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辦 

星級專家參與：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劉怡虹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   趙永佳教授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    羅乃萱女士 

英華小學前校長     林浣心女士 

心啟晴·心理學家     李偉堂博士 

致 幼稚園及幼兒園校長： 

「幼小銜接 360」計劃 

支援幼稚園、幼兒園學童順利過渡至小學 

 

「幼小銜接」是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最為關注的課題之一，幼稚園和小學是截然不同的教育階段。無

論學習模式、課程內容和學習環境都有差異，在進入新的學習環境初期，部分學童可能會出現情緒及交友

等不同程度的適應困難。疫情下，學生持續停課，不少家長都擔心孩子升學後能否順利銜接，香港教育大

學幼兒教育學系及教育創新領導計劃發起推行「幼小銜接 360」計劃，為家長提供豐富的資訊，以裝備學

童順利升讀小一。 

 

 

 

 

 

 

 

 

 

 

 

 

 

 

 

 

 

 

 

 

 

 

  

 

 

貴校如欲參與「幼小銜接 360」計劃，請於 2021年 5月 14日前填妥網上表格，

我們會向學校提供家長通知信電子版本，讓學校將活動資訊派發給家長。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187 3090或電郵至marketing@evi.com.hk 

與 EVI市場部聯絡。 

https://bit.ly/3ej7UAV 

網上登記 

 

舉行日期：2021年 5月至 9月 

對象：全港幼稚園及幼兒園學生及家長 

費用：全免 

資深小學校長參與： 

 

馬鞍山靈糧小學    胡俊秋校長 

沙田崇真學校    洪細君校長 

黃埔宣道小學    李德衡校長 

北角官立小學    張燕媚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杜莊莎妮校長 

「幼小銜接 360」計劃 

 

內容分三大範疇： 

學習篇、適應篇及心靈

篇，協助家長與孩子 

共同面對升小轉變 

 

校長分享升小課題， 

與家長進行問答交流， 

分享寶貴意見和經驗 

 

EVIGarten提供圍繞小學 

生活及日常自理知識的動畫 

影片，鼓勵家長與孩子一同 

觀看，了解小學生活，減低

不安等情緒 

家長錦囊影片 網上家長會 

「升小生活知多點」 

親子故事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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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家長錦囊影片  

適用對象：K1-K3家長 

學習篇 

 影片主題 分享嘉賓 

1 暑假期間就要準備惡補「中英數常」四科嗎？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杜莊莎妮校長 

2 小一功課考試多籮籮，爸媽孩子適應大作戰？ 馬鞍山靈糧小學胡俊秋校長 

3 如何促進閱讀的趣味性？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 

4 如何讓小朋友學會背東西？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 

5 如何銜接小一英語學習？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杜莊莎妮校長 

6 如何培育具數理探索力的孩子？ 黃埔宣道小學李德衡校長 

7 父母如何有意識地放手，讓孩子學習自理？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 

8 如何為小朋友選擇學校？ 英華小學前校長林浣心女士 

9 如何為小朋友準備小一升學面試？ 英華小學前校長林浣心女士 

10 興趣班對升小一有幫助嗎？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系主任劉怡虹博士 

11 如何訓練小朋友的自我調控能力？有哪些遊戲例子？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系主任劉怡虹博士 

 

適應篇 

 影片主題 分享嘉賓 

12 參加興趣班丶校隊及課外活動對學生有什麼意義呢？ 沙田崇真學校洪細君校長 

13 「鈴…鈴…鈴…」小息到了 北角官立小學張燕媚校長 

14 如何建立愉快有規律的生活習慣去面對升小挑戰？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 

15 父母如何協助孩子面對「轉變」，開展開心健康的小學生活？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 

16 孩子升小一，要有心理準備處理欺凌問題？ 心理學家李偉堂博士 

17 幼稚園學童升小學後通常會遇到甚麼問題？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趙永佳教授 

18 家長如何在心理和生理上幫助幼稚園學童適應升小學？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趙永佳教授 

19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家長可以如何幫助孩子適應升小？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趙永佳教授 

20 小朋友經歷長時間的線上學習，升小後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學校？ 英華小學前校長林浣心女士 

 

心靈篇 

 影片主題 分享嘉賓 

21 男女大不同，如何讓孩子學得自信又開心？ 英華小學前校長林浣心女士 

22 孩子未能與幼稚園好友升讀同一小學覺得很傷心，怎麼辦？ 心理學家李偉堂博士 

23 如孩子即將入讀的並不是你心儀的小學… 英華小學前校長林浣心女士 

24 開學情緒：別把焦慮傳染給孩子 心理學家李偉堂博士 

25 如何教導小朋友在小學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英華小學前校長林浣心女士 

26 踢走焦慮開心升小，準小一生 Are You Ready？ 心理學家李偉堂博士 

27 小朋友表示不想上學，可以怎樣做？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系主任劉怡虹博士 

28 如何從小培養小朋友的正向學習態度？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系主任劉怡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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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網上家長會 

適用對象：K1-K3家長 

 

附表三 EVIGarten網上學習資源 － 「升小生活知多點」親子故事動畫 

適用對象：K1-K3學生 

 影片名稱 學習重點 

1 快樂上學去 了解小學生活和幼稚園生活的不同，做好開學準備。 

2 楠楠升學了 簡介小學的環境、課程安排和校園生活。認識小學和幼稚園的相異之處。 

3 安排一天的生活 透過小象一天的生活，讓小朋友明白生活要有規律，並學習好好分配時間，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4 

按時完成每件事 通過 Billy 的故事，讓小朋友知道今天的事情應該今天完成，而做事要專心，學習有效管理時間，

才能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5 養成守時好習慣 透過故事中兩位主角的經歷，讓小朋友知道守時的美德和培養守時習慣的方法。 

6 可以和我做朋友嗎? 通過小白兔和蒲公英的故事，讓小朋友明白面對恐懼不要害怕，要鼓起勇氣克服困難。 

7 團結的小牛 通過改編《三頭公牛和獅子》的故事，明白朋友之互相信任以及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 

8 

朋友的信任要珍惜 通過 Billy 掉包機器人的故事，教導小朋友做人要誠實，要珍惜朋友之間的信任，不要説謊，做錯

事要敢於道歉。 

9 

好朋友，不吵架！ 通過飯團貓和脾氣龍在旅行途中爭吵的故事，教導小朋友人與人之間要和睦相處，並要學懂替人設

想，知錯能改和原諒別人。 

10 

小沙粒找朋友 通過小沙粒的故事，讓小朋友了解沙的作用；同時，引導小朋友發現自己的優點，培養自信，並鼓

勵他們大膽與人交往，學會與人合作。 

11 

小青蛙洗澡 通過小青蛙邀請朋友浸浴的故事，讓小朋友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各有不同的喜好，要尊重和接

納別人和自己不同的地方。 

12 再見，我的好朋友 認識朋友的定義、朋友間的相處之道，以及維繫友誼的方法。 

13 

西遊記之偷吃人參果 通過改編自《西遊記》的故事，讓小朋友了解中國人好客的傳統，培養待人接物、寛容和有禮貌的

品德，並且要有誠信，勇於認錯和知錯能改。 

14 

不一樣的我 通過細榮學習新事物的故事，培養小朋友的自理能力及獨立意識，懂得做事情要有計劃，並學習穿

衣的方法。 

舉行日期 小學嘉賓校長 主題 

2021年 5月 15日 

(星期六早上 10時至 11時) 

馬鞍山靈糧小學 

胡俊秋校長 

如何與孩子們一起迎接愉快正向的 

小學校園生活？ 

2021年 5月 22日 

(星期六早上 10時至 11時) 

沙田崇真學校 

洪細君校長 

學業和課外活動是相輔相成， 

抑或是互相窒礙的呢？ 

2021年 5月 29日 

(星期六早上 10時至 11時) 

黃埔宣道小學 

李德衡校長 

家校如何協作以裝備孩子面對科技

急促轉變的環境? 

2021年 6月 19日 

(星期六早上 10時至 11時) 

北角官立小學 

張燕媚校長 

我要輕鬆上小一．家長錦囊 

2021年 6月 26日 

(星期六早上 10時至 11時) 

香港教育大學賽馬會小學 

杜莊莎妮校長 

幼小銜接睇真啲，語文學習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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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疊衣物，自己來 通過 Coco 在家不想自己疊衣物的故事，教導小朋友疊衣物的方法，培養自理能力。 

16 

我要做個大孩子！ Billy 決心做個「大孩子」，努力嘗試完成不同的事，學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養自理能力，並明

白堅持的重要。 

17 唔，該刷牙了 通過細榮的故事，認識口腔的基本結構，知道刷牙的方法，並要注意衞生，保持口腔清潔。 

18 端正坐好來閲讀 通過小浩學習正確閲讀姿勢的故事，引導小朋友學會以正確的姿勢閲讀，愛護自己的身體。 

19 王子學寫字 學習正確的坐姿和握筆手勢，知道不良的書寫姿勢有機會造成近視和影響健康。 

20 小貓逛超市 通過小貓逛超市的故事，讓小朋友認識超市，並培養理財能力。 

21 善用金錢從小開始 通過故事三個主角運用金錢的不同方法，教導小朋友要善用金錢，從小確立正確的理財觀。 

22 積金時光機 學習建立正確的儲蓄和消費習慣，培養施予之心，並明白金錢和工作的關係。 

23 柳林風聲 改編自英國兒童文學《柳林風聲》，讓小朋友明白做事前應先加思考，並學會珍惜得來不易的金錢。 

24 神奇的電子貨幣 通過脾氣龍、飯團貓和方包狗消費的經驗，讓小朋友認識常見的電子貨幣，並學會珍惜金錢。 

25 港幣出走了 通過故事介紹金錢的用處、香港錢幣的特色，以及現代社會裏不同的付款方法。 

*家長可申請 EVIGarten免費帳戶 (www.evigarten.com)，登入平台觀看有關資源 

 

 

 

 

 

 

 

 

 

 

 

 

 

 

「幼小銜接 360」計劃顧問團隊：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特別顧問                 戴希立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陳惠玲博士 

前津貼小學議會主席、前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校長  冼哲丞校長 

前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校長                 楊潤玲校長 

教育 2.1大教育平台總幹事                 蔡崇機校長 

前深井天主教小學校長                  鍾名揮校長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創新領導計劃委員               梁錦超校長 

 

計劃支持機構： 

計劃內容及影片可於以下平台觀看，請留意及追蹤專頁，以獲取計劃最新消息！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網站 ： www.eduhk.hk/ece/tc/ 

 

教育創新領導計劃網站   ： https://bit.ly/3emCdqo 

 

Parents Daily 網頁     ： www.parentsdaily.com.hk 

 

Parents Daily Facebook專頁   ： www.facebook.com/parentsdaily/ 

 

EVIGarten電子學習平台   ： www.evigarten.com 

計劃內容及影片可於以下平台觀看，請留意及追蹤專頁，以獲取計劃最新消息！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網站：

教育創新領導計劃網站：

網頁：

專頁：

電子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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