主游戲、不斷挑戰，從而達到自身最大的潛

能。 

 

 

  

 

 

        2 月 22 日，本會移師香港公開大學，與該校教育及

語文學院共同舉辦「中華傳統文化幼兒教學的理念、政

策與實踐」講座，旨在提升職前及在職幼師教學技巧，

並從文化、社會和政策層面解構在幼兒階段開始文化承

傳工作的重要性。本會會長暨香港公開大學榮譽大學院

士孔美琪博士主持專家討論和台下問答環節。是次講座

吸引了 170 位幼教同工和準教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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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幼稚園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仁濟醫院九龍崇德社幼稚園幼兒中心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幼兒園 新翠培元幼稚園 

中華傳道會基石幼稚園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黎桂添幼兒園 漢迪國際幼稚園 

竹園區神召會將軍澳康樂幼兒學校 浸信會培理學校 銅鑼灣維多利亞幼稚園 

沙田靈光幼兒學校 港九街坊婦女會丁孫慧珠幼稚園幼兒園 德萃幼稚園 

佛教曾果成中英文幼稚園 港九街坊婦女會丁毓珠幼稚園 鑽石山浸信會美欣幼稚園 

保良局曹金霖夫人幼稚園 牽晴間培元英文幼稚園 美雅幼稚園 

路德會景林幼兒園   

 

種子學校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通過本次計畫，香港的同工們加深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

提升教學技能，並了解中華優質傳統文化對幼兒教育的意義，從而

成爲將中華傳統文化元素融入幼兒教育的推動中。參與本計畫的幼

教同工須結合培訓内容，設計中華傳統文化教學活動，在校内實

踐，並向本會呈交教學計劃及活動照片。專家顧問將選出優秀教學

計劃收錄於由本會出版的中華傳統文化教學教材冊中，與業界分

享。本會亦將會舉辦分享會、展覽/匯演，由參與本計畫的幼教同工

為全港幼稚園教師、學生及家長展示成果，分享個人心得和感想。 

       五月下旬，唐少勳校長和李漪湄校監再次帶

隊，與另一批種子學校代表到北京和西安交流。當

地幼兒園老師帶領交流團參觀了別具風格的戶外環

境、班級活動室、美工室等，了解富有當地特色的

傳統文化，如花饃製作、兵馬俑等。除此之外，交

流團亦觀看了幼兒園小朋友表演的英語話劇及武術

表演。幼兒們自信、大方的表演讓大家紛紛起立鼓

掌。在交流活動之餘，教師亦遊覽了當地著名景

點，感受古都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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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 屆會員週年大會暨「認

識腦部執行功能及其重要性」

專題講座 
  

 

 

向 2019/20《施政報告》提交建議書 推動香港幼教發展 
  

 

 

   

 

        本會於 2018 年 11 月 29 日舉行第 26 屆會員週年大

會，通過了上屆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會長報告、財政報

告及推選本屆核數師和法律顧問，多位任期屆滿的委員

再獲選加入執行委員會。 

 

        另外，香港教育大學兒童及發展科學研究中心總監

李敬廉教授特別蒞臨於會後作一場專題講座，主題為

「認識腦部執行功能及其重要性」。李教授擁有澳大利

亞麥覺理大學學位，曾在新加坡理工大學教育學院任

教，他致力於數學能力，工作記憶和認知執行功能的個

體差異研究。隨後，李教授與與會者討論「腦部執行功

能與幼兒教育」，並由香港大學講師王寬韻女士主持該

場專題討論。 

 

本會於 2019 年 9 月向政府提交 2019/20 年度《施政報告》建議書，就兩大範疇向政府提出教育施政建議，推動香港幼兒教

育發展： 

 

1. 改善本地幼兒教育界的檢討機制及資源分配 

現時本地幼兒教育界的政策及措施多根據於 1976 年訂定的第 243 章《幼兒服務條例》及 1991 年出版的《跨越九十年代香

港社會福利白皮書》來制定，本會重申政府審視相關條例的重要性，以讓檢討機制與現時情況接軌，有效地改善本地幼兒

教育界的資源分配。我們積極建議政府增加幼兒教育資源，降低幼稚園的師生比例，並建立由政府資助的家長資源中心，

為全職家長及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幼兒教育支援。 

 

2. 加強幼教界的專業培訓 

為切合社會需求，現時不少幼教同工皆積極參與不同的培訓以提升技能，惟本地幼教界並未為相關持續培訓訂立標準。本

會促請政府把幼稚園校長和老師的持續進修列入為必須及標準化的要求，並為業界提供專業及多元化的培訓課程。我們亦

建議政府建立清晰獎賞機制，鼓勵業界人士參與培訓，並於地區層面持續為幼師提供適切的支援。 

 

於 10 月發表的 2019/20《施政報告》中，本會欣然歡迎以下政府為幼教界所建議的措施： 

 加強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早期介入服務 

 恆常化幼稚園學生一次性 2,500 元的學生學習津貼 

 提高在職家庭津貼及兒童津貼金額 

 建議幼稚園校長及教師每 3 年參加 6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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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OMEP 世界大會暨國際研討會報告  
 

 

 

 

 

 
 
       本會財政唐少勳校長遠赴南美的巴拿馬市代表出席 OMEP 2019 世

界大會及研討會。在與各國專家討論世界幼兒教育身份和文化發展的

同時，唐校長亦不忘介紹本會各項活動計劃及推廣香港創意文化，希

望各國與會者更了解本港幼教同工的努力。 

 

       在首兩天的世界大會，各分會代表投票選出下一任的世界總會會

長、世界總會財政、亞太地區和拉丁美洲區副會長。借此機會，本會

特別感謝現任 OMEP 世界總會會長 Eunhye Park 教授過去三年的帶

領，並恭賀現任拉丁美洲區副會長 Mercedes Mayol Lassalle 女士獲

選為新任世界會長。 

 

  

 

 

 
 

       之後三天的研討會主題為「幼兒教育與照顧的身份和

文化」(Identities and Cultures i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教育是一項人權，它始於幼兒出生的時

候，為全面、充分和強大的人類發展作基礎，這個過程只

能於每個文化框架内建立有目的的社會關係才可以順利進

行。有見及此，本次會議的研討關鍵為兒童的身份權及公

民權、不同兒童的平等參與機會、教育者的身份和文化、

幼兒時期的多元文化，以及技術和社交媒體對兒童身份和

文化的影響。 

        今年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通過 30 周年，研討會完結前，

OMEP 世界總會特別指出國際環境依然存在著不公平和不公義，不少

兒童還是生活在貧困、飢荒、戰亂、種族主義、環境汙染、性剝削、

勞動剝削和其他困難狀況之中。與會者促請各國遵守我們對兒童的承

諾，尊重和保護所有兒童，並保障和促進兒童的人權。  

 、 

 



  

 

OMEP-Hong Kong  |  November 2019 
 

2019 OMEP 亞太區研討會報告 
   

 

 

 

 

     本會會長孔美琪博士、前會長暨委員李南玉博士、委員

王明善博士帶領「創新幼兒教學大賽」的優勝者在 2019

年 9 月前往日本京都參加 2019 OMEP 亞太區研討會，與

來自各地近 500 位的研究人員、幼兒教育工作者、政策制

定者、倡導者、師訓導師交流意見和心得。 

 

是次研討會主題為「幼兒教育和照顧的質素」(Quality 

of ECEC)，在短短三天的會議，與會者集中從聯合國可持

續發展目標(SDG) 4.2、兒童權利、遊戲、幼師專業發展

及多樣化的可持續教育五方面探討如何提升幼兒教育和照

顧的質素，為幼兒創造更富啟發性的生活和學習環境，為

日後成長發展打好基礎。 

      大會在活動完結前發表「大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 of OMEP in Kyoto, 

Japan, 2019），總結研討結果，訂下七大目標，包括： 

 

1. 致力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 4.2」 (SDG, 4.2)，即至 2020 年，所有男女幼兒均可享有優質的幼兒發展、照顧和學前

教育，爲小學教育作好準備。 

2. 確保每名兒童受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有條文保障，包括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和參與權。 

3. 為兒童提供安全的地方及遊戲和學習時間，確保他們有表達的自由，同時他們的聲音得到回應。 

4. 尊重教師和照顧者的文化、經濟和心理健康狀況，支持、保護並提供足夠的時間和機會讓他們發展專業能力，加強

其知識、技能、態度和能力，提供優質的幼兒教育和照顧服務。 

5. 認清照顧者和家庭作出的重要貢獻，並確保兒童獲得玩樂和學習的權利。 

6. 增加對幼兒教育和照顧的財政投資，以改善質素並擴展針對幼兒的計劃和服務。 

7. 實行「可持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確保所有兒童和成人攜手合作，共同促進

和平和民主社會的文化。 

 

 

     宣言詳情可於此連結下載：https://static.wixstatic.com/ugd/53c601_39616bca70c143de968f8ca6999603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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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幼稚園 得獎項目 參與教師 校長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

稚園 

鏡頭下的魔法世

界 

譚安琪、呂晞汶 葉婉樺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

會張煊昌幼稚園 

太陽能風力船 梁亦斌、周敏

儀、黃美華 

張翠芬 

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

會幼稚園 

護蛋大行動 劉慧冰、葉芷琪 馮佩珊 

 

「創新幼兒教學」大賽

        今年，本會舉辦了「創新幼兒教學」

大賽，廣邀全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分享他們

的創新教學理念和方法，希望通過本次比

賽，鼓勵幼兒教師成為創新教學實踐的推

動者，開發新潁而有效的教學法，促進幼

兒的整體發展，同時提升自身的專業能

力。我們亦藉此建立創新教學資源平台，

與本港業界分享各校優質的教學活動。 

 

本會邀請並贊助得獎幼稚園代表一同

參與 2019 OMEP 亞太區研討會，向與會

者公開匯報各校別具創意的教學計劃，交

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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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年度財政報告  

 

 

 

 

  

 

（由二○一八年十月一日至二○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將經核數師作最終核實） 

 

總收入： HK$ 10,422.10 
 

總支出： HK$ 92,388.14 
 

  年度虧損 :  HK$ 81,966.04  
 

銀行結餘： HK$ 909,321.08 
 

 

 

 

 

 

 

 

 

 

 

 

 
 

 

未來動向 
    

 01 
「中華傳統文化教學幼師培訓計畫」即將進入最後階段，本會將於明年舉辦「成果

分享展覽」，並邀請全港幼師、幼兒及家長參與，通過展示教學成果，啓發教師如

何將中華文化元素融入教學當中。詳情尚有待確定，敬請留意本會 Facebook 及

網頁。 

02 
2020 OMEP 世界大會暨國際研討會將於 2020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

於希臘首都雅典舉行，主題為「21 世紀幼稚教育：新視角與困

境」(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perspectives and dilemmas)。雅典是歐洲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對歐洲文化和教育影響深遠，是次會議定必吸引世界各國研

究人員和同工到來交流。研討會將於 2020 年 1 月開始接受報名，

如有興趣發表論文，請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網上遞交提案。詳

情請瀏覽: http://www.worldomep.org/ 

03 
2021 OMEP 亞太區會議將於 2021 年 4 月 18 至 20 日在中國杭州舉行，並以

「Children well-being, Asia-Pacific goodness」為主題。雖然距離活動還尚餘

約一年半的時間，但大會現在已開始募集論文，並將於明年 8 月 1 日截止，有興趣

參與的幼教同工記得不要錯過！查詢：icpc2018@sina.com 

 

2017-19 年度執行委員會 

 

 會長 孔美琪博士 BBS JP 

 副會長 黃佩麗女士 

 秘書 藍美容教授 

 財政 唐少勳女士 

 

 

 王明善博士 

 朱鄧麗娟女士 

 甘麗鸞女士 

 李南玉博士 

 李漪湄女士 

 何彩華博士 

 陳江小慧女士 

 陳純麗女士 

 梁志堅小姐 

 楊黃蕙吟博士 

 劉麗薇教授 

 龐劉湘文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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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ariat, OMEP-Hong Kong, 

Hing Fat Street, P.O. Box 38223, 

Causeway Ba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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