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1：學校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本學年學生人數資料：
年級

班數

			
學前班

在讀年級
總人數

在校住宿 留守兒童
人數
人數

雙孤（雙親故去） 單孤（父或母故去） 單親（雙親離異） 殘障兒童 失輟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一年級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二年級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學校問卷

三年級
四年級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五年級

1.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所在地：_________ 省 _________ 市 _________ 縣 _________ 鄉（鎮）_________ 村
3. 學校距離縣城公里數：__________________
從縣城乘車至學校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車後步行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苗圃項目重建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年級
初一
初二
初三
總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苗圃驗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苗圃 ___________________ 年幫助建校之後，當年的學生人數為：____________ 人；

6. 捐資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年人數與本學年相比 增加／減少（請刪去不適用者）了 __________________ 人。

7. 現任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服務區域資料﹙如學生來自多個村，請把各村資料分別填上﹚：

（1）2011-12 學年度 _____________ 人（同上題全校總計人數）
（2）2010-11 學年度 _____________ 人

本村小學數目

中心小學：____________ 完小：____________ 九年一貫制小學：__________________

（3）2009-10 學年度 _____________ 人

		

村小：______________ 教學點：_______________

（4）2008-09 學年度 _____________ 人

村名
村組數目
戶數
每村人口
每村學校數目和類別

（5）2007-08 學年度 _____________ 人
（6）2006-07 學年度 _____________ 人
11. 近幾年學生人數是否出現變化？是 / 否（請刪去不適用者）。 若是，原因為何？（可復選）
□（1）本地人口出生率增加
□（2）本地人口出生率減少

每村適齡入學人數

□（3）本地人口外流

每村失輟學人數

□（4）外地人口流入

2010 年人均純收入
2012-13 年預計每村新生數
2013-14 年預計每村新生數
2014-15 年預計每村新生數
88

10. 學生總人數近年情形

□（5）學生轉到其他規模較大的學校就讀
□（6）其他規模較小學校學生轉到本校就讀
□（7）本校（班數 / 部分年級）遭撤並
□（8）接收其他遭撤並學校學生
□（9）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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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學校問卷
12. 學生近幾年所承擔費用概況：
費用 \ 學年度

2006-07

16. 學校軟硬件設施配備（請對比苗圃項目重建內容）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學費
課本費
生活費
住宿費
其他，請注明：
13. 教職員近年人數情況
教職員類別 \ 學年度

2006-07

公辦教師

人 數
在校住宿人數

代課教師

人 數
在校住宿人數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後勤工作人員 人 數
在校住宿人數

其他，請注明： 人 數
在校住宿人數

總 計 （人）
14. 教師年齡、性別、學歷結構
年齡 \ 性別、學歷

男

女

高中 / 中專以下

中專 / 高中

大專

本科

本科以上

總計 （人）

30 歲以下
30-40 歲
40-50 歲

閒置

使用情況
正常使用

15. 學校 教師 / 校長及管理人員 是否曾接受培訓：是 / 否 （請刪去不適用項）, 如有，請說明。
如果培訓發生在 2008 年前，請注明年份後繼續填寫。

不能滿足需求

□

□

教學樓１

□

□

教學樓２

□

□

教學樓３

□

□

學生宿舍

□

□

□

□

教師宿舍

□

□

□

□

食堂

□

□

□

□

廁所

□

□

運動場

□

□

運動器材

□

□

□

□

遠程教育室

□

□

□

□

遠程教學設備

□

□

□

□

電腦室

□

□

□

□

電腦設備

□

□

□

□

圖書室

□

□

□

□

實驗室

□

□

□

□

實驗設備

□

□

□

□

語音實驗室

□

□

□

□

外語教學設備

□

□

□

□

藝術教育設施

□

□

□

□

其他，請注明：

□

□

□

□

培訓天數

組織方

培訓內容

參加人次

培訓形式 ( 講座、交流、送教上門等 )

□（1）沒有也預料不會出現撤並情況（跳答第三部份）
□（2）已被撤並（續答第 18-19 題，之後跳答第三部份）
□（3）兼並及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的學生（續答第 20 題，之後續答第三部份）
□（4）按照計劃將被撤並（跳答第三部份）

2010-11 學年度

□（5）按照計劃將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的學生（跳答第三部份）

2009-10 學年度

□（6）沒有撤並計劃，但有可能被撤並（跳答第三部份）

2008-09 學年度

能滿足需求

17. 學校目前的撤並情況是？

總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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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年份
苗圃援建請打
3
（如沒有該配備，請打Ｘ）

第二部份：學校撤並情況

50 歲以上

年度 		

內容
		

□（7）沒有撤並計劃，但有可能將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的學生（跳答第三部份）
□（8）不瞭解會否出現撤並（跳答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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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學校問卷
18. 本校遭撤並後人員分流情況：
學生分流情況

撤校

19. 被撤並學校校舍用途

撤校年份：

原校與分流至學校距離 ( 公里 )

目前用途

建築名稱

學生分流到學校名稱
苗圃學校

原校舍

非苗圃學校

		

教育用途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分流至學校名稱
苗圃學校

與分流至學校距離 ( 公里 )

閒置及原因

經濟收入

經濟收入

如何分配

產權所有者

未來規劃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幼兒園 ( 公辦 / 民辦 )

□村委辦

		

□農民班 ( 有償 / 無償 )

□文娛活動中心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併入接並學校

		

□其它，請說明

			

撤 年 級 撤年級年份 年級 人數

非教育用途

產生的

( 有償 / 無償 )
□租借給民間社團
( 有償 / 無償 )
□其它，請說明

		

非苗圃學校
		
		

（請在括號內刪去

		

教師分流情況

年份

人數

分流至學校名稱
苗圃學校

非苗圃學校

與分流至學校距離 ( 公里 )

不適用者）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幼兒園 ( 公辦 / 民辦 )

□村委辦

		

□農民班 ( 有償 / 無償 )

□文娛活動中心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併入接並學校

□租借給民間社團

		

□其它，請說明

( 有償 / 無償 )

			

( 有償 / 無償 )

□其它，請說明

		

其它情況，請說明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不適用者）

		

□幼兒園 ( 公辦 / 民辦 )

□村委辦

		

□農民班 ( 有償 / 無償 )

□文娛活動中心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併入接並學校

		

□其它，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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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括號內刪去

( 有償 / 無償 )
□租借給民間社團
( 有償 / 無償 )
□其它，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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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學校問卷
第三部分：縣 / 區撤並情況

20. 兼並及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學生的情況：

21. 按照縣 / 區（教育局）的政策，在校小學學生人數在多少人以下會被撤並？

接受被撤並學校及學生情況
接收的學年度

□（1）10 人以下
□（2）40 人以下
□（3）70 人以下

被併入學校的名稱

□（4）100 人以下
□（5）不確定其政策方向
□（6）年級撤並，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收被併入學校的資產情況

□（7）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縣 / 區（教育局）的偏遠地區學校政策，目前主要傾向於：

接收被併入學校的設備情況

□（1）傾向撤並學校
□（2）傾向保留學校

接收的學生年級及人數

年級

人數

年級

人數

年級

人數

□（3）不確定其政策方向
□（4）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縣 / 區（教育局）撤並偏遠地區學校政策，是否有校地校舍再利用或轉型的方案？
□（1）沒有這些方案
能兼並被撤學校的原因

□（2）有這些方案，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不清楚這些方案

併入被撤學校後的優勢

24. 鄉 / 鎮內歷年來遭撤並學校的校地校舍都作何用途？（可復選，並請在括號內刪去不適用者）
（1）教育用途

併入被撤學校後的困難

□幼兒園（公辦 / 民辦） □農民班（有償 / 無償）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併入接並學校

併入被撤學校後的措施

（2）非教育用途
□村委辦 □文娛活動中心（有償 / 無償） □租借給民間社團（有償 / 無償）

其它情況，請說明：

□（3）閒置，請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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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學校問卷
第四部份：本校師生需求

27. 辦學經費
辦學經費來源

25. 目前學校在辦學上遭遇甚麼困難？（可復選）
□（1）教學建築樓缺乏／耗損，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

元 / 學生

□（2）教學配套設施不足／耗損，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算內經費能否滿足學校教學的需要

□（3）教師人數不足

如果有缺口，是從何處獲得援助

□ 能滿足需求

□不能滿足需求

□（4）師資薄弱
28. 學校有食堂，食堂是如何運作的？主糧來源是校方還是學生？

□（5）生源不足
□（6）學生流失情況嚴重
□（7）食堂不能滿足需要
□（8）學生宿舍不能滿足需要
□（9）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目前學校有沒有學生出現以下上學難或身心發展方面的問題？

（1）學校是否有食堂？ _________
A. 是 B. 否
（2）學校為學生提供哪幾餐飯食（可復選）？ ______
A. 早餐 B. 午餐 C. 晚餐 D. 不提供
（3）是否提供免費飯食？ _________ A. 是 B. 否
如果提供，請注明是哪一餐 ? ________ A. 早餐 B. 午餐 C. 晚餐
（4）學生是否有飯食補貼？ _______ A. 是 （金額為 ___ 元 / 天） B. 否
（5）平均每餐收費為：______ 元 / 早餐 ______ 元 / 午餐， ______ 元 / 晚餐
（6）學校是否有開水房 ? ________ A. 是 B. 否
（7）學校食堂主糧來源：________ A. 校方 B. 學生

非住校生
（可復選，最少一項，最多請勿超過兩項）

住校生
（可復選，最少一項，最多請勿超過三項）

□（1）上學路途遠，並導致安全問題，使一
部分兒童失、輟學。

□（1）學校硬體設施不齊全，不能滿足住校生需要。
請勾選：□床 □洗澡間 □廁所 □食堂

□（2）上學路途遙遠，延緩學齡兒童的入學
年齡並減少孩子的在學時間。

□（2）後勤人員緊缺，滿足不了學生特別是低年級學生寄宿
的需要。

□（3）因路途遙遠，中午學生不能回家吃飯，
只能以乾糧充飢，導致營養不足。

□（3）貧困家庭無法支付子女寄宿上學費用，使一部分兒童
失、輟學。

□（4）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

□（4）寄宿制導致家庭、社會教育缺失，影響學生全人發展。

□（3）修建校舍，請勾選類別： □教學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寄宿低年級學生因生活不能自理，導致親情飢渴等心
理問題。

□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學校安保人員及設施不足，學生人身安全情況堪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學校希望本會在以下哪些方面給予幫助？（可復選）
□（1）學生資助，請勾選類別 : □學雜費 □住宿費 □餐費 □書本、文具
□交通 □生活用品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師資培訓，請勾選培訓類別：
□學科

□學校管理

□兒童心理 □教學方法 □教育理念

□教學測試方法 □班級管理 □教學設計 □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宿舍 □教師宿舍 □食堂

□（4）改善衛生設施，請勾選類別： □增加廁所數量

□改善廁所衛生條件

□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捐助配套設施，請勾選類別： □圖書 □實驗儀器 □體育用品 □電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音樂設施 □其它，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上述類別之外的其他方面，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不需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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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學校問卷
第五部份：學校教育質量

第六部分：苗圃資助對學校各項工作的影響

30. 學生畢業率及去向

33. 作為校長，您曾否參加過苗圃的師資培訓？

年度		

畢業生人數

畢業率

學生去向

□有 ( 如有，請填 34 題 ) □ 沒有 ( 如沒有，請跳至 35 題 )

2011
34. 如果作為校長您參加過苗圃資助的培訓，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工作情況的符合程度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
“√”。以下各項不是對您的管理工作的評估，而是旨在瞭解學校管理方面的現狀和需求，為今後的培訓提供
側重點。

2010
2009

參加苗圃資助的培訓的時間：_________ 年 ______ 月

2008

培訓後對我工作能力的影響

2007

培訓的共計 __________ 小時
效果明顯

效果一般

效果不明顯

對教育政策和教育的發展趨勢的瞭解
對教育教學理論的掌握和應用

31. 學校獲獎情況
年度		

對教育、教學的改革與創新

獲獎情況

我對素質教育的理解和認識

2011

科學規劃學校發展

2010

團結、組織學校教職員工實現學校發展目標

2009

做好學校事務的管理決策與組織協調

2008

對教學工作的組織和監控

2007

對教學質量的科學評價
鼓勵教師鑽研教學

32. 學生在校級以上（不含校級）的競賽或評比中的獲獎情況
年度		
2011

獲獎人次

獎項名稱

對教師教學研究的鼓勵、組織和引導
獲獎名次

組織做好教師間協作，以及教學經驗的學習與交流
對教師和幹部的選拔和任用

2010

對學生心理健康的理解和重視

2009

對具有特殊需求學生的人文關懷

2008
2007

學校、老師與學生及家長的溝通和協調
發展積極向上的校園文化
從學校外部獲取信息和資源
讓學校更好服務所在地區
樹立學校良好社會形象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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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學校問卷
第七部份：展望

35. 以下各項是苗圃資助對學校工作的整體影響。請根據貴校的實際情況在相應位置內打 “3”。
苗圃資助對學校各項工作的整體影響
對改善校舍

效果明顯

效果一般

效果不明顯

36. 學校的未來規劃與措施
		

規劃

措施

欠缺的條件

未來五年的發展規劃
對改善教學設施

對提高校領導團隊的教學理念和辦學思路

下一學年的發展目標

對提高學校領導團隊的管理水平

對提高學校的教學管理制度和水平
37. 您認為苗圃行動在學校的助學工作有何可改善之處？
對提高教師教學水平

建議改進之處
師資培訓

對提高教師的敬業精神和師德

對提高適齡兒童入學率

對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

學生資助

援建校舍

對提高學生的各方面在校表現
資助配套
對激發師生助人為樂、扶貧濟困的道德風尚

對激發社會公眾助學熱情
其他
對促進教育區域均衡發展，促進教育公平

維護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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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已撤並學校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本校遭撤並後人員分流情況：
學生分流情況

撤校

撤校年份：

原校與分流至學校距離（公里）

學生分流到學校名稱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苗圃學校

非苗圃學校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學校問卷（已撤）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撤 年 級 撤年級年份 年級 人數

分流至學校名稱
苗圃學校

1.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分流至學校距離（公里）

非苗圃學校

2. 所在地：_________ 省 _________ 市 _________ 縣 _________ 鄉（鎮）_________ 村
3. 學校距離縣城公里數：__________________
從縣城乘車至學校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車後步行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苗圃項目重建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苗圃驗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分流情況

年份

人數

分流至學校名稱
苗圃學校

與分流至學校距離（公里）

非苗圃學校

6. 捐資者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現任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任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學校撤並情況
8. 學校目前的撤並情況是？

其它情況，請說明

□（1）沒有也預料不會出現撤並情況（跳答第三部份）
□（2）已被撤並（續答第 18-19 題，之後跳答第三部份）
□（3）兼並及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的學生（續答第 20 題，之後續答第三部份）
□（4）按照計劃將被撤並（跳答第三部份）
□（5）按照計劃將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的學生（跳答第三部份）
□（6）沒有撤並計劃，但有可能被撤並（跳答第三部份）
□（7）沒有撤並計劃，但有可能將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的學生（跳答第三部份）
□（8）不瞭解會否出現撤並（跳答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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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已撤並學校問卷
10. 被撤並學校校舍用途
原校舍

目前用途

建築名稱
		

11. 兼並及接收其他被撤並學校學生的情況：

教育用途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非教育用途

經濟收入

經濟收入

如何分配

產權所有者

未來規劃

接受被撤並學校及學生情況
接收的學年度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幼兒園 ( 公辦 / 民辦 )

□村委辦

		

□農民班 ( 有償 / 無償 )

□文娛活動中心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併入接並學校

		

□其它，請說明

			

閒置及原因

產生的

被併入學校的名稱

( 有償 / 無償 )
□租借給民間社團
( 有償 / 無償 )
□其它，請說明

		

接收被併入學校的資產情況

接收被併入學校的設備情況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請在括號內刪去
□村委辦
□文娛活動中心

		

□農民班 ( 有償 / 無償 )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併入接並學校

□租借給民間社團

		

□其它，請說明

( 有償 / 無償 )

年級

人數

年級

人數

□其它，請說明

能兼並被撤學校的原因

併入被撤學校後的優勢

（請在括號內刪去

		

不適用者）

（請在括號內刪去

併入被撤學校後的困難

不適用者）

		

□幼兒園 ( 公辦 / 民辦 )

□村委辦

		

□農民班 ( 有償 / 無償 )

□文娛活動中心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併入接並學校

		

□其它，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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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 有償 / 無償 )

		

		

年級

不適用者）

□幼兒園 ( 公辦 / 民辦 )

			

接收的學生年級及人數

( 有償 / 無償 )

併入被撤學校後的措施

□租借給民間社團
( 有償 / 無償 )
□其它，請說明

其它情況，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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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已撤並學校問卷
第三部分：縣 / 區撤並情況
12. 按照縣 / 區（教育局）的政策，在校小學學生人數在多少人以下會被撤並？

15. 鄉 / 鎮內歷年來遭撤並學校的校地校舍都作何用途？（可復選，並請在括號內刪去不適用者）
（1）教育用途

□（1）10 人以下

		

□幼兒園（公辦 / 民辦） □農民班（有償 / 無償） □掃盲班（有償 / 無償）

□（2）40 人以下

		

□併入接並學校

□（3）70 人以下

（2）非教育用途

□（4）100 人以下

		

□（5）不確定其政策方向

（3）閒置，請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年級撤並，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村委辦 □文娛活動中心（有償 / 無償） □租借給民間社團（有償 / 無償）

□（7）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縣 / 區（教育局）的偏遠地區學校政策，目前主要傾向於：
□（1）傾向撤並學校
□（2）傾向保留學校
□（3）不確定其政策方向
□（4）其他，請詳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縣 / 區（教育局）撤並偏遠地區學校政策，是否有校地校舍再利用或轉型的方案？
□（1）沒有這些方案
□（2）有這些方案，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不清楚這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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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教師問卷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以下各項不是對您教學工作的評估，而是旨在瞭解您在教學方面的現狀和需求，為今後教師培訓提供側
		 重點。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工作情況的符合程度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志願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非常
2. 不同意 3. 一般 4. 同意 5. 非常
		 不同意				
同意
2.4-1 我對授課的內容非常熟悉。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2.4-2 我對教學目標非常瞭解。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2.4-3 我對學生的情況非常瞭解。
2.4-4 我知道怎樣啓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教師問卷

2.4-5 我非常注重學生對知識的掌握。

尊敬的老師：

2.4-6 我知道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您好！為紀念苗圃行動二十週年，全面瞭解苗圃行動資助學校的發展現狀和具體需求，特開
展此次問卷調查。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參與本調查，請您根據實際情況填寫。本問卷僅作研究
參考使用，不會給您帶來任何不良影響。最後，衷心感謝您對本次調查的大力支持，祝您事
業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2.4-7 我對如何考核學生的學習進展非常熟悉。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2.4-11 我經常與學生家長聯繫，瞭解他們的想法並
取得支持與配合。

1.1 姓名 : __________
1.5 學歷：____________

1.2 性別 ____________(1. 男 2. 女 )

1.3 年齡：__________ 1.4 民族：____________

1.6 專業 :______________ 1.7 職稱：______________ 1.8 職務 _________________

1.9 政治面貌：___________________ 1.10 教齡：___________ 年 1.11 開始在本校任教年數：__________ 年
1.12 工作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公辦教師 2. 代課教師 )
1.13 任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您授課的科目為（可多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語文 2. 數學 3. 外語

		

10. 生物

4. 思品

11. 體育 12. 美術

5. 科學

6 歷史

7. 地理

13. 音樂 14. 信息技術

8. 物理

9. 化學

15. 其它（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10 我給學生佈置很多家庭作業來鞏固課堂所學
的知識。

2.4-12 我瞭解當前的教育政策和發展趨勢。
2.4-13 我願意嘗試新的教學理念。
2.4-14 我經常更新自己的教學方法。
2.4-15 我常閱讀教育類書籍和報道。
2.4-16 我認為老師的教學反思能力很重要。
2.4-17 在我的課堂上，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回答問題。
2.4-19 我不會用單一的標準來看學生。
2.4-20 我經常和同學談心，瞭解他們的想法。
2.4-21 我努力幫助成績不好的學生樹立信心。
2.4-22 我經常去聽其他老師的課。
2.4-23 我會在我的教學中嘗試別人給我的教學建議。

2.2 授課學段 （可多選）：__________________
		

1. 小學 1 年級 2. 小學 2 年級 3. 小學 3 年級

		

6. 小學 6 年級 7. 初中 1 年級 8. 初中 2 年級 9. 初中 3 年級

4. 小學 4 年級

5. 小學 5 年級
10. 其它 （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

2.4-24 我非常瞭解學生的學習發展規律。
2.4-25 考試是我主要採用的學習測試方法。
2.4-26 我知道如何使用教學輔助設備。

2.3 您平均每周的工作量為 ______________ 小時 / 周。其中，包括：

2.4-27 我在課堂上主要使用對學生一對一的提問。

2.3-1 平均每周上課時間：______________ 小時 / 周

2.3-2 平均每周備課時間 :______________ 小時 / 周

2.4-28 我經常設計一些活動來幫助學生們反思他們的
學習活動和進展。

2.3-4 平均每周家訪及課後輔導時間 : ________ 小時 / 周

2.4-29 我按照教學內容的不同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

2.3-3 平均每周批改作業時間 :_________ 小時 / 周
2.3-5 您是否承擔班主任工作 ? __________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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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我常與同事分享教學經驗。

2.4-18 我在課後經常和學生們討論問題。

第二部份：教學工作與學生情況

		

2.4-8 我在上課時主要採用教師講 - 學生聽的方式。

2. 否

2.3-6 如果你做班主任工作 , 平均每周班主任工作時間 : 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時 / 周

2.4-30 我總是給學生及時的反饋和學習建議。
2.4-31 我會根據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調整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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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教師問卷
2.5 在工作方面，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些？請根據下列表述問題的嚴重程度與您的觀察的符合程度在對
		 應的單元格內划“3”。

2.7 您認為您的學生在學習中存在哪些問題？請根據下列表述問題的嚴重程度與您的觀察的符合程度在對應
		 的單元格內划“3”。

1. 非常
2. 不嚴重 3. 一般 4. 嚴重 5. 非常
		 不嚴重					 嚴重

1. 非常
2. 不嚴重 3. 一般 4. 嚴重 5. 非常
		 不嚴重					 嚴重

2.5-1 教學工作量太大。

2.7-1 學生的學習動力不足。

2.5-2 課堂教學能力不足。

2.7-2 學生的學習興趣不高。

2.5-3 學生學習興趣不濃。

2.7-3 學生的自信心不足。

2.5-4 我的工作動力不足。

2.7-4 學生的學習方法不當。

2.5-5 缺少進修機會。

2.7-5 學生的基礎知識不扎實。

2.5-6 學校管理制度不健全。

2.7-6 學生不善於應用所學知識。

2.5-7 學校領導不重視教學工作。

2.7-7 學生的學習輔導材料不足。

2.5-8 同事間缺少協作。

2.7-8 學生的學習成績不夠理想。

2.5-9 教學資源不足。
2.6 您認為您所在學校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請根據下列表述問題的嚴重程度與您的觀察的符合程度
		 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2.8 您認為您的學生在學校生活中存在哪些問題？請根據下列表述問題的嚴重程度與您的觀察的符合程度在
		 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1. 非常
2. 不嚴重 3. 一般 4. 嚴重 5. 非常
		 不嚴重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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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常
2. 不嚴重 3. 一般 4. 嚴重 5. 非常
		 不嚴重					 嚴重

2.6-1 教室數量不足，無法滿足教學需要。

2.8-1 學生有繳納學費負擔。

2.6-2 教學設備不足。

2.8-2 學生有繳納雜費的負擔。

2.6-3 教師教學水平不高。

2.8-3 學生承擔生活費有困難。

2.6-4 學校的管理需要提升。

2.8-4 學生學生承擔書本費有困難。

2.6-5 學校的師資不足。

2.8-5 學校食堂條件差。

2.6-6 學校的生源不足。

2.8-6 學生住宿條件差。

2.6-7 學校的教師工作業績考評不夠合理。

2.8-7 學校衛生條件差。

2.6-8 與其他學校缺少經驗交流。

2.8-8 學生的課外活動少。

2.6-9 與學校所在社區溝通不足。

2.8-9 學生的安全問題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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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教師問卷
2.9 近兩年來是否有學生流失？ 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有 .

第三部份：教師發展與培訓情況

2. 沒有 .

2.10 如果有學生流失，其原因是甚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交不起費用

2. 轉到其他學校

			 4. 學生家長不讓孩子讀

3.1 在您看來，影響教師職業能力發展的重要因素有哪些？請按其重要性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3. 學生自己不想讀了

1. 最不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2 具有先進的教育理念。
3.1-3 掌握多種的教學方法。
3.1-4 掌握先進的教學理論。

2.11 您教的學生中是否有獲得苗圃行動資助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5 瞭解學生的學習能力發展規律。

		

3.1-6 學習先進的教學經驗。

1. 是 （請跳至 2.13-1 項繼續填寫學生獲得苗圃資助後的情況）

2. 否（請繼續填寫 2.12 項）

2.12 您教的學生中是否有獲得苗圃行動以外資助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是 （請跳至 2.13-2 項繼續填寫）

3. 一般 4. 重要 5. 最重要

3.1-1 具有系統的專業知識。

5. 學生被學校退學

			 6. 其它原因，請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不重要

2. 否（請繼續填寫 3.1 項）

3.1-8 教師間教學經驗交流。
3.1-9 具有教學改革能力。

2.13 請根據學生在獲得資助後的表現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1. 效果明顯

3.1-7 教師的反思能力。

3.1-10 做好教與學的結合
2. 效果一般

3. 效果不明顯

3.1-11 掌握教育技術能力。

2.13-1 受助學生非常有興趣瞭解苗圃行動。
2.13-2 資助緩解了學生們的經濟壓力。
2.13-3 受助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明顯提高。

3.2 從提高教師教育教學能力的角度看，您需要提高自己哪些方面 ? 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情況的符合
		 程度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2.13-4 受助學生變得更願意去幫助他人。
2.13-5 受助學生更加願意參加班級和學校活動。
2.13-6 受助學生的學習成績有所提高。
2.13-7 受助學生與其他同學的關係更加融洽。
2.13-8 受助學生的在校總體表現比未受助學生好。
2.13-9 受助學生學習進步比未受助學生快。
2.13-10 受助學生在課堂學習中更加專注。

1. 最不需要

2. 不需要

3. 一般 4. 需要 5. 最需要

3.2-1 提高教學方法和技能。
3.2-2 提高學科理論和知識。
3.2-3 更多地瞭解教學研究的知識和方法。
3.2-4 提高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3.2-5 提高課堂駕馭的能力。
3.2-6 更多地瞭解測試方法與策略。
3.2-7 做好教學反思。
3.2-8 掌握更多學生心理方面的知識。
3.2-9 做好班級管理和溝通。
3.2-10 做好教師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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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您在教學上有疑難問題時，通常您會怎樣做？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工作情況的符合程度在對應的
		 單元格內划“3”。
1. 最不經常

2. 不經常

3. 一般 4. 經常 5. 最經常

3.3-1 我會向本校其他老師請教。

3.9 如果您參加過苗圃行動資助的教師培訓，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工作情況的符合程度在對應的單元
		 格內划“3”。（如果您沒有參加過苗圃行動資助的教師培訓 , 請按照您參加的政府資助的培訓的情況
		 填寫）。
培訓對我教學能力的影響

1. 效果明顯

2. 效果一般

3. 效果不明顯

3.9-1 對教育政策和教育的發展趨勢的瞭解

3.3-2 我會向其它學校教師請教。

3.9-2 對素質教育的理解

3.3-3 我會向地區的教研員請教。

3.9-3 對教師自身學科知識結構的優化

3.3-4 我會自己鑽研，找到解決辦法。

3.9-4 對學生心理健康的理解

3.3-5 我會求助於網絡資源。

3.9-5 對教學活動的設計

3.3-6 我會不理會這些問題。

3.9-6 對課程質量的科學評價

3.4 您認為哪些方法適合提高您的教學能力 ? 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工作情況的符合程度在對應的單元
		 格內划“3”。
1. 最不適合

2. 不適合

3. 一般 4. 適合 5. 最適合

3.9-7 對教學研究意識的影響
3.9-8 對教學過程的組織和監控
3.9-9 對教與學的反思

3.4-1 優秀教師帶教。

3.9-10 通過不同形式的學生評價促進學生學習的效果

3.4-2 參加教師培訓。

3.9-11 課堂教學活動的組織

3.4-3 與同行教師交流教學經驗。

3.9-12 課堂氣氛的活躍程度

3.4-4 聽課、觀摩他人教學。

3.9-13 課堂上學生問問題的主動性

3.4-5 進行或參加教學研究。

3.9-14 課堂教學節奏的控制能力

3.4-6 做公開課。

3.9-15 為學生營造更好的學習氛圍

3.4-7 個人反思。

3.9-16 針對不同學生而採用不同方法提高他們學習效果

3.4-8 閱讀教學理論書籍和教研期刊。

3.9-17 交流教學經驗的能力

3.4-9 其它 . 請說明 :

3.9-18 和學生交流和互動的能力
3.9-19 應用現代教育技術的能力

3.5 您是否是師範專業畢業？ ________________ 1. 是

3.9-20 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創新的能力

2. 否

3.6 如果您畢業於非師範專業，在開始正式授課前是否參加崗前培訓？ __________ 1. 是

3.9-21 教學水平的提高
2. 否

3.7 您在參加工作後是否參加過教師培訓？ ______ 1. 是 （繼續填寫 3.8-3.9 項） 2. 否（跳至 3.10 項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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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培訓次數
（如果沒有參加過請打 X）

培訓歷時
培訓機構
培訓內容
(__) 小時			

政府資助					
的培訓						
						
						
						
苗圃資						
助的培訓					
						
						
						

3.9-23 教學工作中的自信
3.9-24 應對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的能力

3.8 請根據您所參加培訓的情況填寫下表
培訓資助方
		

3.9-22 管理學生的能力

你對參加的培訓的
滿意程度
□ 1. 非常不滿意
□ 2. 基本不滿意
□ 3. 一般
□ 4. 基本滿意
□ 5. 非常滿意
□ 1. 非常不滿意
□ 2. 基本不滿意
□ 3. 一般
□ 4. 基本滿意
□ 5. 非常滿意

3.9-25 任課班級的教學成績明顯提升
3.9-26 在工作中獲得過榮譽稱號
3.9-27 得到職務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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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如果再有機會參加教師培訓，你希望培訓的內容包含哪些方面 ? 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情況的符合
		
程度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1. 最不重要

2. 不重要

3. 一般 4. 重要 5. 最重要

3.10-1 學科專業知識。

4.4 您的工資是否足額發放 ? __________ 1. 是

2 否 ( 拖欠 ________ 元）

4.5 您享受下列福利中的哪些（可多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退休後有退休金

2. 醫療保險

3. 住房公積金

4.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您目前的住房是哪種類型？ __________

3.10-2 先進教學經驗學習。
3.10-3 教育理念和理論。

		

3.10-4 學生心理髮展。

4.7 是否需要半耕半教？ __________ 1. 是

3.10-5 教學方法與技能。

1. 職工宿舍

2. 租房

3. 自買房

4. 自建房

5.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否

4.8 您的家庭年收入為 ________________ 元。

3.10-6 教學管理。

4.9 您的年收入是否能夠滿足日常支出？ ___________ 1. 能

3.10-7 課程設計。

2. 不能

4.10 您目前家庭生活是否有困難？ ___________ 1. ( 有 , 請在下面列出 ) 2. 沒有

3.10-8 教學測試方法與策略。
3.10-9 課堂教學。

＿＿＿＿＿＿＿＿＿＿＿＿＿＿＿＿＿＿＿＿＿＿＿＿＿＿＿＿＿＿＿＿＿＿＿＿＿＿＿＿＿＿＿＿

3.10-10 如何進行教學改革。

4.11 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工作情況的符合程度在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3.10-11 教師的反思能力。
3.11 如果參加教師培訓，您認為哪些教師培訓模式比較適用 ? 請根據下列表述與您的實際情況的符合程度在
		
對應的單元格內划“3”。
1. 最不重要

2. 不重要

3. 一般 4. 重要 5. 最重要

3.11-1 聽專家講座。

1. 非常
2. 不同意 3. 一般 4. 同意 5.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4.11-1 我以作為一名人民教師為榮。
4.11-2 教師這一職業讓我有成就感。
4.11-3 我對學校的管理滿意。
4.11-4 我能通過各種溝通渠道瞭解學校的發展目標和各種管理制度。

3.11-2 專家針對自己的教學實踐一對一輔導。

4.11-5 我有機會向校領導表達我的觀點和看法。

3.11-3 與其他教師的座談討論。

4.11-6 校領導對我很支持、很友好。

3.11-4 觀摩教學 + 討論。

4.11-7 我信任我的校領導。

3.11-5 實地走訪。

4.11-8 我對我的工資福利待遇滿意。

3.11-6 專家對普遍存在的教學問題進行診斷和建議。

4.11-9 我非常高興在這所學校教書。

3.11-7 優秀教師經驗介紹。

4.11-10 我如愛自己的家一樣熱愛我的學校。

3.11-8 模擬演練。

4.11-11 我如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喜愛我的學生。

3.11-9 網上遠程教學培訓。

4.11-12 為了學校的發展，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

其它 , 請說明 :

4.11-13 為了學生的進步 , 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
4.11-14 我校教師間的融洽和協作讓我工作在一個很好的人文環境中。
4.11-15 我和我的同事互相交流教學心得。
4.11-16 我和我的同事互相尊重。

第四部份：其它
4.1 您的工資跟本地鄉鎮企業相比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高很多

2. 高

3. 差不多

4. 低

5. 低很多

4.11-17 如果有機會，我會考慮換到條件更好的學校教書。
4.11-18 有機會，我會考慮脫離教育部門去其他行業工作。

4.2 您的工資跟本地其他事業單位相比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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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很多

2. 高

3. 差不多

4. 低

4.3 您的工資是否按時發放 ? __________ 1. 是

5. 低很多
2. 否 ( 拖延 _______ 個月 )

非常感謝您填寫此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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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志願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2 若您的家庭有困難供您上學，困難主要體現在承擔以下哪些方面的費用？＿＿＿＿＿＿＿＿＿＿＿＿
1. 需要繳納學費
2. 需要繳納書本費
3. 有困難承擔交通的費用
4. 有困難承擔餐費

5. 有困難承擔住宿費

6. 其它（請說明＿＿＿＿＿＿＿＿＿＿＿＿＿＿＿＿＿＿＿＿＿＿＿＿＿＿＿＿＿＿＿＿＿＿＿＿）
2.13 您在大多數時間裡和誰生活在一起？＿＿＿＿＿＿＿＿＿＿＿＿＿＿＿＿＿＿＿＿＿＿＿＿＿＿＿＿
1. 長期與母親生活在一起    2. 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3. 與父親在一起

學生問卷

   4. 與父母在一起

2.14 您的父母經常問您學校的事情，和您一起友好地交談嗎？＿＿＿＿＿＿＿＿＿＿＿＿＿＿＿＿＿＿＿
1. 經常    2. 偶爾交談    3. 幾乎沒有交談     

親愛的同學：
你好！為紀念苗圃行動二十週年，特開展此次問卷調查。我們希望瞭解你的學習和生活情況，
以便更好地幫助你和其他需要幫助的同學。我們真誠希望你根據實際情況填寫本問卷。衷心
感謝你對本次調查的大力支持，祝你學業進步，健康快樂成長！

2.15 您父母或家長要求您做家務活或參加其他的勞動嗎？＿＿＿＿＿＿＿＿＿＿＿＿＿＿＿＿＿＿＿＿＿
1. 經常勞動     2. 偶然會做
3. 不做

第一部份：基本信息

2.17 您的家長最關心您的＿＿＿＿＿＿＿＿＿＿＿＿＿＿＿＿＿＿＿＿＿＿＿＿＿＿＿＿＿＿＿＿＿＿＿
1. 身體、心理是否健康 2. 學習成績是否優秀進步
3. 將來是否有出息

1.1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 1.2 性別 ＿＿＿＿＿＿＿

1.3 年齡＿＿＿＿＿＿＿ 1.4 民族＿＿＿＿＿＿＿

1.5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年級：＿＿＿＿＿＿＿

2.1 您的家庭成員數量為：_________________ 人
2.2 您是獨生子女嗎？ ___________________
1. 是 ( 請跳至 2.4 題繼續回答 )
2. 否（請繼續回答 2.3-1 和 2.3-2 題）
2.3-1 如果不是獨生子女，家裡除了您還有幾個孩子：＿＿＿＿＿＿＿
2.3-2 其中有幾個在讀書？＿＿＿＿＿＿＿
1. 是

2.5 父親的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初中 3. 高中

4. 中專

2. 否

2.6 母親的職業：＿＿＿＿＿＿＿＿＿＿＿＿＿＿＿＿＿

5. 大專

6. 本科

2.20 如果有輔導，輔導頻率為＿＿＿＿＿＿＿＿＿＿＿＿＿＿＿＿＿＿＿＿＿＿＿＿＿＿＿＿＿＿＿＿＿
1. 每天都輔導
2. 每周輔導一次
3. 偶爾輔導
2.21 當您沒有聽懂他們的輔導時，家裡人如何對待您？＿＿＿＿＿＿＿（完成後請跳至 2.23 項繼續填寫）
1. 打罵
2. 訓斥 3. 耐心講解 4. 鼓勵我繼續努力 5. 其它
2.22 如果您家裡從不輔導您的學習，原因是甚麼？＿＿＿＿＿＿＿＿＿＿＿＿＿＿＿＿＿＿＿＿＿＿＿＿
1. 父母外出打工不在身邊
2. 父母忙沒時間輔導

2.7 父親文化程度：＿＿＿＿＿＿＿＿＿＿＿ 2.8 母親文化程度：＿＿＿＿＿＿＿＿＿＿＿＿＿＿＿＿
1. 小學

2.18 您家裡是否輔導您的課外學習？＿＿＿＿＿＿＿＿＿＿＿＿＿＿＿＿＿＿＿＿＿＿＿＿＿＿＿＿＿＿
1. 輔導（請繼續回答 2.19 題） 2. 從不輔導（請跳至 2.22 題繼續回答）
2.19 如果有輔導，由誰來輔導？ ＿＿＿＿＿＿＿＿＿＿＿＿＿＿＿＿＿＿＿＿＿＿＿＿＿＿＿＿＿＿＿＿
1. 爸爸
2. 媽媽
3. 家裡的其他人

第二部份：家庭生活

2.4 您是否是單親家庭？＿＿＿＿＿＿＿

2.16 您與自己父母的關係如何？＿＿＿＿＿＿＿＿＿＿＿＿＿＿＿＿＿＿＿＿＿＿＿＿＿＿＿＿＿＿＿＿
1. 很親密
2. 一般化
3. 很緊張   

7. 本科以上

2.9 您的家庭平均月收入：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 月 （請詢問父母后填寫）

3. 父母不懂我學的知識

4. 其它（請注明＿＿＿＿＿＿＿＿＿＿＿＿＿＿＿＿＿＿＿＿＿＿＿＿）

2.23 當您在學校表現好被老師表揚時，家長的態度？＿＿＿＿＿＿＿＿＿＿＿＿＿＿＿＿＿＿＿＿＿＿＿
1. 表揚我 2. 甚麼都不說 3. 說沒甚麼了不起的
2.24 當您在學校表現不好被老師批評時，家長的態度？＿＿＿＿＿＿＿＿＿＿＿＿＿＿＿＿＿＿＿＿＿＿
1. 打罵 2. 訓斥 3. 甚麼都不說 4. 鼓勵我改進表現 5. 認為老師批評得不對

2.10 您的家庭提供您上學所需的所有開支是否有困難？＿＿＿＿＿＿＿＿＿＿＿＿＿＿＿＿＿＿＿＿＿
1. 是 （請繼續回答問題 2.11-2.12 題）
2. 否（請跳至 2.13 題繼續回答）
2.11 如果您的家庭供您上學有困難，請選擇困難的原因＿＿＿＿＿＿＿＿＿＿＿＿＿＿＿＿＿＿＿＿＿
1. 家裡兄弟姐妹多
2. 父母收入少
3. 家中有病人
4. 單親家庭
5. 其它原因（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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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學校有圖書閱覽室嗎？ ＿＿＿＿＿＿＿＿＿＿＿＿＿＿＿＿＿＿＿＿＿＿＿＿＿＿＿＿＿＿＿＿＿＿

第三部份：學習生活

1. 是（請繼續回答 3.9 題）

3.1 您們學校開設的課程有哪些？
＿＿＿＿＿＿＿＿＿＿＿＿＿＿＿＿＿＿＿＿＿＿＿＿＿＿＿＿＿＿＿＿＿＿＿＿＿＿＿＿＿＿＿＿＿

3.9 您經常有機會使用圖書閱覽室嗎？＿＿＿＿＿＿＿＿＿＿＿＿＿＿＿＿＿＿＿ 1. 是

2. 否

3.2 您最喜歡的三門課程是（請按您喜歡的程度從最喜歡到喜歡的順序排列） ＿＿＿＿＿＿＿＿＿＿＿＿＿

3.10 圖書閱覽室每周開放：__________ 次 / 周

3.3 您喜歡這些課程的原因 ? ＿＿＿＿＿＿＿＿＿＿＿＿＿＿＿＿＿＿＿＿＿＿＿＿＿＿＿＿＿＿＿＿＿＿
1. 這門課有用
2. 這門課容易學
3. 喜歡這門課的老師

3.11 您最喜歡讀哪些方面的圖書？＿＿＿＿＿＿＿＿＿＿＿＿＿＿＿＿＿＿＿＿＿＿＿＿＿＿＿＿＿＿＿

4. 對這門課有興趣

5. 這門課的課堂活動有趣

6. 家長讓我學好這門課

7. 這門課的課時多

8. 不知道 9. 其它原因（請說明＿＿＿＿＿＿＿＿＿＿＿＿＿＿＿＿＿＿＿＿＿＿）

3.4 下面的陳述有關您的學習情況，左邊是陳述，右邊是您認為這個陳述中提到的情況是否和您學習的實際
情況一致，請在符合您的情況的□裡面打“3”。
1. 是

2. 否

3.4-1 我喜歡上學。

3.4-4 我喜歡我的任課老師。

3.13 學校是否提供電腦培訓課？＿＿＿＿＿＿＿＿＿ 1. 是

2. 否

3.14 您在課余時間最喜歡做的活動是（請列出三項）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5 您現在與老師的關係是 _____________?
1. 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           2. 我尊重他，他不尊重我    

3. 只關心成績，其他不管

3.4-5 我喜歡和同學們一起學習。
3.4-6 我會在課前預習功課。
3.4-8 我上課時會主動提問題。

3.18 如果有壓力，您覺得壓力來自那些方面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學習
2. 身體健康
3. 同伴交往
4. 父母的壓力

3.4-9 我跟不上老師的教學，聽不懂課。
3.4-10 當我回答問題有錯時，老師仍然鼓勵我。
3.4-11 我因為課堂枯燥而盼望下課。
3.4-12 老師給我們留很多作業。

5. 老師的壓力

6. 交通

7. 同學間的競爭

8. 經濟壓力

9. 學校飲食

10. 其它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9 您在學習、生活中遇到困難，您首先會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13 我經常不能寫完作業。
3.4-14 如果我的學習表現不好，老師就會批評我。

1. 父母

3.4-15 老師主動詢問並幫我解決學習困難。

2. 老師

3. 同學

4. 朋友 5. 其他人（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0 您有沒有不想讀書的念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有（請繼續回答 3.21 題） 2. 無（請跳至 3.22 題繼續回答） 3. 不知道（請跳至 3.22 題繼續回答）

3.4-16 老師會和我的父母談我的學習情況。
3.4-17 考試後老師會公佈成績的排名。
3.5 您上課認真聽講是因為： ＿＿＿＿＿＿＿＿＿＿＿＿＿＿＿＿＿＿＿＿＿＿＿＿＿＿＿＿＿＿＿＿＿＿
1. 我喜歡學習
2. 我是被迫學習的
3. 老師講得好
4. 我和教師的關係融洽
3.6 您上課不專心學習的原因是 : ＿＿＿＿＿＿＿＿＿＿＿＿＿＿＿＿＿＿＿＿＿＿＿＿＿＿＿＿＿＿＿＿＿
1. 我本來就不喜歡學習
2. 我想學習但不能控制自己
4. 我聽不懂課

4. 根本不關心    

3.17 在學習的生活中，您覺得有壓力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有 （請 繼續回答 3.18 題）
2. 無（請跳至 3.19 題繼續回答）

3.4-7 在課堂上老師經常組織同學間的討論。

5. 其它（請說明＿＿＿＿＿＿＿＿＿＿＿＿＿＿＿＿＿＿）

3.7 除了在課堂上學習的內容 , 您還有其他想學的嗎 ? ＿＿＿＿＿＿＿＿＿＿＿＿＿＿＿＿＿＿＿＿＿＿＿＿
1. 是

2. 否 （請跳至 3.14 題繼續回答）

3.16 老師對您的關心程度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經常談心，關心我的學習、思想和生活
2. 最關心成績，偶爾關心一下生活和想法

3.4-3 我喜歡我的班主任。

3. 對這門學科無興趣

3.12 學校是否有電腦設備？＿＿＿＿＿＿＿＿＿＿＿ 1. 是

3. 我表面上尊重他，其實一點也不尊重     4. 談不上有甚麼尊重不尊重的

3.4-2 我喜歡我們的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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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否（請跳至 3.11 題繼續回答）

( 請列出＿＿＿＿＿＿＿＿＿＿＿＿＿＿＿＿＿＿＿＿＿＿＿ )

2. 否

3.21 如果您有不想讀書的念頭，請選擇是甚麼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家裡經濟困難
2. 父母不要我學
3. 我沒有信心學好
4. 我對學習沒有興趣

5. 老師對我不好

6. 其他（請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2 您學習的動力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自己想學
2. 父母要我學
3. 老師要我學
4. 沒有動力
5. 不知道
3.23 您的學習習慣怎麼樣？ ________________
1. 自己知道學習，不用家長操心，放學回家後先完成作業
2. 需要大人提醒後才寫作業
3. 玩過之後才記得寫作業，有時會寫到很晚才完成
4.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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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學生問卷
第五部份：接受資助情況

3.24 您未來的理想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
1. 做一名教師

2. 做一名國家幹部

3. 做一名商人

4. 做一名科學家

5. 做一名醫生

6. 做一名工人

7. 做一名農民

8. 技術人員

9. 做一名律師

10. 沒有想過

11.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 如果您接受過苗圃的資助，您是從 ___________ 年開始得到苗圃資助的？（請跳到 5.4 和 5.5 題繼續回答）
5.3 您是否接受過苗圃以外的其它資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是
2. 否（問卷結束）

第四部份：學校生活
4.1 您在學校住宿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是（繼續回答 4.2 題）
2. 否（請跳至 4.4 題繼續回答）
4.2 宿舍是否夠用？＿＿＿＿＿＿＿＿＿＿＿ 1. 是

2. 否

4.3 您對住宿條件滿意嗎？＿＿＿＿＿＿＿＿ 1. 是

2. 否

4.4 您從家到學校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_________________ 分鐘
4.5 您採用何種交通方式到學校 ? ＿＿＿＿＿＿＿＿＿＿＿＿＿＿＿＿＿＿＿＿＿＿＿＿＿＿＿＿＿＿＿＿
1. 步行
2. 坐三輪車 / 摩托車
3. 騎自行車
4. 住校
5. 其它（請說明：＿＿＿＿＿＿＿＿＿＿＿＿＿＿＿＿＿＿＿＿＿＿＿＿＿＿＿＿＿＿＿＿＿＿＿＿＿）
4.6 您每天上課前都能吃上早飯嗎？ ＿＿＿＿＿＿＿＿＿＿＿＿＿＿＿＿＿＿＿＿＿＿＿＿＿＿＿＿＿＿＿
1. 是

5.1 您接受過苗圃的資助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是（請繼續回答 5.2 題）
2. 否（請跳至 5.3 題繼續回答）

2. 否 （原因：＿＿＿＿＿＿＿＿＿＿＿＿＿＿＿＿＿＿＿＿＿＿＿＿＿＿＿＿＿＿＿＿＿）

4.7 您的早餐和午餐是怎麼解決的？
			
4.7-1 早餐＿＿＿＿＿
			
4.7-2 午餐＿＿＿＿＿
			
			

1. 學校免費提供
2. 學校食堂購買（平均早餐 ____________ 元 午餐 _____________ 元）
3. 自帶，學校提供加熱
4. 自帶，學校不提供加熱
5. 校外街上購買
6. 在家中吃

5.4 您接受資助是有關下面的哪個方面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學習用品

2. 生活費

3. 其它（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5 在您接受資助後是否有下面描述的情況？
1. 是

2. 否

5.5-1 我非常有興趣瞭解是誰資助了我。
5.5-2 接受資助後，我的學習積極性明顯提高。
5.5-3 接受資助後，我在上課時注意力更加集中。
5.5-4 接受資助後，我的學習成績有所提高。
5.5-5 接受資助後，我更願意去幫助他人。
5.5-6 接受資助後，我願意參加班級和學校活動。
5.5-7 接受資助後，我與其他同學的關係更加融洽。
5.5-8 接受資助後，我立志要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5.5-9 接受資助後，我把我得到資助的事告訴周圍的人。
5.5-10 我長大以後，也會去幫助那些需要資助的學生。

4.8 除了現有的學校設施 , 您還希望學校裡有甚麼設施 ?
教學設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娛與體育設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宿方面的設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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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謝您填寫此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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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校長訪談提綱

附錄 6：已撤並學校校長訪談提綱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校長訪談提綱

		

已撤並學校校長的訪談提綱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此次訪談是《苗圃行動二十週年回訪計劃》的一個部分，
旨在瞭解苗圃行動在貴校發展中的作用和以及貴校在未來發展中的需求。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1.

您在這個學校擔任校長多久了？

2.

近兩年本地（本村 / 本鄉 / 本鎮）老百姓的人均年收入能達到多少元？主要收入來源是甚麼？

3.

近五年來國家基礎教育政策有甚麼樣的變化？有何新的政策出台（比如“兩免一補”等）？對您所管理
的學校有甚麼樣的影響（新的資源、挑戰）？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此次訪談是《苗圃行動二十週年回訪計劃》的一個部分，
旨在瞭解苗圃行動資助學校的現狀，以及未來如何更好資助貴地區的基礎教育的發展。非常感謝
您的支持！
1.

您在現在的學校擔任甚麼職務？負責甚麼工作？

2.

您原來所在的學校甚麼時候被撤並的？當時被撤並的原因是甚麼？

3.

原來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分流到甚麼樣的學校？

4.

學校所在的地區是否有對偏遠地區的學校有一些特殊支持政策？

4.

您原來學校的校舍和設備是怎樣處理的？目前歸誰所有，做何用途？

5.

每年政府對這個學校的教育的投入大概有多少？大概生均培養經費有多少？

5.

您現在工作的學校是苗圃學校嗎？

6.

近三年學校有沒有規模上的變化？

6.

您現在工作的學校和原來的學校有甚麼樣的共同點和不同？

7.

如果向未來 5-10 年的遠景上來看，這個學校的未來趨勢是會擴大，還是有可能併入其它學校？

7.

通過在兩個苗圃學校工作的經驗，您認為什麽樣的資助模式最適合苗圃學校的長遠發展？

8.

除了苗圃行動，您的學校還接受過甚麼樣的資助？是甚麼形式？效果怎麼樣？

8.

9.

您的學校目前在全鄉、全縣從規模、軟硬件條件、學生教育質量、師資方面總體來看處在一個甚麼樣的水平？

您原來工作的學校和現在工作的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對苗圃行動有所瞭解嗎？他們是通過甚麼樣的方式瞭
解到的？

9.

您參加過苗圃資助的培訓？效果怎麼樣？給您的工作帶來甚麼樣的積極作用？

10. 苗圃行動從那年開始資助貴校的？所建的校舍和軟硬件設施使用和維護情況怎麼樣？
11. 您的學校在接受‘苗圃行動’的資助後辦學條件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
12. 貴校的學生和老師對苗圃行動有所瞭解嗎？他們是通過甚麼樣的方式瞭解到的？
13. 您參加過苗圃資助的培訓嗎？效果怎麼樣？
14. 貴校的教師是否有人參加過苗圃資助的培訓？
□ 如果有，培訓是否提高了他們的教學能力？能舉例說明嗎？
□ 老師參加培訓回校後是否和其它教師交流培訓心得？怎樣進行的？效果如何？
15. 以往苗圃資助過的學生您這裡還有記錄或聯繫嗎？如果您還和他們有聯繫，您知道他們的學業或事業發
展情況怎麼樣嗎？

10. 您所經歷的兩個學校的教師是否有人參加過苗圃資助的培訓？
□ 如果有，培訓是否提高了他們的教學能力？能舉例說明嗎？
□ 老師參加培訓回校後是否和其它教師交流培訓心得？怎樣進行的？效果如何？
□ 兩個學校的教師參加培訓後的表現是否有所不同？
11. 以您的工作經驗，及您接觸過的發展比較好的苗圃學校中，苗圃學校有甚麼樣可以推廣的模式？能談談
您的看法嗎？
12. 「苗圃行動」的資助是否在您所經歷的兩個學校中形成了某種精神？如果有，您覺得是甚麼樣的？
13. 您認為在新的教育政策形勢下，苗圃行動的助學工作（例如師資培訓、學生資助、援建校舍、資助配套
等）的資助方向和重點是甚麼？

16. 苗圃資助的學校之間是否有交流？如果有大概在哪些方面、採用甚麼樣的方式交流？
17. 以您的工作經驗，及您接觸過的發展比較好的苗圃學校中，苗圃學校有甚麼樣可以推廣的模式？能談談
您的看法嗎？
18. 「苗圃行動」的資助是否在貴校形成了某種精神？如果有，您覺得是甚麼樣的？
19. 目前，貴校還存在哪些方面的困難？解決這些問題，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還需要甚麼樣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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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您認為在新的教育政策形勢下，苗圃行動的助學工作（例如師資培訓、學生資助、援建校舍、資助配套
等）的資助方向和重點是甚麼？您對這些問題有甚麼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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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教師訪談提綱

附錄 8：學生訪談提綱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教師訪談提綱

		

學生訪談提綱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此次訪談是《苗圃行動二十週年回訪計劃》的一個部分，
旨在瞭解苗圃行動在貴校和您的工作中有甚麼樣的影響。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1.

您做老師多久了？在本校工作多久了？

2.

您教甚麼課程？您大概教幾個年級？多少學生？

3.

您從何時開始知道‘苗圃行動’？怎樣瞭解到‘苗圃行動’的？

4.

據您所知，您的學校得到‘苗圃行動’甚麼樣的資助？您的學校在接受‘苗圃行動’的資助後辦學條件
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

同學們！謝謝你們接受我們的訪談。這次訪談是《苗圃行動二十週年回訪計劃》的一個部分，目
的是為了瞭解苗圃行動在你們上學的這個學校的情況，以及你們在學校學習和生活上的需求。請
大家暢所欲言，希望每個小朋友都積極發言，說出自己的想法。
主要訪談問題
1.

你們知道‘苗圃行動’嗎？甚麼時候知道的？怎麼知道的？

2.

你們知道學校裡哪個樓，哪些設施是苗圃資助建的？

3.

你們喜歡在苗圃學校上學嗎？苗圃學校有甚麼地方讓你覺得驕傲？

5.

您的學校在接受‘苗圃行動’資助後學校的教學質量是否有所提高，能舉例說明嗎？

4.

如果別人向你問起苗圃學校，你會說些甚麼？

6.

您的學校接受‘苗圃行動’資助後是否給您的工作帶來一些積極的影響？（請舉例說明）

5.

在學習和學校生活中，你們有沒有甚麼困難？ 接受過甚麼樣的資助？

7.

您是否喜歡在苗圃學校工作？苗圃學校的甚麼方面吸引你？苗圃學校有甚麼讓你覺得驕傲的地方？

6.

你們希望苗圃給你們甚麼樣的幫助？

8.

您是否參加過苗圃資助的培訓？如果參加過苗圃培訓，這些培訓對您的工作是否有促進作用？
□ 培訓地點
□ 培訓時間
□ 培訓內容
□ 您通過培訓學到了甚麼？
□ 參加培訓回校後是否和其它教師交流培訓心得？怎樣進行的？效果如何？
□ 在您的工作中您是否嘗試使用通過苗圃培訓獲得的新的理念、方法？能詳細介紹並舉例嗎？

9.

在您的過程中，您是否教過苗圃資助的學生？如果教過，您發現苗圃資助對該學生有何影響？

10. 如果您向您的家人和朋友提到‘苗圃行動’的資助，您會說些甚麼？
11. 「苗圃行動」的資助是否在貴校形成某種精神？如果有，您覺得是甚麼樣的？
12. 就您的觀察，目前您所在的苗圃學校有甚麼樣的需求？希望得到苗圃甚麼樣的幫助？
13. 您在教學工作中有甚麼樣的困難和需求？您希望苗圃行動在哪些方面為您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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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教育主管部門訪談提綱
											
		
二十週年重訪計劃

		

苗圃行動二十週年資助學校回訪項目

		

教育主管部門訪談提綱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此次訪談是《苗圃行動二十週年回訪計劃》的一個部分，
旨在瞭解苗圃行動在貴地區教育發展中的作用，以及貴地區在未來發展基礎教育中的需求。非常
感謝您的支持！
1.

您所在的地區的經濟發展處在一個甚麼樣的水平？

2.

您所在地區的大概有多少個小學？多少個中學？

3.

您管轄地區的適齡兒童是否都有學上？小學生是否有輟學現象？大概原因有哪些？

4.

偏遠地區的孩子上學是否有困難？

5.

每年政府對貴地區基礎教育的投入大概有多少？貴地區小學和中學的生均教育經費為多少？

6.

貴地區是否有對偏遠地區小學和中學的一些特殊支持政策？

7.

近五年來國家基礎教育政策有甚麼樣的變化？有何新的政策出台（比如‘兩免一補’，‘中小學教師國
家級培訓計劃’等）

8.

這些新政策的出台給貴地區的基礎教育發展提供了甚麼樣的新的契機、新的資源和挑戰？

9.

貴地區針對這些新的情況，有何規劃和措施？

10. 從教育主管部門的角度，山區學校特別是苗圃學校在新的教育環境下有哪些方面需要重點發展？政府部
門會提供甚麼樣的支持？
11. 苗圃行動的資助在貴地區的基礎教育發展上起到了甚麼樣的作用？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
12. 您對目前苗圃行動在貴地區的操作模式有何意見和建議？
13. 從苗圃學校從開始接受資助到今天的發展狀況的角度來看，您會把苗圃資助的學校進行怎樣的分類？
14. 在貴地區的苗校中比較成功的有哪些？他們有甚麼值得推廣的模式？
15. 在新的政策和資源環境下，您認為苗圃行動怎樣可以更好地支持貴地區基礎教育的發展？
16. 學校撤並的原則是甚麼？從部分苗圃學校撤並的情況看，您對未來苗圃資助的模式有何建議？
17. 貴地區是否有其他非盈利組织提供的資助？如果有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資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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