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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家庭/朋輩影響

學前階段 幼稚園階段 小學階段

中學階段 大學/成人

家庭

朋輩/同學



歡迎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老師

也是最親密的友伴



有禮貌

開開心心 叻

人見人愛

無病無痛

健康成長成績好

IQ、EQ高手

快樂



良好習慣

建立規律生活



諺語:
三歲定八十

幼稚園是成長的關鍵期

小學是鞏固學習的基石



家長: 「我可以怎麼辦?」



 開學前

 開學後

 開學3-6個月後



第1步曲- 開學前

‧培養 規律化 生活
‧認識上學路線
‧了解新校園環境
‧向子女解釋幼稚園與小學的分別
‧向同校朋友了解，掌握學校消息
‧營造上學的愉快氣氛
‧留意個人情緒



跟孩子多談上學情況

一起編訂學習遊戲時間表

訓練孩子的自我照顧能力

學習認識多些新同學

留意個人情緒

第2步曲- 開學後



學習氣氛須足夠

寓學習於遊戲，激發思考

訓練孩子的專注力/自律性

多與校方及其他家長聯絡

第3步曲- 開學後3-6個月後



信任學校
向孩子交代清楚才把孩子交給老師/學校，告訢孩
子學校老師同樣愛錫小朋友。

穩定接送安排

盡量有固定人選依時接送，經常換人或太遲接子

女，也可能令他們產生沒有安全感及恐慌。

不要依依不捨
送子女回校時，陪伴時間適可而止，孩子越不願
讓家長離開，情緒波動就越大。

家長的態度



體諒孩子
要接受與了解孩子的害怕感受，清楚告訴他如:『做完…

後，夠鐘就來接你回家。』

積極面對
切勿由孩子自行操縱上學與否，以免影響將來上學的態

度(避免養成逃避的習慣)

培養獨立
家長和孩子道別時，應離開學校，不要在門外徘徊、在

孩子視線範圍內出現。

家長的態度



 放開懷抱

縱使離開時，子女在哭啼，家長亦應與老師協商
後，交給老師，因為這是必經階段。

 明白改變需時

哭著上學的時間長短因人而異 (有些同學開始時
不哭，過一星期後再哭啼，亦屬正常。)

家長的態度



實際例子(一)

執書包



 培養良好習慣(有條理)

 身體健康(減輕負擔)

 學習過程(分析、記憶、執行)

為何要執書包?



 明白學習需要時間

 接納、容許犯錯

 耐心教導

 了解孩子面對的困難

如何培養孩子好好執書包



實際例子(二)

寫/簽家課冊



 協助孩子處理學校生活事宜

 培養良好習慣(有條理)

 發放/接收資訊

 家長與老師溝通的橋樑

為何要寫/簽手冊?





 每天檢查孩子手冊

 如孩子經常欠寫/抄漏，可與同班相
熟朋友核對內容

 清楚閱讀學校通告及簽署

(協助孩子正視寫手冊及學校工作)

 提升家長對孩子的了解(學校生活)

 協助孩子適應(家長與老師良好溝通)

寫/簽手冊的注意事項



寫手冊技巧: 

你寫我寫
對號入座
加上(   )做得妥

處理功課的方法: 
建議使用『功課百寶袋』
立即將功課放入『功課百寶袋』
功課『三文治 』



過渡期問題:

上洗手間
欠功課
欠帶東西/回條/通告





兒童是否快樂多與家人有關

 (明報)2010年10月9日
香港家庭福利在今年7月就3070位小三至小六的
學生，進行一項名為「兒童眼中的快樂」的問卷
調查，來探索兒童對快樂的看法。

 兒童快樂指數的調查顯示，
兒童是否快樂與家人有直接關係。



1. 我覺得家人時常稱讚我；

2. 我生活在愉快輕鬆的家庭氣氛當中；

3. 我和家人擁有良好的溝通；

4. 我欣賞自己一些性格特質及

5. 在我未能達致家人的期望時，家人會
表示接納及體諒。

兒童快樂指數最高的5個元素



身體的
接觸

肯定的
言語

精心的
時刻給予

禮物

服務的
行動



愛的語言之一:身體的接觸

最容易使用
可以在任何場合使用
不限於親吻和抱抱，包括所有身體接觸
孩子感受到『我愛你』的事實
例如：一位父親把1歲大的孩子輕輕地向空中拋舉、
 一位媽媽擁孩子在懷中念故事書給他聽



愛的語言之二:肯定的言語

讚美和鼓勵的話更能使他們感受到被愛

聽到父母在口頭上肯定

孩子感受到：「我在乎你。」

滋養孩子內在的價值與安全感

尖銳話語會傷害孩子的自尊心， 使他懷
疑自己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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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 有禮貌 節儉
冷靜 勤力 有領袖才能

文靜 機智 接納意見 有責任感
健康 有笑容 有創意 謙虛 細心

誠實可靠 幽默重視友情
學識廣博有口才樂觀開朗

關心別人有口才合群 運動能手
服從有主見容易相處
活潑可愛坦率有耐性



愛的語言之三:精心的時刻

 孩子渴望得到父母的注意

 爸爸媽媽全神貫注的注意力令孩子覺得被愛

 很多孩子的反叛行為，就是要得到更多與媽媽及
爸爸在一起的時間

 它傳達的信息是「你很重要，我很喜歡跟你在一
起。」

 孩子覺得他對父母來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因
為他完全擁有父母



‧ 享受親子時間

‧ 提升學習技巧





假設你和孩子將會出街購物，
給他/她一個任務，就是記住
所需要買齊的5件物品

例如: 信封 風車 雨傘 香蕉 鬧鐘

玩遊戲: 「鬥快記物件」





愛的語言之四:給予禮物

 愛的表示，是無條件給予的

 有意義的禮物會變成一個愛的象徵

 不是單單有條件的獎勵

 為孩子益處出發的

 不在乎禮物的價值和大小
例子：禮物是以孩子的名義，助養第三世界的孩
子，讓他們明白「施比受更為有福」



愛的語言之五:服務的行動

幫助他們做無法做的事情

父母作為孩子生命的模範

讓孩子懂得幫助和體諒別人

學習服務別人

不自我中心



允祈星星獎勵計劃 (給予禮物)

賞罰分明是最有效的教導方法

以自理、紀律、態度、學習和品格五個範疇
作獎罰

每日最多獲五粒星星貼紙作獎勵

每粒星星值一元，每月尾作結算

允祈可以決定儲起或買一份價值等同星星數
目的禮物





體驗活動



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

數學(Mathematics)





多種感官學習法多種感官學習法
透過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和運動覺
等來學習。





• 透過『看』教材來學習

• 在聽的同時也要看著教材

• 透過視覺去儲存資料(用圖
表、流程圖、圖片)



上長下短是 兵

上短下長是 地





• 透過『聽』教材來學習

• 喜歡唸頌、請別人講解或抽問
內容、小組討論







～繩子砌字(記認字形結構及筆劃長短)：

多感官學習–觸覺



家長可:

☺預先說出孩子要面對的轉變

☺告訴孩子這種不安感的出現是正常的

☺培養孩子的安全感能減低他們的焦慮

孩子需要大人給他們一份安全感



請為孩子預備適當的上學用
品，和衣服鞋襪等，這可幫助
孩子建立安全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