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2020 年度通告(55B) 

賽馬會「智‧幼‧趣」計劃「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第二場)」 

敬啟者： 

   本校成為賽馬會「智‧幼‧趣」計劃伙伴學校後，有機會讓本校家庭參與該計劃舉辦的「耀學園

親子學習之旅」活動。首場「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網上版)，已於 12月在 Zoom上順利完成，家長和學

生們積極參與，獲得不少好評。因應疫情現況，第二場仍會透過 Zoom進行，以保持居家抗疫，健康學習。

本校現邀請 閣下及 貴子女參加餘下的「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包括第二場，每場次的主題及內容皆不

同)，詳情如下： 

活動： 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第二場網上版) 

日期： 2021年 2月 20日 (星期六) 

時間： K1級別 上午 10:00-11:00 (1小時) 

K2 級別 上午 11:15-12:15 (1小時) 

對象： 本校 K2班別曾參加第一場之家庭 (包括 1位家長及 1位就讀本校之  貴子女) 

連結： https://yccece.zoom.us/j/98420939054?pwd=cnR0NHo2TUt2NGFYVmhVdGRZblBDUT09  

形式： Zoom會議 ID：984 2093 9054 

密碼：163436 

內容： • 親子 STEM遊戲體驗---「紙盒大變身」：認識不同物品的特性 

• 帶領孩子進行 STEM活動的技巧 

• 「玩」後感分享及心得交流 

準備 

材料： 
紙盒 (任何尺寸) 1 個、報紙/雜誌/畫紙、樽蓋、膠紙、膠水/漿糊筆/白膠漿、絲帶/細繩/

毛冷、衣服碎/毛巾碎、聖誕節佈置物品 (如有)、橡筋、紙巾筒、棉花球、鈕扣、剪刀 1把 

導師： 耀中幼教發展中心轄下耀學園資深教師 

語言： 中文 (粵語) 

備註： 每年四次到訪位於耀中幼教學院之耀學園 (地址：香港香港仔田灣田灣山道 2號)，並設專

車接送，第二場次因疫情仍改為下述網上版 

研究 

計劃： 
• 參與家庭盡可能出席全年 4次活動，將安排於星期六 

• 為量度計劃成效，誠邀參加家庭參與該計劃的研究，包括∶ 
o 「親子學習之旅」∶其學習及互動過程將會被錄影，以作研究用途； 

o 家長問卷∶於計劃開始時及每年學年尾各填寫一次；第一次填寫問卷，請參閱以下網

站，並於 2月 6 日前完成 https://tinyurl.com/y2bpe23b； 

o 兒童電腦遊戲∶於計劃開始時及每年學年尾各進行一次 

• 所有收集信息將被保密，只有研究團隊方能檢閱 

• 參加家庭有權在研究進行中提出任何問題和事後作出查詢，並可在任何時候決定退出研

究，而不須對研究工作產生的影響而負上任何責任 

若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園聯絡鄭曼淇老師(電話:2713 8109)，謝謝! 

 

    此致 

貴家長台鑒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校長  何少霞  謹啟 

2021年 1 月 29 日 

低班適用 

https://yccece.zoom.us/j/98420939054?pwd=cnR0NHo2TUt2NGFYVmhVdGRZblBDUT09
https://tinyurl.com/y2bpe23b


 

 

 

通告(55B)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              班               學生家長已知悉(55B)通告內容，會/ 不會 參加賽馬

會「智‧幼‧趣」計劃「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第二場)」。 

 

 

    此覆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2021年   月   日 

 

 

 

 

 

 

 

 

 

 

通告(55B)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              班               學生家長已知悉(55B)通告內容，會/ 不會 參加賽馬

會「智‧幼‧趣」計劃「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第二場)」。 

 

 

    此覆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2021年   月   日 

 

 

 

 



 
 

 
 

家長或監護人 及 子女參與研究 
邀請函 

親愛的家長/監護人： 
您好！我們是賽馬會「智‧幼‧趣」計劃的團隊，整項三年計劃旨在探索本地幼兒 STEM 教育的發展

方向。   貴子女就讀的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已經成為本計劃的伙伴學校，能夠參與計劃下只
向伙伴學校開放的活動，例如：「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教師培訓工作坊等等。 

 
而計劃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有關幼兒STEM學習的研究：我們將探討家長/監護人教導孩子

STEM時的自我效能感(認為自己能否完成任務的信心)，並如何提升家長/監護人有關的自我效能感。計
劃所需的數據量龐大，希望收集1200個參與「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家庭的數據作分析，數據包括：家
長問卷、「耀學園親子學習之旅」活動過程錄影、電子學習遊戲結果等。 

 
與其他學術研究一樣，我們遵從學術倫理守則，包括：參加的家庭有權了解研究的目的與方法、可

隨時退出研究、個人信息將被保密，只有研究團隊才能檢閱、原始數據將於研究完成後指定時期銷毀等。

而研究的結果將會是整體性的，比如總體自我效能感提升多少。 
 
在此誠邀  閣下及   貴子女參與上述研究，為教育界作出貢獻。更多相關資料請參閱附錄，如有

疑問或希望了解更多，歡迎電郵coolplay@yccece.edu.hk 或 致電3977 9843 關菁堯女士 (賽馬會「智‧有‧
趣」計劃實踐社群推廣主任) / 3977 9840 李海洋先生 (賽馬會「智‧有‧趣」計劃項目經理)聯絡。 

 
附錄： 

1. 研究計劃相關資料(家長或監護人 及 子女) 

2. 參與研究同意書(家長/監護人及子女) 

 

敬祝台

安！ 

耀中幼教學院 

賽馬會「智‧幼‧趣」計劃項目聯席總監暨 助

理教授 

陳裕榮博士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 二十九日 

主辦機構： 捐助機構： 



 
研究計劃相關資料 

(家長或監護人 及 子女) 
誠邀閣下及  貴子女參加一項 由陳裕榮博士及其研究團隊執行的研究計劃，他們是耀中幼教學院的職

員。 
 
本研究計劃為期三年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旨在探討香港的幼兒 STEM 學習發展。在捐助機構 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的協助下，研究團隊將邀請 20 所來自香港各區的幼稚園、約 1200 名家長及其子女參加

這項研究計劃。這有助了解父母對幼兒 STEM 教學的自我效能，並提升家長對是次主題的自我效能。因 貴

子女就讀的學校獲提名參與這項研究，故此，我們希望邀請閣下和 貴子女參加這項研究。你們的參與將能

提升閣下對教授  貴子女 STEM 教學的技巧及信心，以及提升 貴子女 STEM 學習的信心、知識及技

巧。 

 
計劃將包括： 

１）家長問卷–約 5-10 分鐘。問卷內容包括閣下對教授子女 STEM 知識的信心。閣下將會於計劃開始時及每

年學年尾填寫一次，共四次。 
２）家長工作坊–約 1-3 小時。閣下及 貴子女將會受邀參加工作坊，一年四次，家長及幼童的學習及互動

過程將會被錄影，以作分析用途。工作坊將會於耀中幼教發展中心轄下之耀學園或網上進行。 

３）學習遊戲–30 分鐘以內。 貴子女將會受邀參與一些簡單的遊戲，以檢討學習成效。遊戲將在計劃開始

時及每年學年尾進行一次，共四次。遊戲結果並不會與學校分享或影響到校內成績。 
 

家長有可能因為填寫 5-10 分鐘的網上問卷，或 貴子女有可能因為玩少於 30 分鐘幼兒的學習遊戲，而感到疲

累。但此等疲累不會超出日常感受，如有需要，家長及 貴子女可隨時暫停或退出活動。 家長及 貴子女亦

有可能因在家長工作坊需要被錄影而感到不自在，如有需要，家長及 貴子女可選擇不被錄影。 

所有形式的參與都是自願性質的。閣下和 貴子女有隨時退出研究的權利，而不會產生負面後果。與你有關

的所有信息將被保密，只有研究團隊才能檢閱。整個過程不會涉及任何其他潛在風險。 

 

研究搜集所得的數據和相關資料將會存放在耀中幼教學院的職員辦公室中，而電腦檔將會儲存在設有密碼的

電腦中。所有原始數據將會於研究計劃完成後的第三年銷毀。整個研究過程中只有研究團隊及其授權的工作

人員方可接觸相關數據和資料，而所有數據均不會紀錄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僅通過代碼以資識別。 

 

研究成果所得將會透過學術研討會/會議、教材、本地和國際性刊物發表和呈交報告予相關捐助機構，從而分

享研究成果。 

 

閣下如想獲得更多有關這項研究的資料，請通過電話(+852)3977-9895 或以電子郵件 brad.chan@yccece.edu.hk
與陳裕榮博士聯繫。如閣下對這項研究有任何意見，亦可隨時與耀中幼教學院研究辦公室聯絡 (電郵: 

research@yccece.edu.hk; 地址: 香港田灣山道 2 號耀中幼教學院研究辦公室)。 

感謝閣下有興趣參與這項研究。 
 
陳裕榮博士 

首席研究員

附錄一 

mailto:research@yccece.edu.hk


 

 

 

參與研究同意書 (家長 /監護人及子女 ) 
 

茲 同 意敝 子 女 ___________________和 本 人 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由陳裕榮博士及其研究團隊進行的研

究計劃，他們是耀中幼教學院的教職員。 

 

研究團隊已將所研究的相關資料和參與者的權利向本人作了充分的解釋，本人亦知悉這

項計劃可能會出現的風險。本人是自願讓子女參與這項研究計劃。  

 

本人知道這項研究計劃所獲得的資料和數據可用於未來的學術研究和相關發表 。本人亦

理解本人和敝子女的個人資料將不會被洩漏，並獲得妥善處理。  

 

最後，本人和敝子女皆有權在任何時候提出任何問題或查詢，甚至決定退出研究，並且

不會因此而負上任何對研究工作產生影響所帶來的責任。  

 

 

 

學生姓名 :  
 

 

學校名稱及班別 :  
 

 

父母姓名 /監護人姓名 :  
 

 

父母 /監護人簽名 :  

 

 

 

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錄二 


	研究計劃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