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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響評估角度 
 
家庭影響評估的目的是在政策制定及執行過程中注入家
庭角度。 

 

 “政策制定中的家庭角度確認對家庭的考慮在眾多政策
事項的重要性(例如適切的政策設計、政策的推行及成
效)，因此不論政策是否直接和家庭有關，都須要仔細評
估政策對家庭關係和福祉的影響。”(Ashcroft & Wong, 

2010, p.11). 

 



 
家庭影響評估角度 
 
家庭影響評估是建基於生態系統的角度(Ecological-

Systemic Perspective)。 

 

個人、家庭及政策三者是互為影響的。 

 

政策構成個人及家庭生活的大環境，因此會透過影響個
人來影響家庭，又會透過影響家庭來影響個人。 

 

而個人及家庭的情況又會影響政策的落實和成效。 



家庭影響評估是政府政策決策過程的一部分 

“自2013年4月1日起，所有政策文件及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必須包括評估有關政策對家庭的影響， 這方面的
評估已成為政府政策決策過程的一部分。”(家庭議會，
2014，頁一) 

 

因此，家庭影響評估是制定理想的幼兒教育不可或缺的
角度和程序。 



家庭影響評估的步驟和考慮重點 



檢視政策的價值觀和信念 

 “家庭影響評估須要揭示政策建議背後的理念和政策框
架涉及的價值觀、以及不同政策框架的價值觀是否連貫
協調，以避免對家庭造成互不協調的和沒有預計的影響。 

(Families Commission, 2005, p.49) 

 

免費幼稚園教育政策的定位是純粹的教育政策
(education policy)，抑或是教育及照顧政策
(education and child care (educare) policy)，甚至
是家庭政策 (family policy)? 

 



檢視政策的價值觀和信念 

智經研究中心在2015年4月發表《支援家長育兒及就業: 
全方位發展幼兒服務》研究報告，指出在政府落實協調學
前服務之後，香港現時的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服務是教顧服
務，而幼兒服務包免費幼稚園教育服務是重要的家庭政策。 

 

若然是教顧服務，教育與照顧兩者如何兼顧和平衡?抑或
有所側重? 

 

若政策是偏重教育服務方面，它與其他的政策的價值觀和
理念是否互相協調? 是否會對幼兒的家庭造成互不協調的
要求和影響? 



檢視政策的價值觀和信念 

另外，要檢視政策是否建基於個人、家庭及政策三者間雙
向的互動關係。 

 

在實踐家庭角度時，政策是否只關心家長/家庭對幼兒成
長和教育成效的影響，抑或能覺察到政策的設計及實施
(例如上課時數、津助的範圍、課程內容和實施方法、教
育系統對家長參與的要求)，對家長/家庭的影響。 

 

前者會著重家長親職效能的培訓、家長參與的加強。 

後者著重政策與香港育有幼兒的家庭的情況的互相協調，
與及政策之間的協調。 

 



受政策影響的家庭 

家庭影響評估的第一步是探討那些家庭會受到政策的影
響，當中有那些家庭需要特別的關注 (Gross, 
Bogenschneider,  & Johnson, 2015). 

 

顯而易見，所有家有幼兒的家庭都會在影響之列。 

 

2014-15年度就讀幼稚園的幼童數目為17,397 (包括跨
境來港讀書的幼兒。  

 

 



跨境上學的幼童數目 

 



中港家庭 

香港在2013年開始，對配偶並非香港居民的內地孕婦實施零
配額，因此預計2017年後，跨境學童人口將會減少。 

 

中港婚姻持續普遍，2013年有27,061，佔整體結婚數字的
48.8%，而統計處的人口推算預計父親為本港居民而母親為內
地人的第一類嬰孩每年約為7100名，而2013年經單程程入境
的0至4歲的幼兒為3275人。 

 

預計中港家庭及父/母是新來港人士的家庭，會持續普遍。 

 

有研究顯示新來港父母比本地出生的父母經歷親子相處的困
難，對孩子的行為問題也有更多的困擾 (Leung, Leung, & 
Chan, 2007)。 

 

 



少數族裔家庭 

2011人口統計顯示54.4% 5-9歲的少數族裔人口慣用語
言並非廣州話、普通話及英語。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edb-c.pdf 



少數族裔家庭 

在2011， 3至5歲少數族裔人士的入學率為86.9%，而
全港人口中， 3至5歲人士的入學率為91.3%。 

 

這些家庭在學校參與、家校聯系方面須要特別的支援。
(劉玉琼、何慧明，2014) 



雙職家庭 

2011人口統計顯示有0-9歲兒童的雙親家庭住戶當中，
雙職家庭的比率持續增加。9成父親有工作，而有約半
數的母親有工作。 

 

在2013年，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齡為31.3歲，相對
1981年的25.1歲 (統統計處，2014) 。 

 

統計數字顯已婚婦女的就業比例是逐年提升(統統計處，
2014) 。 

 

家庭與工作的衝突影響親職質素、父母本身的精神健康、
和家庭凝聚力(Lau, 2010; Lau, Ma, Wan, & Lai, 2014)。 

 



有特殊需要幼兒的家庭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

弱能兒童計劃 
特殊幼兒中心 

2012-

13(1) 
名額 2,628 1,860 1,757 

申請人數 3,878 1,779 1404 

平均輪候時
間(月) 

15.2 12.7 16.9 

2013-

14(2) 
名額 2,628 1,860 1,757 

申請人數 3,540 1,529 1,112 

平均輪候時
間(月) 

未有數據 未有數據 未有數據 

註﹕(1)   截至3月底 

       (2)   截至2013年12月底 

資料來源﹕財務委員會審核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2014. Available at: www.legco.gov.hk/yr13-

14/chinese/fc/fc/w_q/lwb-l-c.pdf. Accessed April 24, 2014. (轉載自香港幼兒發展指標網站) 

  



有特殊需要幼兒的家庭 

研究發現無論是教學人員或家長，都極為渴望在識別、
評估及支援有特殊需要幼兒，以及對家長和老師的支援 
(香港保護兒童會及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
教育中心，2014；劉玉琼、何慧明，2014)。 



具體的評估面向/原則 
(DEPARTMENT OF MINISTRY AND CABINET, 2009) 

 
 兒童的健康、發展及整體福祉的影響 

 

政策是否影響學前兒童的照顧 (照顧服務的質素、服務
地點、是否容易取得服務、服務時數…)? 

 

政策是否影響兒童的精神及身體健康? 

 

政策是否影響父母的親職質素? 

 



家庭成員的工作與家庭平衡及就業情況的影響 

政策是否幫助有工作的家庭成員獲得照顧兒童方面的服
務和支援? 

 

政策是否幫助因照顧責任而無法就業的家人獲得所需的
服務和支援? 

 

政策是否能提供誘因鼓勵就業? 

 

政策是否有助建立對家庭有善的工作環境? 

 

政策是否影響父、母、以及其他照顧者之間的分工? 

 

 

具體的評估面向/原則 
(DEPARTMENT OF MINISTRY AND CABINET, 2009) 

 



具體的評估面向/原則 
(DEPARTMENT OF MINISTRY AND CABINET, 2009) 

 

政策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政策是否影響家庭經濟預算和可支配的收入? 

 

政策是否影響家庭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的意願? 

 

政策是否影響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         

 



具體的評估面向/原則 
(DEPARTMENT OF MINISTRY AND CABINET, 2009) 
 

政策對家庭對家庭關係和功能的影響 

 

香港的評估原則: 愛與關懷、關係和責任、以及溝通與
和諧 (家庭議會，2014) 。 

 

美國的原則:  

政策是否影響家庭的穩定和組織家庭的意欲? 

政策是否影響家庭成員的家庭責任承擔? 

政策是否尊重家庭的多元性及明白不同種族、文化、以
及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庭的需要? 

政策在制定和實踐的過程是否尊重家庭的意見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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