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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篇文章描述了一所香港幼儿园的六岁儿童开展的中式点心和中国餐馆项目，文

章讨论了倾听、观察以及记录儿童的行为对于满足儿童的需要和兴趣的重要性。 

 

背景 

学校及儿童 

参与这一项目的幼儿园位于香港岛，它是一所由基督教教堂组织的非盈利性

幼儿园，园内共有 20 名女教师，她们的教学经验从两年到二十年不等，且都是

获得相应教师资格的幼儿园教师。其中有 16 名教师参加过正规的幼儿园教师培

训课程，这是一种针对在职教师的为期一年的基础性课程培训，要求每周有 6 个

小时的学习时间。其余 4 名教师拥有幼儿园教师教育的文凭，他们接受过长达 3

年的在职课程培训，也是每周学习 6 个小时。该园每个班级配有两名教师和一名

助教, 这所幼儿园共有 400 名 3-6 岁的儿童，其中一半儿童是上午来园 3 小时，

另一半则在下午来园。这些儿童均来自香港中下层阶级家庭。其中参与这个项目

的 30 名儿童来自一个 6 岁年龄班，他们每天花 2 小时来从事这个项目，项目持

续了 3 周时间。 

 

项目背景 

该幼儿园的园长曾邀请作者去担任一个为期两年的学校改善计划的顾问，在

担任顾问的这段时间里，作者一边对家长和教师所关心的有关儿童成长和学习的

问题提供咨询，一边进行了一项富有首创精神的园本案例研究，以帮助父母参与

到支持他们孩子学习的活动中来。在过去，幼儿园采取了主题式教学，课程由教

师自己设计，教学过程也由教师主导。家长和教师们讨论之后的结果是教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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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儿童的学习动机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家长则希望孩子能够跟他们分

享幼儿园的生活。因此学校的课程做了一些调整，采用了项目教学和主题式单元

教学相结合的课程组织形式。 

家长和教师都同意去尝试一下这种运用项目来组织的学习方法，这样儿童可

以根据他们的兴趣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并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和材料来支持他们

的探索。此外，也鼓励儿童通过将画画和写每日简报的任务结合起来的方式向父

母传达他们的需求以及让父母了解可以怎样来帮助他们。因此，课堂活动从以教

师为中心的课程转向了强调各学科融合、以儿童为中心、以及与现实生活问题和

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活动。 

这是教师采用项目教学方法的第一年。在这一项目开展的整个过程中，家长

都积极地参与了教师的工作，如帮忙收集材料和信息以及带孩子去实地参观。教

师力图创造这样的一种环境：即成人和儿童可以共同学习，通过鼓励儿童进行批

判性反思，给儿童提供反馈来拓展儿童的知识和技能。在项目教学中，教师扮演

了多种角色，它包括儿童的聆听者、学习促进者、信息提供者以及能够引发儿童

的交流兴趣的问题提出者。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教师和儿童的对话重点在于促

进探究，帮助儿童将大脑中的想法通过书写或者绘画表达出来，再现儿童的想法

以及和他们一起寻找能够进一步激发出问题并促进小组活动的见解。教师也和家

长交流关于项目的进展情况，并鼓励家长通过为儿童寻找项目中需要的材料来参

与到孩子们的活动中来。 

在实施这种运用项目的学习方法的过程中，作者负责提供对教师的培训以及

对项目的评估。 

幼儿园教师组成了一个团队，分六次讨论了课程和学习活动，并对项目进行

了评估。前三个学习研讨的主题包括：（1）对教学进行探究，（2）自我反思，（3）

家长参与。在这期间，教师每星期都会碰一次面，这段时间的讨论使得教学团队

能够回顾走过的路程，反思已有的经验，并为接下来的会议制订计划，这样的讨

论也产生了一个创造知识的过程。他们还用了三次研讨来进行交流和反思，在项

目进行的中间和结束阶段都提供了总结回顾的时间来让父母讨论和分享经验。 

 

项目的萌发 

在学年刚开始时，三个教师正忙于一个关于“中国”的主题，该主题很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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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筷子和中国食品。在一次讨论的时候，李伊姆喊道：“我每个周末都和父母

去中国餐馆，我喜欢吃春卷。” 另一个男孩说：“我喜欢所有的点心，它们好吃

极了。” 之后所有的儿童都开始讲述他们的个人经验。 

在孩子们分享的故事中，籁培的餐馆经验很有典型性： 

星期天，我常常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去一个餐馆，当我们 

坐下之后，常常是爸爸为大家点菜，他把我们想吃的点心在菜单上 

勾出来，爸爸知道我喜欢吃春卷，爷爷喜欢吃馄饨饺子。大约十分 

钟之后，一位女服务员把点心端到了我们桌子上，我们一起一边吃 

着热乎乎的点心一边讲话。吃完之后，通常妈妈会买单，之后我们 

就回家或者去公园玩。 

 

中国餐馆从早上五点就开始供应点心，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结束。当你在餐

馆坐下之后，服务员就会为你递上点心菜单，然后你用铅笔标出你想要的东西和

数量。食物一般装在蒸笼里端上来，这样可以保温，在那些还继续使用传统的手

推车的餐馆里这已经成了一种服务特色，包括在香港的一个大的连锁餐馆里也是

这样做。许多菜肴都是蒸的或油炸的，在蒸的食品中，有叉烧包，海带虾仁蒸饺，

蒸牛肉丸、鸡爪及萝卜糕。油炸的有小春卷和馄饨饺子。 

教师用网状表格记下了儿童的经验和想法（如图 1 所示），并发现儿童已经

拥有丰富的关于中国餐馆的知识。 

 图 1  教师关于中式点心和中式餐馆的网状图是根据儿童有关这一主题的对话绘制  

      食物 

春卷、叉烧包、萝卜

糕、馄饨。。。 

       人员 

男/女服务员、厨师、

洗碗工、收银员、顾

客 

       设备 

桌子、椅子、碗、

筷子。。。 

摆放桌子和预订桌

子、点菜、准备食物、

清洗盘子 

装饰物、菜单或者点

心单、记录卡、收银

台 

 

中式点心和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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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一 

当儿童还沉浸在活跃的讨论中时，池茵提议说，“我们可以开个中式餐馆呀”。

当教师问中式餐馆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时，所有的儿童都非常积极地回答这一问

题。下面就是他们关于中式餐馆的对话： 

亨：它非常大，有 50 张桌子，100 多张凳子和灯。 

茵：它有一个很大的厨房，还有许多的蒸笼和点心手推车。 

瑞：有许多许多好吃的点心，如春卷、叉烧包、萝卜糕、馄饨和…. 

池明：还有一个收银员。 

章：有一个女老板站在餐馆的前面。 

山姆：对了，每个人都穿着印有相同标志和餐馆名字的统一制服。但是我们 

需要许多人来扮演顾客、厨师、女主人还有男女服务员…. 

里基：没问题，我们有 30 个同学，最后演这个话剧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成不同 

的小组。 

 

大家都非常同意里基的想法。他们提出的每个建议都进一步把活动导向“中

式点心和餐馆”项目。 

在许多次对话之后，儿童都同意在自己尝试开餐馆之前先要找到更多的关于

餐馆的信息。他们还一起讨论了需要哪些资源，这个过程使得班级小朋友间的距

离拉得更近。他们把该项目所需要的东西列了个清单，也把父母能够参与活动的

可能方式列了出来，儿童决定让父母帮助他们收集点心的订单、座位号、点心图

片及蒸笼。 

要安排一个校外的参观点并不容易，因此儿童决定创办一份每日时事简报，

请求父母在周末带他们去中式餐馆，并邀请父母去收集他们所需要的材料。 

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班上的儿童围坐在地毯上交流大家收集的关于中式餐

馆的信息。有 24 个孩子已经和家人参观过中式餐馆，他们进一步观察了餐馆中

出现的所有事务，包括男女服务员的制服、女老板的工作，餐桌的摆放、餐桌的

预订以及如何点菜。结果证明这种讨论和分享很有价值，因为当孩子们在塑造和

模拟他们的餐馆的不同部分的时候，他们的对话中出现了许多有关还需要哪些东

西的不同想法。他们注意到还需要空间来当作厨房、放置老板的桌子和收银的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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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刘昂意识到桌子上还需要编号以及一些装饰。另外，一些儿童已经收集到了

蒸笼、点心的订单和用来给桌子编号的纸张，并把这些东西带到了学校。伊皮万

带来了一个小托盘和一些客人买单用的假钱币。孩子们决定将所有这些想法都付

诸实践来创建他们的餐馆，尽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

挡住他们！ 

 

 

 

图 2：芬正在数蒸笼上的竹签数  图 3：楼克在解释她所收集的点心记录卡 

  

阶段二 

根据每个人在餐馆中想扮演的角色，儿童被分成了不同的小组。一些人想在

餐馆中提供服务，一些人想做客人，两种角色都需要他们去调查和解决问题。首

先他们需要计算出这个餐馆可以容纳多少人以及教室中可以放多少张桌子。最

终，他们决定这个餐馆将有一个女老板，男女服务生共 8 个，3 个厨师，3 个人

组成的点心服务队，还有一个收银员，剩下的 24 个儿童充当顾客，被安排在 6

张桌子上。 

儿童们已经能够进行角色扮演了，有人在假装扮演顾客和女主人，当俞欣扮

演女主人的时候，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俞欣: 早上好，一共有几位呢？ 

里基: 四位。 

俞欣: 23 号桌吧，请向里走并向左转。 

里基和温曼：谢谢！ 

 

周末的时候，儿童谈论了他们所看到的餐馆服务员的工作经历： 

吉米：他们非常忙碌，要在桌子上摆上筷子、碗、还有勺子。 

万帆：当客人一坐下他们就要上中国茶，并给客人拿出菜单。 

池： 然后他们去厨房填写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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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在客人买完单后他们还需要清理桌子。 

芬： 他们说话要非常礼貌，比如用“您想要吃点什么呢？”“我可以帮您什 

么吗？”“您想喝哪种茶呢？” 

孙文：他们还要保持清醒，要不停地考察现场情况以确保客人们都拿到他们 

需要的每样东西。 

 

孩子们对角色游戏开始感兴趣了，经过前面的交流和角色扮演之后，扮演服

务员的儿童懂得了安置桌子、上茶、点单、清理桌子及给顾客提供好的服务都是

服务人员工作中的一部分。 

 

  

图 4：移动桌子                图 5：摆桌子 

     

图 6：坐在餐馆里              图 7：服务员在招待客人 

 

顾客和收银员决定给餐馆起一个名字，他们也讨论了如何做点心的订单和记

录单，下面这段对话是我在他们讨论餐馆名字时记录下来的比较典型的一段。 

池：我们餐馆的名字是什么呢？ 

温曼: 幸福餐馆。 

苏曼萨姆：不，叫大太阳餐馆。 

章：大海洋餐馆。 

李文：我们可以全班投票来决定最好的名字。 

 

在小组多次的头脑风暴和投票会议之后，儿童确定了餐馆的名字：大幸福餐

馆。这个名字对儿童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想让所有的顾客在接受完服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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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都感到幸福。 

厨师小组和点心服务组的全体成员负责准备食物。厨师们决定供应四种类型

的点心（春卷、蒸叉包、馄饨饺子和蒸萝卜糕），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前准备食物

了。他们用废旧纸张来做点心的订单卡片，也用纸来给顾客们准备食物，有的儿

童从广告纸上剪下有点心的照片，有的则是自己画出不同类型的点心。 

 

                  

图 8：讨论餐馆的名字                图 9：制作点心的订单卡片 

 

这一活动似乎激起了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并且为他们提供了需要运用数学

解决问题的技能的机会。下面是他们的问题之一： 

亨：为什么点心要被放在一种特殊的蒸笼里面呢？ 

芬： 是的，它是竹子做的，能使点心保温。 

娃发：他们形状都是圆形的，有大的也有小的。 

 

孙文立即补充说，他曾在教育频道上看过一个题为制作点心蒸笼的节目，于

是教师们通过网络找到了这个节目，它解答了所有儿童的疑问，儿童们决定要按

照节目中所展示的方法来制作自己的蒸笼。 

 

   图 10：孩子们在观看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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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2：准备蒸笼 

 

明：我已经数了，一排是 10 根棍子。 

池：是的，而且竖着还需要 2 根棍子，要不然点心就会掉下去。 

 

其他的对话则围绕需要做多少个蒸笼： 

奥兰：我们需要做多少点心呢？ 

明：四种类型，够六个桌子的，嗨嗨！ 

章：那我们就需要 24 个，4+4+4+4+4+4 是 24. 

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章：我是用 4 的倍数算的。 

翠燕：噢，那我们也需要 24 个蒸笼。 

 

阶段 3 

重要的开张日终于来到了，儿童对他们自己的餐馆感到非常兴奋。后面仍有

许多工作要做，他们决定把人分为三个小组：（1）顾客（2）服务员和（3）厨师

及点心服务队、女老板、收银员。三个小组每天都会轮换，以确保每个人在四天

的餐馆游戏日中都能体验不同的角色。服务员需要摆桌子，包括摆放筷子、碗，

并为每个桌子贴号码牌。为了能够更快地上菜，三个厨师提前准备和组织了食物。

当客人到来的时候，女老板先问候他们，接着客人就被迎进了干净而舒适的餐馆。 

 

              

图 13：女老板在记录预约              图 14：女服务员将客人引向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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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人一就坐，服务员就给他们上中国茶，然后拿起顾客的点心订单，在上

面标上桌子的号码，并送到厨房。正如他们所观察到的真正的服务员做的那样，

他们不停地考察现场情况以确保客人们都拿到他们需要的每样东西。 

厨师们准备点心，服务人员则根据订单来送点心。 

 

               

图 15： 厨师和点心服务人员在做准备     图 16：运送点心 

 

     

 图 17：给客人上点心         图 18：享受食物 

  

收银员需要计算出餐点的总价并且以相对较快的速度为客人找回零钱，因为

许多客人急等着要离开。 

 

         

图 19： 教师和收银员在检查计算结果   图 20：服务员把账单和钱送到收银处 

 

作为大幸福餐馆的一名服务员或收银员需要面临解决数学问题的任务, 下

面是教师和一名收银员与服务员的对话： 

俊（教师）：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池万（收银员）：客人们吃了三种类型的点心，每一种是 3 美元，3 加 3 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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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 3 是 9。 

俊： 对的，算的不错。 

池（服务员）：给，这是钱。 

池万 （收银员）：20 减去 12 是 8，这是找的钱。 

池（服务员）：很正确，你是个很棒的收银员。 

 

在客人们结完帐走后，服务员还需要负责清理桌子。 

 

          

图 21：女服务员在清理桌子             图 22：擦桌子 

 

反思 

卡茨和查德（2000）认为，项目教学给儿童提供了将调查研究作为课堂活动

的一部分活动的机会。人的早期对人的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在这个时期，

儿童天生的求知欲及对周围环境的探索欲开始萌芽（Katz，1995），他们开始学

习阅读与书写的用途，并在发展和使用多种类型的相关技能方面变得很积极，因

此，能够有机会体验这种积极的、参与式的学习非常重要。 

在这个项目中，儿童在他们自己建的大幸福餐馆里学习了许多关于中式餐馆

的不同方面的知识以及招待客人的方式。他们开始通过分享自己的真实经验来表

达他们的思想和想法，如曾和家人一起光顾餐馆，在班级里一起为建餐馆而工作。

项目活动同样增强了儿童通过阅读符号、点心订单表或卡片来寻找信息、解答项

目中产生的问题的积极性。项目活动也达到了让儿童畅所欲言的目的，正如他们

的对话中所展示的那样，它使得许多儿童都想要表达他们的想法、观察的结果以

及对所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项目活动期间，儿童们一直面对着需要解决数学问题和进行科学思维的挑

战，如计算点心的总数和账单的总金额，预计顾客人数，在教室中摆放桌子时考

虑空间关系。这一项目也为信息的量化创造了契机，因为需要他们收集信息并用

数字符号来表现数量。儿童学会了使用多种途径来进行调查（包括直接的观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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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来自电视节目的信息）并且去实践和对结果进行观察（如，专门设计蒸笼）。 

随着活动的开展，儿童们表现出了多种社会技能，他们交流想法和观点，共

同承担同伴之间互相提问、互相提建议，互相纠正错误的责任，并且在第一次做

某事没有成功时会互相鼓励去再尝试一次。所有这些互动都发生在他们碰到的，

与他们有关系的真实事件中。 

 

在大幸福餐馆活动结束的第二天，教师问儿童是否想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

以下是一些儿童的反思。 

章（厨师）：我感受到了很多乐趣，我喜欢做一个厨师，我 

发现有一些服务员忘记了写餐桌的编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麻烦，我们不知道把食物送到哪里。 

明：是的，当发现问题之后，在服务员给我们送来单子时我 

们会核查所有的细节，如果他们忘记了，我们会请他们返回去写 

上准确的桌子编号，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图 23：一个厨师在分享他的经验    图 24：一个女服务员面向全班讲述 

 

邱万（服务员）：服务员要记住很多事情，包括上茶和记录 

菜单。工作了一阵之后我就能做的很好了，我真的很乐意为顾客 

服务，和小组的人一起做服务员让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萨姆（顾客）：点心很美味可口，服务员也都很有礼貌，我喜 

欢这家餐馆。 

池万（收银员）：一开始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有时候客人 

们又会集中在同一时间买单，因为许多人急着要走，所以要以相 

当快的速度计算出餐点的总额并给顾客找回零钱，这对我来说还 

是有困难的。如果我有一个计算器就会快多了。 

 温：我有一个计算器，我可以明天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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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项目之后，两位老师也反思了他们的经验。有着 15 年幼儿教学经验

的俊老师评议说： 

      我发现有经验的教师在试图促进和支持儿童的学习时都会力争采 

用我们的教学模式。每一天它都会带来困惑并出现全新的挑战，我认 

为，作为教师，我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和向儿童提出挑战，以发展他们 

的思考和质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使儿童带着自己的兴趣更深入地参 

与到活动中去。在项目中，儿童们积极地进行学习是因为这个主题对 

他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这种积极性将会随着儿童提出问题、 

计划活动和结果而持续贯穿在项目活动的始终…. 我知道直接探索 

他们的世界是儿童学习的最好方式，这一项目正是将重点放在了引入 

第二手信息资料之前的直接体验上面，如果儿童在之前已经通过与同 

伴和成人的讨论，通过质疑以及查阅相关的词汇表对一个主题有所了 

解，那么他们将会更好地理解第二手信息的意义…. 我比儿童学到了 

更多的东西，当我们在教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教我们。我想这个项 

目对幼儿和我都会大有裨益。 

 

有着 4 年教学经验的埃斯特老师说到： 

我真的很赞同以儿童为中心的这种教学方式。我们的项目允许儿 

童使用他们在生活中解决任何一个难题或问题所需要的所有技能和处 

理方法…. 我们必须聆听儿童，并对儿童的想法、对他们为我们带来 

的令人兴奋的感知世界的新方式给予更积极的回应。在探究中，我 

们应尊重儿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合作伙伴。我认为这一项目以及项 

目教学都将非常有益处，没有其他任何教学方式能够与此媲美了。 

 

   在这一项目中，家长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大多数餐馆不欢迎学校的实地参观

申请，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多孩子在餐馆不太安全。从儿童的分享来看，他们所学

的很多东西显然是通过周末和家人一起就餐时实地考察获得的。家庭的合作提高

了儿童学习的质量和数量，他们的加入增强了儿童的兴趣并且促进了儿童的观

察、质疑以及逻辑思维能力。这里记录的是在家长会上两个家长的点评： 

           李女士：我女儿对这一项目感到很兴奋，上个周末我们在餐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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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时她观察了所有的东西。她不停地提出问题，包括装饰、点心的 

名字、女服务员的工作及点心服务队…. 她还勇敢地向店老板索要 

“点心订单卡”和“座位编号卡”。我发现这是最有意义的参观并 

真正感觉到我为幼儿园和孩子的学习做出了一点贡献。 

      石先生：我儿子对各种类型的点心很感兴趣。他有着很高的积 

极性去读和写那些点心的名字。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学 

习时间…. 最后他决定设计他“理想”中的点心订单卡并打算在周 

一展示给班里的小朋友看…. 我还能回想起在项目结束之后他还一 

直谈论着有关项目的事情，参与以及分享他的幼儿园生活对我来说 

是一种享受。在这个项目上，我认为孩子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我真的很支持这种教学方式。 

 

结论 

   大幸福餐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式点心和中式餐馆的项目对所有儿童来说

真的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他们启动了学习关于餐馆和服务他人的所有东西的一次

旅行，在整个经历当中，儿童们都展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最重要的是他

们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在自己的学习中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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