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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介绍 

1、调查目的 

根据“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的要求，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特与零点研究咨询

集团合作，从第三方中立客观的角度对陈一心家族基金会赞助的阿福童项目状况

进行评估，以期达到如下目的： 

1、 对“阿福童”社会和理财项目在上海、合肥两地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探

寻“阿福童”项目在上海和合肥两地实施效果显著和不显著的方面； 

2、 对“阿福童”社会和理财项目执行中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

为下一阶段阿福童项目的更好开展提供参考。 

2、调查方法和样本量 

本次评估的主要内容是“阿福童”社会和理财项目的效果，即对项目达到的实

际效果进行评估。本次评估采用定量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在项目结束期对项目

覆盖的学生进行调查，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为了有效地对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

本项目采用对照试验（选择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研究方法对项目效果进行评估。

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同一学校同一年级同质性很强的两个班级。 

本次评估覆盖的学生主要分布于上海、合肥两地，共回收问卷282份，其中

实验组学生人数占两地全部参与项目的学生的6.8%，符合抽样调查人数的要求。 

3、评估内容 

本次评估的内容包括儿童的认识与探索自我、权利与责任、节约与消费、计

划与预算、儿童创业这五大方面，从儿童的认知、态度、能力及行为四个层面对

项目效果进行评估。 

二、 “阿福童”儿童社会和理财项目实施成果 

通过本次”阿福童”社会和理财项目的培训，上海龙南小学和合肥太湖路小学

实验组的学生在认知、态度、能力和行为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启发，获得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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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和进步，具体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认识与探索自我 

1、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对每个人独特性的正确认知率高达 94.3% 

在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性格和长处”的认知方面，合肥太湖路小学实

验组正确认知率比对照组高出 13.9 个百分点。 

2、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经常参与集体活动的比例比对照组高出 30 个百分点 

和对照组相比，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学生在自信地参与班级或社区活动方

面更为突出，实验组学生回答“经常这样”的比例比对照组高出 30.7 个百分点。 

3、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在培养学生学习好奇心方面效果明显 

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学生对学习新东西的好奇心更为强烈，实验组表示

“非常强烈”和“比较强烈”的学生比例为 47.1%和 35.3%，分别比对照组学生高

14.6 个百分点和 15.3 个百分点。 

4、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对每个人差异性的认知率高达 97.1% 

和对照组相比，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别、年龄、

家乡、文化、民族、性格、爱好等”的正确认知率更高，差距为 28.5 个百分点。 

5、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对平等性的认同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在对平等性的认同态度方面，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之间认知差

异比较明显。尤其是在“不论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方面，实

验组和对照组学生认同度差异最大，均值分差达 0.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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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与责任 

1、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对权利的认知差异明显 

当问及“每一个儿童都有权利，权利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时，上海龙南小

学实验组学生的认同度为 4.97 分，比对照组学生高 0.47 分；当问及“与儿童有

关的事情，儿童都有权利参与讨论”时，实验组学生的认同度比对照组高 0.44 分。 

2、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四成学生会向老师提出自己的建议，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在向老师提出自己的建议，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利方面，上海龙南小学实验

组学生回答“一定会”的比例比对照组学生高出 28.6 个百分点。 

3、实验组学生对”得到和付出关爱都很重要”的认同度远高于对照组 

在对“得到与付出关爱是很重要的”的认知方面，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回

答“非常同意”的比例比对照组高出 52.2 个百分点，合肥太湖路小学的实验组回

答“非常同意”的比例则比对照组高 30.3 个百分点。 

4、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组织学生参与公益或志愿活动效果明显 

在参与班级或社区的公益活动方面，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选择“经常”的

比例比对照组高 34.9 个百分点。 

（三）节约与消费 

1、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在帮助学生建立节约账户方面效果比较明显 

调查结果显示，和对照组相比，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学生在拥有记录花钱

账本的行为方面的效果较为显著，比对照组学生高出 20.7 个百分点。 

2、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对金钱概念的认知率高于对照组 

调查结果显示，在对货币的认知上，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的学生的正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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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100%，比对照组高 16.7 个百分点。 

3、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在培养学生定期存钱方面效果比较明显 

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在定期存储钱方面差异比较明显，实验组

学生中 94.3%的人定期存钱，对照组中这一比例仅为 77.8%。 

4、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对消费决定进行认真思考的认同率高达 100% 

在“对消费决定进行细致认真的思考是很重要的”认知方面，上海龙南小学实

验组选择“非常同意”的比例比对照组高 46.6 个百分点，实验组 100.0%的学生表

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  

5、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能对自己想要和必须的东西进行区分 

本次调查通过询问受访者“你是既需要买笔又想买玩具，但是只有 5 块钱，

你会怎么做？”来考察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负责任地消费能力方面的差异。上海龙

南小学实验组选择“买笔，不买玩具”的比例是 100%，比对照组高 27.8 个百分点。 

（四）计划与实施 

1、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对区分计划和实施的认知十分清晰 

当问及“你是否同意这句话：计划与计划的实施不是一回事，有很多原因都

可能会导致计划不能实施？”时，实验组 96.4%的学生表示非常同意，比对照组

高出 82.6 个百分点。 

2、课程对帮助实验组学生制定学习和财务目标效果较明显 

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94.3%的学生表示会为自己制定学习目标，而对照组

这一比例仅为 55.9%。 

3、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在按计划实施预算方面效果较明显 

上海龙南实验组 100.0%的学生表示每次花的钱都与预算一致或者大部分情



 

阿福童课程项目阶段评估报告 

 5 

况下一致，而对照组学生这一比例仅为 79.3%。 

（五）儿童创业 

1、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近八成学生能做到博采众长并自己做决定 

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在遇到犹豫不决的事情时，有 78.8%的学生表示会

广泛听取父母、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后自己做决定，比对照组学生高出了 26 个百

分点。 

2、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 97.1%的学生启动了改变自我和集体的计划 

当问及“上了阿福童的课程以后，你们班级或者小组有没有启动一个改变你

的生活环境的计划？”时，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 97.1%的学生表示有所行动，比

对照组高出 74.9 个百分点；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学生中 41.9%的人表示有所

行动，比对照组高出 42.5 个百分点。 

3、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九成以上学生共同建立了小组并完成任务 

上海龙南小学实验组学生中 94.1%的人表示，建立了小组并一起完成某项任

务，比对照组高 65.5 个百分点。合肥太湖路小学实验组学生中有 32.3%的人表

示建立了小组并一起完成某项任务，而对照组中并未有学生表示有这方面行为。 

 

三、对”阿福童”项目的相关建议 

“阿福童”儿童社会和理财项目在中国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覆盖了数以千计

的学生，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对儿童的社会和理财认知、态度、能

力和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从目前现状看来，该课程仍存在改进和提高的空

间，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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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内容的贯彻和执行方面 

课程内容贯彻和执行方面，”阿福童”社会和理财项目将”认识与探索自我”、”

权利与责任”、”节约与消费”、”计划与实施”、”儿童与创业”作为五大核心理念，

并根据这五大理念设计了专业而又全面的课程，但是通过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学

生认知、态度、能力和行为差异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课程在某些内容方面，

虽然设计全面，但是在某些内容的贯彻和执行方面仍然有待加强。 

2、评估方法和形式方面 

评估方法和形式方面，建议引进更多、更丰富的评估方式。 

 实验研究法的进一步精确化，增加前测和后测，在项目实施前期即选定

实验组和对照组，可以在项目实施前期和后期对学生分别进行调查测

试，进一步精确化的获得项目对儿童的影响，从而对项目实施的效果进

行评估； 

 进一步对项目实施的过程进行评估，可以采用深度访谈、座谈会、项目

评估会、案面研究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可以请培训老师、受

训学生撰写”培训日记”从而获得项目进行中的收获、亮点以及不足，从

而对项目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四、对”阿福童”项目的几点反思 

阿福童项目作为公益组织组织的培训项目，在各地的开展效果很好，但是，

调查中发现，阿福童项目目前面临这如下几项挑战： 

1、教师对于参与式教学的设计和使用的能力和经验的掣肘 

我国的教育一直以来都采取填鸭式教学，而参与式教学几乎没有在我们的中

小学课程中出现过。阿福童采用的参与式教学方式，对于小学生来说，很有吸引

力，但是，对于授课教师来说，缺乏足够的参与式教学体验，更缺乏参与式教学

的设计培训，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对于如何将所要传授和传达的理念融入到参

与式教学课程中，缺乏足够的经验、技巧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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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有教育系统对于阿福童课程开展的掣肘 

现有的教育系统，尤其是各地中小学课程的安排中，并没有为这些课程留下

空间，不同的学校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开设阿福童项目，却占用了现有的课程安

排空间，如有的学校占用的是体育（体活）课程的时间，也有的学校占用了思修

课程的时间。这种课程安排方式还没有对各方的意见进行了解。其中，占用体育

课程的时间已经受到个别家长的质疑。 

3、与家长沟通不足 

教育需要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阿福童项目也一样需要和家长的沟通和配

合。但是，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家长对阿福童项目并不了解，甚至没有

听说过。 

 

附 调查的基本情况 

附表  “阿福童”社会理财项目自填问卷回收量（受访学生其他背景信息请见附录） 

 组别 年级 样本量 备注 

上海 

东兰路小学 
实验组 三年级 30 

133，占上海参

与项目学生总

数的 6% 

对照组 四年级 32 

龙南小学 
实验组 四年级 35 

对照组 四年级 36 

合肥 

吴小郢小学 
实验组 五年级 39 

149，占合肥参

与项目学生总

数的 7.7% 

对照组 二年级 35 

太湖路小学 
实验组 二年级 35 

对照组 二年级 40 

总计 282，其中实验组学生占两地参与项目学生总数的 6.8% 

 

注：实验组和对照组应当有足够的可比性，因此需要将相同年级的学生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进行对比。然而本地定量调查过程中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仅上海的龙南小学和合肥的太湖路小学是

同年级的学生，因此在做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对比时，仅对从上海龙南小学和合肥太湖路小学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交叉对比。实验组学生抽样数量已符合抽样调查人数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