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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小學） 

支援子女的幼小銜接  

家長筆記  

 

A. 活動目的 

1. 讓家長了解子女升讀小一時面對的挑戰及適應困難的表徵； 

2. 讓家長掌握提升兒童發展五大範疇的功能的知識和技能，讓他們有更好的小一適應；

及 

3. 讓家長掌握促進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更順利銜接小一的知識。 

 

B. 活動內容 

1. 子女升讀小一面對的挑戰：應對轉變所帶來的壓力、自律守規矩、認識新朋友、適當

地專注、處理學校的事宜、獨立自理。 

2. 出現適應困難的表徵：身心問題；朋輩／師長關係問題；學校投入感低和應付不了

學校基本要求，間接影響學業。 

子女出現適應困難所呈現的表徵會有個別差異，家長需掌握他們的日常表現、行為

及特質，以便及早察覺他們的轉變。 

3. 提升子女的發展五大範疇的功能，面對升讀小一的挑戰 

a. 身 – 保持健康體魄 

 

 

 

   

  

睡眠 運動／體能活動

飲食 遊戲
健康身體

建議每天最少 9小時 

晚上 10時前入睡 

建議每天最少 1小時 

建議每天最少 1小時， 

電子裝置（娛樂）少於 2小時 

建議均衡飲食、節制糖油 

示例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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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心  – 做好心理準備及情緒支援 

i. 升讀小一前：預備面對轉變 

 安排子女參觀新學校／讓子女參加學校的小一預備班 

 預先跟子女練習執拾書包 

 調校子女的生理時鐘 

 與子女一同閲讀關於升讀小一的繪本，讓子女對將會面對的情況有心理

準備 

ii. 升讀小一後：建立情緒連繫與運用心理支援策略 – 先問、多聽、後輔導 

 

 

c. 腦  – 訓練腦的執行功能 

i. 工具：時間表／計劃表、按重要／緊急程度排優先次序、清單 

先問

•只問功課或成績

•關心子女生活（例：今天有甚麼趣事／令你煩惱的事？）

多聽

•眼到、耳到、心到、手到（放下電話）

•口可以提出一些問題，了解更多

後輔導

•講道／説教

•表達同理心並接納情緒（例：聽起來的確值得高興／
令人煩惱……）

•如有需要，可以舉出一、兩個建議給年幼子女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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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制訂功課輔導策略 

 

d. 同 – 提升子女獲同儕接納的機會 

i. 培養子女受歡迎的特質：儀容整潔、社交技巧良好（願意分享、 

幫助別人、尊重他人意願、溝通良好）、情緒智商 (EQ) 高（不會亂發脾氣）、

有專長（例如：有特別技能） 

 

ii. 教導子女先觀察後加入團體  

 

 

 

 

 

 

  

觀察 提供協助

加入遊戲，合作

找另一個群組
例如： 

「我可以負責守

龍門嗎？」 

「我可以加入，

負責捉人嗎？」 

他們在玩

甚麼？ 

做功課前

•預備合適的環境

•訂立協定，列明時
間、目標、後果

•家長可分工合作監
督子女（或者安排
其他人監督）

做功課時

•給具體的讚賞（例
如：坐得端正）

•家長可在旁做自己
事情（例如：看書）

•如果子女未完成已
經分心／離座，家
長需要提醒子女繼
續做功課，並處理
行爲（例如：透過
收起玩具）

做功課後

•不要為子女改掉所
有錯誤。要求子女
自己檢查一次，子
女認爲可以就預備
呈交，讓子女學習
為自己的功課承擔
責任，亦讓老師知
道子女的學習進度

•如果子女未能完成
功課，需要讓子女
得到自然後果（交
不到功課有機會被
老師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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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 – 輔助子女學習 

i. 提升子女學習能力 

 只著重成績  著重學習過程 

 比較  欣賞子女努力、接納能力限制、鼓勵子女 

 不斷催谷  合理期望 

（過高且不合理的期望會令成績更差） 

 在能力範圍内調校可以控制的因素 

（提供合適的在家學習環境、安排均衡的

時間表、鼓勵子女參與遊戲及運動） 

 

ii. 令子女自主學習 

 

 

 

 

 

 

 

 

 

4.  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小一銜接  

a. 公營小學有專業團隊提供支援服務（例如：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教育心理

學家、言語治療師、學校輔導老師和社工等）。 

b. 當子女已評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家長應向學校提供有關資料，讓小學及早了

解他們的特殊教育需要，並提供所需支援 

c. 開學前： 

i. 家長要有心理準備，子女在開學後數星期的行爲問題有機會短暫加劇 

ii. 部分兒童對於轉變會比較敏感／缺乏彈性，家長更需要預先協助 

子女面對轉變（參考工作坊簡報：「心」部分） 

iii. 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家長需要加強訓練子女的： 

• 自理能力（例如：自己上洗手間、自己執拾書包） 

• 執行功能技能（參考工作坊簡報：「腦」部分） 

• 社交能力（參考工作坊簡報：「同」部分） 

引發好奇心

了解學習目的

選擇學習方式

難度剛好

讚賞子女學習過程而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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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建議 

a. 家長可以參加一些本地實證為本的家長教育課程，提升正向管教技巧，這可間

接改善子女加強入學準備／學校適應的能力，有助日後維持正面的親子關係。 

b. 每逢長假期後，子女重返校園都需要重新適應。家長在有需要時可以重新應用

以上針對五大發展範疇的策略幫助子女有更佳適應。 

c. 如子女需要在家進行網上課堂，家長仍然可以於五大發展範疇提供引導／協助，

讓孩子更均衡地發展，例如： 

 

 

 

 

 

 

 

6. 家長資源  - 教育局小冊子／資訊 

a. 幼小銜接小冊子／資訊 

（包括「幼小銜接小錦囊」、「我家孩子上小學 — 家長錦囊」、 「升學了故事

冊」）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primary/materials/index.html#   

 
 

b. 提升執行技巧：課堂支援模式 

内有學習工具下載，協助家長引導孩子學習／跟從學校規矩（例如：獎勵計劃

表、執書包清單）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resources/teaching-resources/61.html  

 
 

  

身 每天在家做簡單運動、每小時站起來在家走動 3分鐘 

心 跟子女每天談心、定期安排室内家庭活動（例如：桌上遊

戲），以加強親子關係 

腦 跟子女編排好時間表，平衡學習與作息 

同 讓子女跟朋友用視像電話通話 

學 提供進行網上課堂所需的技術性支援、安排一個學習區域

／角落讓子女專心上課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resources/teaching-resources/61.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types-of-special-educational-needs/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resources/teaching-resources/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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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親子閱讀樂趣多 – 給 6-9歲孩子的家長》小冊子  

建議家長如何引導孩子閲讀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primary/materials/parent-child-reading/reading_6-9.pdf 

 

  

d. 教育局「融情‧特教」(SENSE) 資訊網站 

網站有特殊教育需要小一學生家長資料、如何培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小冊子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

public/index.html 

 

 

e. 教育局「融情‧特教」(SENSE) 資訊網站 –「樂在家、網學易」系列 

網站提供網上資源，協助家長和教師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運用有效的策

略及教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於長假期安排合適的活動，維持他們的學習

興趣，在家安心持續學習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

serie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parent-child-reading/reading_6-9.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parent-child-reading/reading_6-9.pdf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and-the-public/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index.html
https://sense.edb.gov.hk/tc/integrated-education/joyful-online-learning-at-home-seri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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