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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一年級家長加入

黃天大家庭
影響一年級學生發展與適應新環境的因素

家庭 學校

家庭 學校 學校家庭

家庭學校



9月開學適應雙周課程

1/9

不一樣的開學日

3/9-18/9

開學適應雙周
課程

21-29/9小一課程

# 以上月曆表僅供參考，請家長密切留意教育局宣佈 貴子女
回校上課的日期。
# 逢星期三是《自學FUN天地》時間，當天沒有網課，學生自
行到Google Classroom觀看術科的學習內容。



我們黃天老師知道…

有效和持續的學習較易在關愛、安全及溫暖
的環境下進行。

我們注重學生:
生理成長
學習方面成長
情緒及社交智能的成長

幼小銜接現階段的適應問題
幼小銜接現階段主要適應問題，包括以下兩大領域：

學習領域的
適應問題

生活領域的
適應問題



第一部分

3/9-18/9開學適應雙周課程

學習領域的
適應問題

生活領域的
適應問題



第一部分：3/9-18/9開學適應雙周課程

課程目標：

1.設立開學適應雙周，了解一年級學生身心及學習
需要，適時提供協助。

2.延續他們的學習興趣，以及建立自信心。

3.鞏固學生在幼稚園所學的中文科、英文及數學科
的內容。

4.培養一年級學生的自理能力。

5.致力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與習慣。

6.採用多樣化的家課，例如自由創作、觀察、口頭
報告、模型製作。

專注力15分鐘 趣味性 動手做 師生互動溝通



中文科課程的幼小銜接

課程
•加強書寫訓練，教導學生執筆姿勢及基本筆畫
•增加識字量
•閱讀策略



英文科課程的幼小銜接

課程
• 重溫英文大、細楷字母A-Z、a-z

• 正確書寫英文名字( Chan Tai Man Matthew )

• 打招呼用語( Hi / Hello )

• 圖書教學
• 拼音教學



數學科課程的幼小銜接

課程
• 寫數、數數(10以內)

• 數數比較多少(10以內)

• 溫習及鞏固10以內的加減
• 左右、前後、上下、外內
• 長短、矮高、窄闊、厚薄
• 辨認圖形(立體、平面)

• 找規律



學習目標
在小一開學適應雙周，每本學
習冊已列出該科學習內容。

創意課業
發揮學生的創造力



富趣味性



家評日

中英數各科的學習冊
加入家長評估，家長
可於平日和孩子進行
簡單的評估，讓家長
了解孩子的學習進度
，亦增加親子互動的
機會。



第二部分

9月份各科學習模式

學習領域的
適應問題

生活領域的
適應問題



第二部分：9月份各科學習模式

模式 網課

學習
形式

1. 網上實時上課：中英數常四科
2. 觀看學習影片：其他科組(聖視音體電圖德

公)

學習
步驟

1.逢星期一、二、四、五在09:00-12:00使用
Zoom實時學習中英數常四科，和老師進行
網上互動學習。

2.逢星期三不設網課，其他科組老師(聖視音
體電圖德公)已製作學習影片供學生在《自
學FUN天地》時段 在家自學。所有學習材
料已放在Google Classroom。



模式 網課

發放
學習
影片

1.逢星期一09:00在Google Classroom發放該星期
的所有學習影片(中英數常聖視音體電圖德公)

的學習影片及每周功課表，供學生隨時重覆觀
看，在家自學。

衣著
要求

1.穿着整齊的校服或運動服

課前
準備
材料

1.按網上實時上課時間表準備各科課本及文具
(參閱e通告16)

2.準備學習教材套(數粒、字卡)



模式 網課

課業

1.「每周功課表」已列寫出各科功課內容，學
生在星期五前完成。

2.若疫情穩定，家長定時到學校交功課，有關
安排將在eClass Parent App發放有關訊息。
預計第一次回校交功課的日期：14/09/2020(一)

第二次回校交功課的日期：21/09/2020(一)

第三次回校交功課的日期：28/09/2020(一)

查詢
方法

如遇不明白的地方，先在筆記摘錄，可以透過
Google Classroom或網上課堂向老師查詢。



功課表知多D



網課知多D

日期：由03/09/2020(四)開始至教育局宣佈回校
星期：逢星期一、二、四、五
時間：第一節課 09:00-09:40

第二節課 10:00-10:40

第三節課 11:00-11:40



網課知多D

小休：每節課與課之間約20分鐘小休，供學
生休息一下及預備下課節學習的材料。

課節：中文科4節、英文科4節、數學科3節、
常識科1節

特色：中文及英文圖書課
由外籍老師Miss Douglas及圖書館主任
阮老師和學生進行圖書教學。



第三部分

網課注意事項

學習領域的
適應問題

生活領域的
適應問題



第三部分：網課注意事項

家長需要準備的事項

2.網絡要求
Wi-Fi 或有線寬頻網絡 (注意：由於使用 Zoom 進行
視像活動佔用大量網絡傳輸數據，不建議使用電話
流動數據進行 Zoom 教學直播。)

1.所需設備 (以下其中一項)

桌上電腦 (需具備麥克風及 webcam)、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智能電話

3.建議使用耳機

4.準備夏季校服及運動服

5.根據科任老師的要求，每天準備所需書本、文具、
學習教材套、筆記簿及紙張



1. 穿整齊校服或者體育服參與課堂。

2. 預備充足電量的電子設備。

3. 找一個適當、寧靜的位置準備。

4. 用戶名稱須是所屬班別、班號及姓名
(例如：1A02陳大文/1A02 Chan Tai Man)。

5. 於Google Classroom發放網上Zoom網課的連
結，學生在上課前預早5分鐘登入網上課堂。

6. 登入後及上課時，須開啟視頻，正面顯示樣
貌。

7. 把麥克風設定為靜音，靜待指示。

Zoom網課-同學必須遵守以下守則：



Zoom網課-同學必須遵守以下守則：

8. 同學們利用螢幕支架來固定平板或手機。

9. 端正坐下，與螢幕距離約 70 厘米，不要
隨意離開座位(建議上課前15分鐘先去洗手間)。

10. 請勿進食。

11. 請勿擅自離開課室；如突然離線，可重
新加入課堂，直至老師宣布課堂完結為止。

12.認真上課，專心聆聽同學和老師的提問
和回應。



Zoom網課-同學必須遵守以下守則：

13. 為保障學生的私隱及肖像權問題，請勿
攝影、攝錄或錄音。



第四部分

回校上課前準備

學習領域的
適應問題

生活領域的
適應問題



第四部分：回校上課時準備

一年級學生生活自理的適應

•作息時間的調適、個人生活時間的規律性；

•個人物品的檢查與收拾、處理服裝儀容；

•衛生習慣、用餐習慣、盥洗、偏食行為等基本的生活

自理能力問題。



黃天小一生如何為適應小學生活作
出最好的準備？

考考家長時間：

回校前、到校後、早會、上課室、早讀、
上課、小息、午膳、放學前、放學時

孩子要最少獨立完成幾多項任務？

在上課天，一年級學生要獨立面對學
校生活的每一個時刻。



50項自我照顧的表現指標



學校為一年級學生設計一本《學校生活自理手冊》，家
長協助子女完成有關項目，以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

自己的事
自己做



《我做得到I can do it》獎勵計劃

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



家長是孩子終生的老師。課後在
家中就是第二階段的學習。

• 家長可每天檢查子女的功課進度表現

• 陪伴或鼓勵孩子閱讀課外書

升小學是人生中一個小小的
考驗，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
夠互相扶持，孩子適應了，
就會有進步。



日期 內容

28/08/2020(五) -交《中英數小一適應冊》3本

02/09/2020(三) -取9月份各科學習冊、學習教材
套、學校生活自理手冊

溫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