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發展幼兒發展

課程名稱 幼兒發展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學習範疇 服務
課程組別 個人及社區服務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提升高中學生對幼兒發展的認識，辨別幼兒的發展特質及

照顧幼兒的個別差異，為他們設計合適的遊戲活動。學員透過多元化
學習活動，發展創意思維、溝通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培養正面的價
值觀與態度，並發掘其個人對幼兒教育的興趣和潛質。

授課語言 模式一：中文 ( 輔以英文詞彙 ) 或英文 
模式二：中文 ( 輔以英文詞彙 ) 或英文 ( 根據學校要求 )

學習活動
特色

個案分析、教學示範、角色扮演、小組討論、匯報、微型教學、於幼
兒教育機構進行參觀和駐校體驗等。

課程結構 核心部分：(138 小時 )
•幼兒發展 (54 小時 )
•幼兒健康及安全 (24 小時 )
•香港幼兒教育 (33 小時 )
•幼兒教育的專業發展 (18 小時 )
•微型教學 (9 小時 )

選修部分：(42 小時 )
(1)  學習的語言環境與教學策略 ( 英語授課 ) 或
(2)  以介入法為教學策略 ( 中文授課 )

上課地點 模式一 : 紅磡、屯門、粉嶺
模式二 : 課堂主要在學生就讀的學校進行，有關詳情有待明愛社區書

院與學校協定。
課程查詢 電話 : 2239 6339

電郵：cecd@cice.edu.hk
課程網址 : www.cice.edu.hk/Apl_course.html

開課日期 2023 年 9 月 ( 註：部分課堂將安排於暑假期間進行 )
幼兒發展 ( 高中應用學習 ) 課程已獲香港資歷架構認可資歷級別：3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18/000857/L3 
登記有效期：01/01/2019 to 31/12/2026

黃臻翹

學員分享學員分享

應用學習課程「幼兒發展」2020/21 年度獲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特別嘉許」

我在「幼兒發展」課程中得著很多寶貴的經驗。我體驗到跟平日
在學校不一樣的學習模式。這裡的學習環境輕鬆、愉快和歡樂。老師
們都很友善，樂於幫助學生解答疑問。同學們雖然來自不同學校，每
個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我們相處都非常融洽，成為了對方的朋友
和學習對象。

還有，我在課程中能學習到在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得到了不同的
學習體驗，例如：駐校學習體驗、幼稚園參觀、講座、家長分享及領
袖訓練等。應用學習課程帶給我多元化的活動，不但加深我對這行業
的認識，而且令學習變得充滿樂趣，加上我原本就喜歡有關幼兒的科
目，因此在這段期間所學習到的知識，已經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裏，
我相信將來一定學有所用。應用學習課程成為了我學習上的一條小
路，更是邁向我未來目標的大橋。透過應用學習課程，增強了我與人
溝通的技巧，擴闊了我的交友圈子，更開拓了我的眼界，令我知道原
來幼兒發展有這麼深廣的知識。

Iq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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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幼兒發展」2020/21 年度獲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特別嘉許」

The ApL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has 
expanded my vision in many ways. I acquired useful knowledge 
about young children and the field. I learned about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their diverse needs. I got 
a valuable chance to learn about the Infants CPR,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n saving children's lives.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was also necessary for me to be a teacher. During my visits 
and attachment, I gained a lot of first-hand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in the real context. I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job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By engaging in group 
work, discussions and sharing sessions, I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my peers and my teachers. There was so much 
to be inspired about, especially our teacher, who is very patient 
with us and has great expectations for us to do our best. Overall 
speaking, this is a fruitful course and has a great impact on me. 
It reassures my goal and equips me with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getting into the EC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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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活動體驗 模擬教學 嬰兒護理 戲劇教學體驗

英文版
English 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