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學習歷程



老師簡介





九月份的是小朋友開學的日子。⽼師利用繪本故事「⽶⽶
日記-第一天上學」，並透過不同活動讓小朋友認識課室區
角、參觀校舍、人物介紹及校園生活等活動，慢慢地令他
們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此外，小朋友還認識了中秋節，
⽼師透過故事、介紹親子花燈、嘗試中秋食品和提燈會等，
讓他們體驗到節日的氣氛及品嚐應節⻝品，從⽽認識節日
的意義。在課室內，透過分享「我最喜愛秋天活動」，小
朋友認識了秋天的活動，並知道天氣較乾燥時，可為皮膚
塗上潤膚膏和飲用蜜糖水。在課室外，他們從觀察樹上和
花叢內的葉子，知道秋天的天氣特徵和變化。

引起動機

介紹上學的物品

學校人物介紹

透過傳洋娃娃遊戲，小朋友彼此互
相認識。當音樂停止，拿著洋娃娃
的小朋友便需作自我介紹。

我們每天都要帶書包回校，書包
內有茶點袋、外套及手冊！

校內有很多不同
的人物，有校長、
主任、老師及工
友姐姐！



老師透過圖片及示範，介紹正確
的洗手程序。小朋友以小組形式
學習正確的洗手程序。

洗手後，要拿毛巾抺抺手。

小朋友，一起
來洗洗手，先
要唧一滴洗手
液，然後搓一
搓，最後沖沖
水。

進入洗手間前先排隊。

唧一滴洗手液！

抺抺手！

開細Ｄ水！

如廁後要
洗手！



小朋友進入地面玩具區，先要脫鞋，並
將鞋子放好！地面玩具區有不同的積木，
在自選時間，可以和同伴合作，拼砌出
不同的東西。

課室真有趣



圖工活動

這是麵包。

波子滾畫。

波子滾得好快。

藍色的波子。

我們的每天都在校園生活進行不同的創意
圖工活動，小朋友知道圖工區會有不同的
圖工物料。



校園生活

這是在二樓的音樂室，小朋友一起唱歌及玩遊戲，還可學習運
用樂器進行音樂活動！

音樂活動

體能活動

色彩繽紛的遊戲室，有很多不同的器材，有滑梯、彈
床、玩具車等，我們可以選擇喜歡的活動！

小小寶貝睡覺了。

三角鏡！

搖搖馬！



地面玩具區

校長室位於三樓的校務處，
老師和校長都在校務處工作。

以圖片形式介紹學校環境及
設施後，隨即請小朋友扮作
小偵探四周尋找圖片所介紹
的地方。老師帶領小朋友進
行參觀活動。

天氣晴朗的時候，可以到室外的
花園玩耍。除了可以呼吸新鮮空
氣、曬曬太陽及欣賞植物外，還
可以玩吹泡泡、踩單車和玩沙。

校長室

我會做個好孩子！

各位小朋友你們
好！

葉校長，
你好！



我們每兩星期就會來禮堂進行幼童崇拜，一同唱歌跳舞敬拜
天父，老師會告訴我們有關天父的故事。

幼童祟拜

透過不同活動，小朋友已能適應多姿多彩的學校生活及明白
每天的活動日程：如主題活動、茶點、音樂活動、小組及自
選活動等。同時小朋友能認識到學校裏有不同的人物：如校
長、主任、老師及服務員等，她們每天也會與小朋友有密切
的接觸。此外，小朋友的自我照顧技巧已有進步，並能漸漸
懂得怎樣與小朋友融洽相處。更值得欣喜的是小朋友已能投
入校園生活。



秋天

秋天的天氣是怎樣的？
－清涼和乾燥
－涼風輕吹
－早晚較涼

秋天的衣著應是怎樣？
－薄的外套
－薄的長袖襯衣
－長褲子

老師透過「秋天天氣涼」的故事，
老師向小朋友展示不同季節的圖片，
引發小朋友對秋天來臨的好奇心及
興趣。

小朋友正在分享「我最喜愛秋天活動」工作紙。

小朋友到公園觀察樹上和花叢內的葉子，又到處搜集
地上的樹葉及樹枝。回到課室後，讓他們一同分享所
見所聞。

塗上潤
膚膏。

Cream！

樹葉。

野餐。



秋天－沖蜜糖水

小朋友透過活動認識到秋天的天氣較乾燥，於是與
他們進行小食嚐試– 沖蜜糖水。小朋友都喝得很滋
味。

蜜糖。

好好味。
我好鍾意飲。 我屋企有架。

加水。 要大力Ｄ！



中秋節

我們與老師一起慶祝中秋提燈會，並帶了不同的應節食品，
跟老師和同伴一起慶祝中秋節。月餅很美味，水果又甜又多
汁，我們吃得很飽呢！

帶著爸爸媽媽一起與我們創
作的燈籠玩耍，感覺特別開
心！謝謝爸爸媽媽！

中秋提燈會



專科專教

蔣老師是我們的普通
話老師，她會跟我們
說不同的故事，又會
用普通話跟我們聊天
呢。

Ms Sarah是舞蹈老師，
她教我們跳不同的舞步。

Ms Mak是我們的宗教老
師，她會說聖經故事，告
訴我們有關天父爸爸的愛，
又會和我們一起唱歌及一
起祈禱呢！

舞蹈活動

宗教活動

普通話活動

童語童真

老師我唔係男（藍）
孩子。我係黃孩子，
我今日著黃色校服。

我哋要瞓覺啦，老師
要播公主歌架。



Throughout the theme “School” we learnt a variety of vocabulary in and

around the classroom. Through storytelling, games, music, art and free

play time we had a lot of fun learning with our peers. “At School” was the

story of focus that lead many of our activities.

We played “Pass the Parcel.” When the music stopped, we 

had to unwrap a layer and tell everyone what the page 

read. Here we are saying “I like painting” and “I like 

writing.”

Arts and crafts is such fun when we are 

introduced to different textures.



Here we are learning about letter

“C” through the story “The Hungry

Caterpillar.”

Music time is such fun. We learnt how to make a circle and move 

our bodies while learning different songs.



In this memory game, we used letter ‘C’ and ‘D’ vocabulary from our 

Alphabetic Knowledge  lesson to have fun with. Children had to place 

the pictures into the correct cups, by matching the image to the letter.

We learnt how to trace and write letters by using 

different materials. We used playdough and 

teddy bear counters.

We were so curious 

and loved playing 

this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