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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原讀為「佳」，亦可讀作「孩」，服務以孩童為本，因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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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呢下的家長陪伴
８月是一個學年的終結，亦意味著孩子即將要升「呢」，如Ｎ
班升Ｋ１，Ｋ１升Ｋ２，Ｋ２升Ｋ３，Ｋ３的大哥哥大姐姐要
升小學了！每年的升「呢」都是一個新挑戰，對年幼的孩子而
言，家長和老師的陪伴及指導十分重要。讓我們一起看看不同
級別孩子在升「呢」的過程中遇到的新挑戰，家長在陪伴過程
中的心聲，支援孩子的方法，讓孩子解鎖新技能！

Ｎ班升K�班
家長心聲：孩子將會面對新的同學和班老師，他／
她能適應嗎？
回應：孩子面對新環境(新課室)、新老師、新同學
，免不了需要一段適應的時間。與此同時，其實家
長亦陪伴孩子，一起面對這個轉變，與孩子同行。
家長可以多向老師了解孩子在學校的情況，與老師
保持聯繫及溝通，有助於了解孩子適應學校生活的
情況。此外，家長亦可以增加與孩子的個別傾談時
間，讓孩子分享心情及想法，如：「返學開唔開心
？」「識左邊啲朋友仔？」等，透過聆聽孩子的說
話，家長可以了解孩子在校情況。

K�班升K�班
家長心聲：孩子面對學習形式上的轉變，如執筆寫
字，他/她能應付嗎？
回應：家長可以透過讚賞及鼓勵，讓孩子在學習的
過程中，增加成功經驗及自信心。家長亦可以調整
個人期望，接納孩子在學習上的不完美 (如：寫字
不夠工整時，不多次要求擦掉重寫)，循序漸進地
協助孩子適應學習上的轉變，讓孩子增加對寫字的
興趣，提升學習動機。在執筆寫字上，需要孩子運
用不同的能力，包括：手眼協調、空間感、大小肌
等，家長可以透過遊戲或親子互動，讓孩子提升對
書寫的興趣，如：運用不同顏色的顏料或沙，讓孩
子在上面用手指寫字。大小肌活動方面，家長亦可
以參考偕同第25及26期的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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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班升K�班
家長心聲：孩子功課量增加，為升小一打好基礎，
他／她有足夠能力應付嗎？
回應：有些幼稚園會在Ｋ３時預演小一學習模式
，讓孩子可以在一年間慢慢適應小一生活，避免
升小學後學習模式有太大轉變而未能適應。家長
可與孩子講解形式轉變的原因，同時讓孩子明白
家長會在這段時間陪伴他一起接受挑戰，增加孩
子的信心。另外，家長可以趁機讓孩子學習時間
管理，如善用To Do List(任務清單)，讓孩子學
習不同技能。

K�升小一
家長心聲：對孩子的學習要求較之前提升，如學習
科目增加，需要較高專注力，功課較多，溫習時間
延長，他/她能做到嗎？
回應：家長對孩子在升小一初期的表現保持平常心
，因為孩子需要時間適應新的學習模式，而且每個
人的適應能力不同，切勿作出比較。家長可觀察孩
子的困難，亦可以直接與孩子傾談，關心他的適應
狀況。家長可以先建立孩子在學習上的紀律，固定
學習時間，與孩子共同製作學習時間表：做功課時
先難後易，因處理困難的功課較需要精力去處理，
在孩子剛做功課時較有精神及體力應付。家長的陪
伴及鼓勵十分重要，在適應初期可陪伴在旁，給予
建議，建立孩子解決困難的方法，待孩子掌握了技
巧後，可以慢慢放手，讓他自己作嘗試，建立孩子
的獨立能力。

生命之旅桌遊（幼稚園/幼兒學校版）
遊戲說明
每位玩家先選擇一隻屬於自己的棋子
，玩家在起點開始，輪流擲骰，決定
前進步數，如果格子上有指示，請跟
從圖上說明，例如「後退數格」、「
暫停一次」等，如格子上有「幫助卡
」、「獎勵卡」圖樣，請抽選該類卡
一張，按卡上的指示完成任務。如果
到達終點後仍有剩餘點數，剩餘的點
數便需要退後，最快到達終點的玩家
勝出。

物資預備
１棋盤
２按人數的棋子：可選 
　擇小型家庭物品當作
　棋子（例如不同顏色
　的樽蓋）
３骰子一粒
４幫助卡
５獎勵卡



家長協助穿校服上
學，感到快樂。

因上學而與家人暫
時分離，感到傷心

認識新同學及師長
，覺得陌生並感到
害怕。

懂得社交禮儀並向
人打招呼而感到自
豪

被搶玩具而感到憤
怒，而打同學。
（後退４格）

不敢告訴老師想上
廁所而瀨尿，覺得
不好意思。

嘗試學習自行洗手
及如廁，感覺新奇
。

下雨天無法進行户
外遊戲，很失望。

因發燒而感到疲倦
。（暫停一次）

放學時家人接放學，
期待及興奮。

食飯拖延，需要家
人餵食。

為學習到摺紙及使
用剪刀而感到有趣
。

能自己數10個或以
上的物品，感到有
能力。

覺得自己跑得最快
，指著同學說：你
跑得慢過我。
（暫停一次）

知道自己的長處，
會與人分享內容。

與同學玩棋，輸了
便發脾氣。
（後退５格）

會控制自己的情緒
和遵守社群守則。

用商量、妥協等方
法解決問題。

開始明白和詢問別
人的想法與感受。

玩攀爬架時感到害
怕，動作不穩。

邊走動邊接球。

填色時經常出界。
（後退３格）

終點
畢業了！

生命之旅桌遊（幼稚園/幼兒學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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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入學了！

=幫助卡 =獎勵卡



此為空白頁
請剪出下頁幫助卡

幫助卡

家長送孩子一句格言
家長以文字或圖畫展
示一句格言，讓孩子
面對困難時可給予鼓
勵及勇氣，面對新挑
戰。

親子分享
家長分享一件童年趣
事，孩子分享一件在
幼稚園中難忘的事。
鼓勵家長以不批評及
接納的態度聆聽。

一起禱告
為家人禱告，求天父
賜予力量和平安。

讚賞孩子的優點
家長讚賞孩子的表現
、長處或性格。以此
鼓勵孩子可欣賞自己
，更有自信心。

親子互相揼揼肩膊
每人為對方以雙手按
摩肩膊各五下，完成
後向對方說「(對方稱
謂)，我支持你！」

獲得好朋友支持
互相傾訴心事，清空
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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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空白頁
請剪出下頁獎勵卡

獎勵卡

完成功課，獲得老師
給予的貼紙。

同學送贈一份好友禮
物。

一直嘗試和堅持，享
受努力的過程。

有健康的體魄，能學
會不同的運動。

在學校表演，獲得同
學的掌聲

作情緒的主人，能管
理情緒。 

自行填上獎勵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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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家　解　說 
以愛陪伴、以心教導、以生命同行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學校
趙婉婷老師、歐頴瑤老師

兩位老師見證及陪伴同一班孩子從Ｋ１至Ｋ
３的成長，給予愛與關懷予孩子，亦與家長
建立良好及信任的關係，達至家校合作。

此為空白頁

11　教養專題 — — 專家解說　12 



以愛陪伴、以心教導、以生命同行
今期小編尋遍不同幼稚園／幼兒學校，終於找到曾成為同一班Ｋ１至Ｋ３的兩
位班主任，看看她們在這三年間如何與孩子同行，陪伴孩子成長。
「當年他們是我第一班教導的孩子，我們的關係到現在仍然很好。」歐老師眼
泛淚光，回憶起當年往事。小編回應道：「就如媽媽與第一個上幼稚園的孩子
。」
現在孩子們已畢業，讓兩位老師與家長分享在不同階段中如何陪伴孩子面對及
通過每一關的挑戰。

N班升K1班/ 新入讀K1班

挑戰一：建立常規
K1時我們看到家長管教模式各有不同
，孩子因而有機會出現不同的情緒行為
狀況。

法寶：
1. 我們鼓勵家長在孩子有不恰當行為
時可給予恰當後果，讓孩子知道行為並
不恰當。
2. 當時我們常與家長溝通，分享孩子
在校情緒。同時與家長建立良好關係，
增加家長對學校之信心，給予相關管教
建議，達至家校合作。

K1班升K2班
挑戰一：執筆寫字
我們曾經看過家長常擦掉孩子寫的字
，期望孩子可以寫得整齊漂亮。但孩
子剛開始寫字，仍未能掌握基本的技
巧。

法寶：
1. 家長可因應孩子能力而調整個人
期望，了解孩子的看法。部份孩子認
為自己寫得很好看，但家長不認同，
之後擦掉孩子的字。這樣會影響孩子
的自尊自信，宜多正面鼓勵孩子，建
立孩子寫字的信心。

2. 若家長想孩子寫字有進步，需鼓
勵孩子多作嘗試，在家與孩子做小肌
訓練，有助孩子預備執筆。

3. 良景幼兒學校會預先與家長分享
執筆膠的使用，並提供「愉快學寫字
」的筆順簿等，以支援家長及孩子學
習。

K2班升K3班
挑戰一：預備升小
孩子預備升小，在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也有所提升，包括專注力。此外，家長
在為孩子選校或預備升小時，如：為孩子報讀不同的班組及補習班，免不了
會增添了壓力予自己及孩子。

法寶：
1. 我們曾建議家長循序漸進地及按孩子能力，慢慢與孩子溫故知新，家長
從孩子的能力與需要出發，孩子的進步更大。
2. 在K3時孩子能力已有所提升，所以我們有更多的戶外活動讓他們參與，
讓他們從活動中學習。

挑戰二：學校適應
部份孩子剛入學時可能會出現分離焦慮、想念家人的情況；部份全日班孩子未
能適應在校午睡。

法寶：
1. 孩子未能安睡時，我們會陪伴孩子，輕拍孩子，讓他感到更有安全感。
2. 我們會建立對學校的正面感覺，家長也可以這樣做，同時透過繪本或構思新
方法，讓孩子開心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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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暨美感專題
立體同行小天使

偕同與大家相伴一個學年，相信家長在教養孩子上也有不少反思，亦曾
經與大家分享在育兒上深刻的字句，培育孩子時重要的格言，今期為大
家送上一個小手作，可以引導孩子體驗點、線、面的關係，家長可在小
天使的胸前寫上你的格言，製作完成後成為家中或辦公桌上的擺設，在
疲乏之時為自己打打氣！

K3班升小一
挑戰一：小學學習模式與幼稚園的不同
疫情下，孩子的生活也許未如之前規律。部份孩子可能會不習慣由不同老師教
導不同科目，而且老師教導的風格也與幼稚園時不一。小學老師亦未必如幼稚
園般時常與家長聯絡及分享孩子在校情況。
法寶：
1. 家長可以與孩子訂立時間表，建立孩子的規律生活。如有需要，可配合獎
勵計劃。
2. 家長可先與孩子分享幼稚園與小學的分別，為孩子作心理準備。

看到孩子升班的感受
「看著孩子成長，讓我體驗到感動及有成功感，因為見證孩子由剛入學時常哭
泣及出現行為情緒狀況，直到孩子慢慢能跟從課堂規則，甚至能夠在畢業禮表
演跳舞，對他們而言實在不易。但孩子能成功做到及演出，作為老師亦為他們
的表現感到驕傲及欣賞。」
 
展望及贈言
「家長保持正面態度，孩子的成長有賴父母悉心教導和培育，盼望家長能多聆
聽幼兒的內心世界，多欣賞和鼓勵、多陪伴孩子，使他們能成為一個幸福的孩
子！」
「學業雖重要，但孩子的品德、享受童年、開心快活地過更為重要。」

小編感言
老師陪伴孩子走過一段路，而家長陪伴孩子走過更長的路，兩者都實在不易！
老師及家長的陪伴、愛及包容，都將成為孩子的安全網，陪伴他們一生，裝備
他們更好地面對未來大大小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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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空白頁
請剪出上頁小天使紙樣

參與世界盛事，親子身體力行支持奧林匹克運動會｜
親子家居創意運動項目

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今年七至八月舉行，幼兒
及家人可安坐家中一同欣賞各項運動比賽項目，從電視中
觀賞激烈競賽、學習運動員堅毅的運動精神及為他們打氣
！ 
親子可於以下電視服務頻道觀賞賽事：

奇妙電視、有線電視、Now TV、TVB、ViuTV*（排名不
分先後）
邀請親子在觀賞完運動項目後，可與幼兒發揮小創意，在
家中設計及模仿奧運運動項目的體能遊戲，響應世界盛事
，成為家庭中的小小運動員！
問卷內可回答孩子最喜歡的運動賽事，結果於之後公佈。

*賽程播出時間請留意電視服務之時間表

東京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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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緩和後，偕同在今個學年舉行了親子藝術體驗和幼兒劍擊
體驗工作坊，亦送出了大小肌鍛鍊遊戲，讓中獎的孩子和家長能開
心體驗藝術、劍擊或體能之趣。現在齊來看看活動花絮回顧。

抽獎禮物及活動花絮

親子藝術體驗工作坊
在導師帶領下，親子在個半小時內
完成美麗的星夜創作，家長耐心地
陪伴孩子完成，場面十分溫馨呢！

孩子學習了基本步法及握劍後，用劍
進行劍擊挑戰任務 。 孩子完成劍擊體驗後與家長、導師及

偕同編輯進行大合照。

幼兒劍擊體驗活動

大小肌鍛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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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的幼稚園駐校社工團隊，特別為本服
務的幼稚園家長設立熱線電話，家長在管教或家庭上有需
要或困難，可致電本熱線作諮詢，詳情如下

熱線電話：51939481
熱線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公眾    　
　　　　　假期除外

若有需要，家長亦可聯絡你的駐校社工尋求支援或協助。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
的耶和華而來。」詩篇121篇1-2節

第二十八期「偕同」問卷

問卷：https://bit.ly/2ThpM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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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齊
升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