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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伴讀故事 ● 填色故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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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了》標誌著另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
半」，我們希望孩子都能準備充足，滿懷信心，精神抖擻地在追求知識的航
道上順利啟程。

第一部分 親子伴讀故事
一、 「升學了」強調家長需要與孩子保持溝通，共同面對學習生活的

轉變。
二、 「時間的妙用」介紹時間安排方法，道出小學校內及課餘生活情

形。
三、 「畢業聯歡會」引出孩子的社交、情緒問題。家長不單要明白家

校合作的重要，還要隨機引導，讓孩子學習與人相處之道。

第二部分 故事後活動-填色故事畫
「從『幼稚園站』到『小學站』」是一些正在唸高班的小朋友的作品，

圖畫反映出他們對升讀小學的心情和冀望，充滿創意、奇想。故事圖畫可用
作填色活動，在發揮創意之餘，更讓孩子實際參與，增加閱讀趣味。

簡 介

2



「升學了」

給家長的話

爸媽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也是孩子最親密的友伴。坐在
爸媽大腿上聽故事、聊聊天、玩玩耍，這都是孩子最享受的時
光。當孩子升上小學的時候，父母往往因為擔憂子女的學業成
績，忙於督促他們做功課和安排課餘學習活動，因而影響正常的
親子溝通。

其實，過量的課業練習容易使孩子失去學習興趣，而過多
的課餘活動也會令孩子吃不消。兩者除了需要取得平衡，也要考
慮孩子的興趣和意願。

面對轉變，家長需要留意孩子的情況，保持良好的溝通，
給予孩子空間和時間來適應及接受升學的轉變。要小學生活有好
的開始，良好的親子關係非常重要，而家長的協助和支持更是不
可缺少的！

這個故事述說幼稚園高班學生樂樂在升讀小一前的奇異遭
遇。各位家長請聆聽孩子的心聲，分享他們的感受，除去小孩心
中的疑慮，為升讀小學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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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媽媽與樂樂到放榜中心看派位
結果。樂樂知道升讀那一間小學後，十分
興奮，但心中也有很多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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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後，剛唸小一的鄰居
浩仔來找樂樂玩電視遊戲機。
樂樂一邊玩耍，一邊說出心中
的疑問。

      小學會是怎樣的？
有沒有人和我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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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仔： 「小學的校舍很大，除了課室外，還有操場。小息時，你可
以和同學一起跳繩、打球、談天、玩遊戲或吃東西，比幼稚
園更好玩呢！」

樂樂： 「有得玩，又有得吃，很不錯呢！」 6



浩仔： 「說真的，如果升上小學不是有那麼多的功課，又不用
上那麼多的興趣班，小學生活也挺不錯的呢！糟了，
我要趕往游泳班呢！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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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 「游泳、畫畫也很好玩呀，不過功課多就不大好了！」這時，
在樂樂口袋裏突然走出了一隻小熊來。

樂樂驚問：「你是誰?」 

小熊： 「樂樂，你好，我是住在你手帕裏的小熊。」

樂樂： 「噢！那麼奇怪？但你的確很像我手帕的小熊呢！」 

小熊： 「是呀，我知道你快要升上小學，特別來恭喜你！」 

樂樂： 「多謝你，小熊。我的確很高興，不過我也有些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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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既然你有這些憂慮，不如我陪你去找爸媽說出感受，大
家一起想辦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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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笑著說： 「升上小學，的確會有很多新的事情需要學習，但不用擔心，
我們會陪你一起去適應！」

媽媽：「是呀，升上小學就大個仔了，漸漸會照顧自己，學懂更多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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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 「我也想學很多、很多東西。不過，浩仔說上小學要做很多功課，又

要上很多興趣班，那豈不是沒有時間玩？我會很慘、很辛苦的啊！」

爸爸： 「那又不一定很慘，只要上堂留心，時間分配妥當，做功課不需太多

時間，也不難做。至於興趣班，當然不會替你報讀太多，參加的都會

是你有『興趣』上的『班』。有興趣的話，又怎會怕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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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那也有道理⋯⋯！不過，我們還有時間一起出外玩嗎？」

媽媽笑笑說：「當然可以，大家合力把一切安排妥當，就如以往一樣，我
們一樣可以在星期天到遊樂場玩，每天晚上說故事呢！」

樂樂聽了爸媽的說話後，便抱著爸爸媽媽，親了他們一下，心想：「真想
快些上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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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心事廣場

活動目的： 能與孩子保持溝通，分享彼此
感受。

活動時段： 每天任何時間（建議在一些較
輕鬆的時段，如飯後或睡前）

活動時間： 最少10分鐘

活動內容： 家長與孩子分享當天做過的事
情。過程中可鼓勵孩子說出自
己的感受，交流意見。

「每天傾談十分鐘，互相了解樂融融」

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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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妙用」

給家長的話

兒童期的孩子一般會對事物有好奇心，求知慾強。父母

要繼續按兒童發展的特質，在日常生活中激發孩子的學習興

趣，增強紀律觀念和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這對孩子適應小

學生活會有很大幫助。

小學對孩子的要求較幼稚園多。學生要遵守學校的規

則，如行為規範、上課紀律等，與幼稚園相比，當然很不一

樣。家長平時能培養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孩子會較容易適

應學校生活，例如可加強時間觀念的培訓，協助孩子制定作

息時間表，訓練孩子完成家課、整理書包、準備上學用品、

穿著校服和鞋襪等，更重要的是讓孩子懂得負責任。

本故事以安排時間為主題，小熊向樂樂介紹在新學習階

段的要點，為升上小學作好準備。

14



這天，樂樂很開心。

樂樂： 「唔！我一早完成了功課，又把玩具收拾好。
爸爸回來一定會很高興呢！」

這時小熊也出來稱讚樂樂。

小熊： 「樂樂真能幹！做事那麼有條理！」

樂樂：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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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在小學一切都很有秩序。不同的學科，如中文、英文、
常識、視藝、體育等，會有不同的老師按著時間表，在
課室、活動室或操場給我們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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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課餘還有各種不同的課外活動，如舞蹈、球類、電腦班等，
大可按照你的興趣參加。」

樂樂： 「很豐富的活動啊！比幼稚園的還要多！多好玩！」

小熊： 「當然，除了上課外，還有小息時間，讓你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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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你大可利用小息去吃東西、找同學玩耍或聊天等，
但不要忘記上洗手間。」

樂樂： 「那樣，我想要有很多很多個小息。不過若小息沒有
玩夠，我大可回家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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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回家後當然可以玩，不過，還要做家課和溫習，而且需要用的時間會
比幼稚園時多一些，大概一小時才可完成。但是，如果你懂得安排時間
便沒有問題了。」

樂樂： 「我要怎樣安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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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繼續說： 「你最好聽老師的話把要做的家課都寫在手冊上，那
便不會忘記。這樣，你回家先休息或玩耍也可以。不
過最緊要是預留做家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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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 「那我應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呢？」

小熊： 「你大可以找爸媽商量，協助編製作息
時間表。」

樂樂： 「好主意！我馬上去找爸媽！」

小熊笑了一笑，便回口袋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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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工作對對碰

活動目的：孩子能安排自己的工作和遊戲時間

建議活動時段： 升讀小一前約半年

  (要視乎孩子的能力、個性而定)

活動： 1) 孩子最初學習安排時間時，讓孩子自
定完成工作的時間。

*家長需培養孩子的時間觀念，學習衡量時間是否足夠。*

 2) 邀請孩子協助完成一些簡單家務。

(如：今天可否幫我摺衣服？)

留意孩子如何安排這些工作的先後次
序，可用提問方式引導他們考慮安排
工作時要如何配合環境。(如：跟孩子
討論他們的工作安排，為什麼要這樣
做、為什麼會先做這步驟等)

 3)  待升上小學後，多鼓勵他嘗試自行安排
做家課的先後次序，也可一起編製作息
時間表。在有需要的時候家長可為子女
提供意見，如安排工作的準則。

提示： 家長在過程中可用口頭鼓勵或稱讚，幫助
子女獲得成功感。

「時間安排快快學，小一生活好快樂」

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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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聯歡會」

23

給家長的話

高班的孩子快將畢業，面對分離，心情難免鬱結，家長需

要協助孩子正面處理這些情緒。藉著學校舉行畢業聯歡的機會，

鼓勵孩子互取通訊資料，使能繼續維繫彼此的情誼。

踏入小學，家長也需要以身作則，積極參加學校家長教師

會，與老師保持聯繫，讓老師了解孩子的個性、特質和健康狀況

等。透過家校的共同努力，幫助孩子適應小學生活。

此外，在課餘與其他家長為孩子們安排社交活動，也可幫

助發展兒童的社交能力。多認識新同學，對孩子融入新的學習環

境會有更大的幫助。

雖然樂樂很渴望上小學，但在畢業聯歡會上，他的心情很

矛盾，這時小熊嘗試為樂樂解開心中的結，各位家長不妨參考一

下⋯⋯



今天，爸爸媽媽與樂樂參加幼稚園的「畢業聯歡會」，明天他再也
不用到幼稚園上課了。暑假過後，他便是小學生，雖然他很渴望上小學，
不知為什麼每當想起要和老師、同學說再見，他便有點兒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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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小熊從口袋裏走出來。

小熊： 「見你樣子古怪，所以出來看看你。一會兒你穿上畢業
袍，應該好神氣啊！」

樂樂： 「是啊，我的確很高興，但不知道我明天會不會掛念老師
和小朋友呢？如果我掛念他們又見不到他們，你說我怎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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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安慰他： 「你掛念他們是很正常的事。當我掛念我喜歡的人，
但又不能時時見到他們，我就會看看他們的照片。
不如我替你和老師、同學拍些照片留念，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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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你也想想可以用什麼方法和他們保持聯絡？」

樂樂： 「有，可以打電話談天，可以約他們週末來家玩，或者
大家回校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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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 「不過，我升上小學後，在學校裏一個朋友也沒有，怎麼辦呢？」

小熊： 「那還用擔心？在新的學校，當然會有新的朋友。其實你應該高興！
你既有舊同學，又可以有新朋友。上課前或小息時，你可以邀請同學
與你一起玩耍、談天。平時要主動和同學打招呼，對人要有禮貌，有
需要時互相幫助，不要斤斤計較，那樣同學便會喜歡和你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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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樂聽後心情輕鬆了很多，並回憶起初到幼稚園認識小朋友時的情境，
心裏暗暗地說：「交新朋友，我相信不太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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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 「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好了，節目快要開始呀！差點忘
記了，這是送給你的紀念冊，你可以用它來記下同學們的地
址電話，要找他們就方便多了。」

樂樂： 「小熊，你真好，上了小學，你也要常常來探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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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找朋友

活動目的： 孩子能學習主動認識新朋友，並能在
日常與人相處中應用解難能力。

建議時段： 孩子升讀高班後

活動地點： 在日常生活的環境，如公園、遊樂
場、幼稚園親子活動日、主日學、親
友的聚會等場合

1. 家長於假日中帶孩子出外活動，如
到遊樂場去。帶領孩子認識正在玩
耍的小孩。

2. 家長可帶領孩子們一起玩集體遊
戲，如黏紅豆、點指兵兵等，協助
孩子學習不同遊戲的方法和技巧，
享受箇中樂趣。

3. 當孩子遇上爭拗時，可以平心靜氣
分析事情，並示範以正面方法作處
理，讓孩子與別人相處中學習運用
解難能力。

提示： 家長可視乎孩子的性向，採用不同的方
法。若是內向的孩子，需要多加鼓勵，從
遊戲開始更易打破彼此隔閡。

「升學認識新朋友，再見朋友不用愁」

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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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後活動 - 填色故事畫

從「幼稚園站」到「小學站」
孩子們從「幼稚園站」的月台，惜別了老師、小朋友和嬸嬸，

登上「開心號列車」，開往下一個「小學站」。

一張張充滿憧憬的面孔，一個個穿上自己設計的校服的小人

兒，帶著「遙控書包」，準備接受新老師三件寶物 ﹣「金鑰匙」、

「魔法電腦記事簿」和「多用途神奇筆」。「金鑰匙」用來開啟他們

所喜愛的活動之門；「魔法電腦記事簿」能幫助他們發展社交技能和

作為與父母分享校園趣事的工具；「多用途神奇筆」可使做家課變得

更輕鬆。

「小學站」是個快樂天地，會有像公主、王子般漂亮的老師引

領他們穿插、馳騁每個角落⋯⋯在浩瀚知識領域的「圖書站」，從閱

讀中汲取知識；在「電腦站」學習新的電腦資訊科技；到「音樂站」

和「視藝站」，在聽覺、視覺藝術世界盪漾，從物質、科技昇華到藝

術文化領域；在自由活動時間，縱未能沐浴於大自然的懷抱，也可沾

一些自然氣息，種種花，養養小動物；更有「能量食物機」提供喜愛

小食與好朋友分享。

孩子心中的小學校園，是一個樂園、是一片樂土；是我們成人

久違了、遺忘了的地方。作為父母師長，對孩子這些訴求是否也能造

就成全，幫助建造這個學習理想國？

「小學站」生活多姿多采，請鼓勵你的孩子動手為未來的小學

生活加添色彩，將故事畫填上喜愛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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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升小學啦！如果可以穿著自己設計的校服和帶著搖控書包上學去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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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學校裏的老師像公主、王子般漂亮，還友善地帶著我們乘搭
「開心號列車」走到學校每一個角落：圖書站、電腦站、音樂站、視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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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號列車」到達了課室，老師們示範種花、唱歌、繪畫和用電腦等，
還準備了很多遊戲和我們一起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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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又送給我們三件寶物，第一件是金鑰匙，它能打開課室的每一
個櫃，裏面的豆袋、圖書、足球、樂器等，都可隨時隨地拿出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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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是魔法電腦記事簿，只要按一按掣，就會顯示所有同學的樣子、
姓名和出生日期，那麼，我們便可以認識很多朋友了！此外，它會像攝錄機
一樣，可以幫我們拍攝整天的活動，回家便可以和爸爸媽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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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件便是多用途神奇筆，可隨時變出不同的用具：顏色筆、膠擦、
計數機，做家課也輕鬆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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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息是最開心的時候，我們可以一起到學校的操場上休息、一起種花、
餵飼小動物、唱歌和踢球，校園活像一個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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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感到肚子餓的時候，便可以到能量食物機拿取自己喜愛的
小食與好朋友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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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會不會和我的「老友記」一起上學？我們又可不可以一起玩？
將來升上小學，我的生活又會是怎樣呢？會有甚麼開心的事情呢？與幼稚園
相比又有甚麼不同呢？真的想快些升上小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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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故事講完了。

你對升小學還有甚麼感受或疑慮呢？

你可以將問題用畫圖畫的方式表達

出來或直接告訴爸爸、媽媽或老師，

他們定會與你一起想辦法解決的。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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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處得蒙下列機構及人士協助編製《升學了》故事冊，在
此謹表謝意：
　　何彩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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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霞女士
　　何雪影女士
　　潘秀芬女士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本書全部內容已上載於以下網址：
http://www.edb.gov.hk/kp/go_p1

其他可供參考的網址：
《幼小銜接多面睇》
http://www.edb.gov.hk/perc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http://www.chsc.hk/

意見及查詢：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幼稚園及小學組
電話：2892 5821 或 2892 5832
電郵：scdokpkg@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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