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奠定穩固的學習根基。學習是循序漸進

的，一年級的學習重點不在於立刻學到多

新知識，也不止侷限於讀、寫和計算能力 

，而在於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和團體生活，

培養正確的學習方法、習慣和態度，爲將

來的學習做準備。一年級時能養成良好的

學習習慣，對於日後漫長的學習過程是助

益匪淺的，所以，一年級是一個重要的關

鍵，一定要培養正確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態

度。  

1.規律正常的作息： 

    養成孩子正常作息，早睡早起，有充

足的睡眠和體力，才能有較佳的學習成效 

。利用 8 月份開學前一個月，以學校作

息為標準，養成孩子 7： 00 起床、晚上 

9 ： 00 上床睡覺的正常作息，對他適應

開學生活有很大的幫助。   

2.定力、耐心與專心： 

    培養孩子能持久坐好維持 40 分鐘的

定力（學校一節課 40 分鐘，可以先從 10

分鐘開始訓練，慢慢增加到 40 分鐘）。

培養孩子能有耐心、專心做完一件事的習

慣，可以看完一本故事書、畫一張圖畫、

著色活動等，訓練他專注的能力。  

3.時間安排： 

    先養成固定時間做功課及讀書的習慣 

，再慢慢引導他利用時間學習。給孩子一

些小功課（可以自己規劃作業內容，亦可

選擇市面上販售的簡單練習簿，格子規格

至為 3×3cm 以上大小，以維護幼兒視力

及小肌肉發展），要求他專心做功課，每

天在固定的時間做功課。配合專心度的訓

練，務必養成孩子先做完功課在做其他事

的習慣，此時切忌讓孩子邊玩玩具邊做功

課，更不可以在電視機前邊看電視邊做功

課。  

4.養成閱讀的習慣： 

    書本是充實知識和學問，增長知識見

聞，拓展眼界的最佳工具，多讀書可以增

長智慧，涵養心性，培養氣質。提供孩子

閱讀的機會，選擇優良的圖書，培養孩子

的閱讀習慣，除了家中規劃親子閱讀角落 

，亦可陪孩

子上圖書館

借書，讓孩

子親近圖書 

，喜愛閱讀 

，養成閱讀

        國小一年級對小朋友而言，是人生第

一大轉捩點，升上小學一年級，孩子將面

對與適應學習壓力，替小朋友做好心理準

備是一項必要的功課。 

    為了協助孩子早日適應國小的作息活

動，適當的幼小銜接，可以把幼小之間的

大階梯，轉換成緩步上升的小斜坡，協助

孩子踏出穩健成功的第一步。  

讓幼小銜接大階梯變緩斜坡的小撇步：  

幼小銜接第一步 

    了解幼稚園和小學的差別，做好充分

的心理建設和準備。小學生活和幼稚園是

完全不同的！要和孩子好好討論幼稚園和

小學的不同，讓他做好心理準備，了解及

面對小學的生活。  

◎幼稚園的生活： 

    上學時間比較晚，拘束較小，每天可

穿便服，上課多半是玩樂的操作學習，上

課的時間也短，自由活動的時間長，有許

多的玩具和遊樂設施可以玩，還有點心可

以吃等等。  

◎國小的生活： 

    作息比較有規律，重視團體紀律和秩

序，有一定的團體生活規範，有統一的制

服，有固定的上下課作息時間表，要聽鈴

聲上下課，有固定的座位，要有耐心坐在

座位上聽課 40 分鐘，上課要專心聽課，

不能隨便走動或和小朋友講話、嬉戲，發

問要舉手，有一定的課程進度，每天回家

還要完成老師交代的功課，沒有點心吃，

還要評量考試，每天要整理書包，帶齊書

本、用具準時上學。  

幼小銜接第二步 

    重視生活習慣和能力的培養，訓練孩

子獨立完成自己的事。孩子從幼稚園升上

小學一年級，有許多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

的生活習慣和自理能力，是必須事先培養

訓練以奠定良好基礎的。培養獨立、自主 

、負責的態度，教育孩子懂得自己的事要

自己做，鼓勵訓練孩子自己完成自己的分

內事。  

◎生活習慣： 

    訓練固定規

律的生活作息，

培養早睡早起和

吃早餐的生活習

慣；養成上廁所

的習慣，不憋尿 

；學習使用蹲式的馬桶，並正確洗手；

指導專心用餐不挑食的習慣，訓練用餐

的禮儀及速度（ 30 分鐘以內）；練習 

正確潔牙的方法，訓練餐後潔牙的習慣 

；練習掃地、擦桌子、擰乾抹布的基本

勞動技能；培養正確閱讀的習慣，規劃

閱讀時間；能整理自己的書包，準備自

己的書本學用品；能養成物歸原處的習

慣，東西用完放回原來的地方；能用適

當的語言，清楚的表達事情、自己的想

法和需求；能夠回答問題，耐心傾聽他

人說話，主動與人打招呼…等。  

◎自理能力： 

    基本的自我生活能力、技能和自我

服務本領，例如：自己穿脫衣褲、扣釦

子、拉拉鍊；自己穿脫襪子、穿鞋繫鞋

帶；自己會削鉛筆，整理文具學用品；

自己整理書包、帶齊書本用具；自己使

用筷子或湯匙吃飯；自己收拾抽屜物

品，整理座位整潔工作…等。  

幼小銜接第三步 

    用耐心和關愛陪伴孩子學習成長，

分擔孩子的憂慮和快樂。對一個滿六足

歲的孩子來說，剛上小學處於規矩多且

陌生的環境，面對許許多多的新規定和

團體規範，除了要適應新環境，面對許

多未知的事物，也要學習與班上老師和

同學相處，孩子會有些緊張、惶恐、擔

心害怕，甚至會覺得學校是個不好玩的

地方，剛開學時的興奮、喜悅、新奇，

可能會因為適應不良而出現焦慮不安的

情緒。  

    這時要抽空多和孩子聊聊天，耐心

引導孩子談談學校中的學習生活和趣事 

。  

幼小銜接第四步 

    培養正確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讓幼小銜接大階梯變緩斜坡的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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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慣。  

5.整理書包學用品： 

    讓孩子養成自己的學用品自己保管、

自己整理的習慣，慢慢教但不幫他做，才

不會剝奪了他的學習機會。  

6.積極自主學習： 

    鼓勵孩子自我比較，尋求自我肯定，

父母要對孩子的成就給予肯定和鼓勵。在

孩子遇到疑問時，引導孩子查詢相關書籍

資料，培養孩子探究真相，追根究柢的求

知心。  

7.尊重與抗壓力： 

    與他人互動要能尊重別人，要能用適

當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正確的方式表

達自己的情緒。要培養孩子挫折容忍力及

抗壓能力，要正確認識身為一個學生應有

的責任，培養正面思考事情的態度，明白

學校課業及父母和老師的要求未必是壓力 

。  

8.自主和服從： 

    培養孩子的能力及信心，能自主完成

自己的分內工作。適時解釋團體規範和紀

律的作用及意義，讓孩子了解團體秩序的

重要，進而能遵守團體的規範和紀律。 

幼小銜接第五步 

    以同理心和平常心看待孩子的學習，

以耐心和關愛陪伴。  

    學習是循序漸進的，我們不能指望剛

上小學的孩子在短時間就能吸收多的知識 

，有亮麗的學習成果，要耐心的陪孩子成

長。此階段的孩子對事情的考慮往往周密

性不夠，難免錯落較多，這是很稀鬆平常

的事。放鬆心情以平常心來看待，別緊張

兮兮的，讓自己的心情跟著孩子的學習起

伏不定，給孩子增添壓力，增加孩子的心

理負擔，給自己帶來焦慮，影響孩子的學

習。  

    孩子的學習與成長，有的快有的慢，

做家長的別過於心急，也別太擔憂。孩子

的學習需要家長的扶持與支持，耐心的陪

伴及適度的關心，當個超級啦啦隊員為他

加油打氣，才能讓孩子在啟蒙的學習道路

上，快樂的學習與成長。  

幼小銜接第六步 

    適合的鉛筆，正確的執筆姿勢和方

法，讓寶貝寫一手好字。  

        不正確的執筆方法會影響書寫，在孩 

子剛拿筆練習寫字時，做家長的就要特別

留意，不要讓孩子自行摸索，養成不正確   

的執筆習慣，要糾正就困難了。另外對於

書寫的方法和筆順也要特別留心要求，依

據中國字的特殊造字原則，有一定的書寫

次序，按照正確筆順書寫，比較不容易寫

錯字。  

    寶貝上小學後，常要拿筆寫字，讓要

讓寶貝寫一手好字，有三大秘訣： 

1.一枝適合的鉛筆：選擇六角形的筆桿可

以握得較穩固舒服，圓形、方形、三角形

筆桿較不適合寫。用 2B的鉛筆寫字，字

跡的濃度較適中，有錯誤時也較容易擦拭

乾淨。建議您選擇鉛筆時要留意： 

（1）不買顏色鮮豔的筆，以免油漆中有

鉛、鎘，孩子不小心啃咬會有中毒的危

險；（2）孩子剛開始寫字用力尚不平

均，自動鉛筆筆芯容易折斷；（3）末端

附加裝飾品的鉛筆會增加筆的重量，重心

也不穩，會妨礙寫字；（4）附橡皮頭的

鉛筆無法真正取代橡皮擦，且易讓孩子養

成啃咬的壞習慣。  

2.正確的握筆方法：大拇指和食指圍成一

個圓圈握住筆桿；無名指和小指握成拳頭

狀，但不要握得 太緊，掌中要有空虛；

筆桿靠在中指的第一關節上。  

3.正確的坐姿：桌椅擺正，簿本放正，抬

頭挺胸坐好。右手拿好筆，左手輕輕壓在

簿子上。筆桿與桌面大約 45 度的傾斜角

度，讓眼睛可以看到筆尖。  

幼小銜接第七步 

    多練習和複習，透過輕鬆的、遊戲化

的方式學好注音符

號。注音符號是幫

助學習及閱讀的工

具，學會注音符號

後就可以自由閱

讀，對孩子日後的

學習是十分重要

的。注音符號的學

習步驟是：先會

聽、再會唸，會唸之後才會認字，最後會

寫。一年級前 10 週的語文課程是首冊注

音符號教學，老師每天反覆教注音符號，

家長應站在輔助的立場，在孩子放學後幫

助孩子複習，在指導的過程中千萬別過於

心急，太焦躁反而會讓寶貝沒信心。學生

的學習快慢有個別差異，有時孩子會感到

厭煩無趣，此時透過輕鬆的遊戲方式，有

助於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而適時的讚美

鼓勵，則可以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加強

孩子學習注音符號的方法不勝枚舉，可以

利用聯想法進行注音符號認讀、辨識及拼

音練習，也可以透過遊戲來辨識注音符號

及練習拼音，或是利用有押韻且音相近的

繞口令來辨別語音。另外，配合附有注音

符號的童話故事書，進行找注音符號及拼

音練習，也是不錯的好方法唷！總之，多

複習和練習絕對是學好注音符號的不二法

門。  

幼小銜接第八步 

    適時和孩子的級任老師溝通聯繫，建

立良善親師合作關係，有效的進行溝通交

換意見，共同尋求並建立妥當合適的理念

來教育孩子，建立親密的親師良性互動關

係，一起同心齊力教育孩子，創造教師用

心、家長關心、孩子開心學習的教育園地 

，真正達成親師生三贏的教育境界。以下

提出幾點親師合作的要項供家長參考： 

1.確實記住孩子就讀的班級，級任老師姓  

名及聯絡電話。 

2.每天親自檢查孩子的功課，了解孩子的

學習。 

3.每天親自簽閱聯絡簿，有需要時透過聯

絡簿或貼張小字條與老師聯絡溝通。 

4.有任何的困難或疑惑，不可全然聽信孩

子一面之詞，要先行了解後，再與老師

坦誠商量、善意委婉溝通。千萬別在背

後批評，在孩子面前生氣的批評老師和

學校。 

5.簡單確實的敘述孩子的成長及發展狀況 

、個性及習性、需要留意注意的身體狀

況、家庭成員對孩子的管教方式…等，

讓級任老師可以很快了解孩子，有助於

引導孩子正向學習。 

6.留下家裡及服務單位的電話、住址，以

及一定可以聯絡到的第三緊急聯絡人，

以便學校在緊急狀況時方便聯繫。 

7.有需要到校與老師面談時，能事先約定

時間。 

8.主動幫助級任老師進行班級活動，提供

人力支援、物力資源。 

         從幼兒園到小學對寶貝來說是一個很

重要的過渡期，是成長與學習的轉捩點。

無論在學習環境、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各

方面，都有著大大的不同。孩子的身心發

展是逐漸形成的，不會在暑假短短的一、

兩個月間大幅成長。升上小學除了適應新

的環境，也要為將來的學習做準備，要學

習的新課題不只有聽、說、讀、寫、作及

計算等課業，更要培養正確的學習習慣和

生活態度。對寶貝來說建立新觀念，吸收

新知識，樣樣都是新的任務與挑戰。  

    一年級是寶貝學習生涯正式起步的關

鍵，是培養寶貝愛學習的重要階段，也是

培養寶貝良好學習習慣和興趣的最佳時

機。小一新鮮人首要學習的是『獨立』和

『養成團體生活紀律』，要能明白『何

時』『何地』拿捏應該做『何事』。  

    親師是陪伴寶貝學

習成長的守護者，是教

育的合夥人，親師要密

切互動和合作，在教育

寶貝的路上同心齊力、

攜手相伴，就能陪伴寶

貝穩健學習成長，共創

親、師、生三贏的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