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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主題是「認識自己」。小朋友從主題中學

習認識自己，會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明白自己

已長大，能力有所提升，懂得保持個人清潔，藉

此讓小朋友懂得欣賞及肯定自己，從平日的日常

自理方面可見進步。另外，透過情景討論、感官

實驗、遊戲等活動，小朋友懂得運用五官四肢進

行探索活動，認識不同的情緒，學習保護自己的

身體。小朋友完成整個主題學習後，更知道自己

是獨一無二，各有不同，並感謝天父的創造。

老師展示小白兔手偶，
向小朋友打招呼，透過
小朋友的簡單自我介紹，
引起他們的興趣，從小
朋友站出來簡介自己的
姓名開始主題。

我叫錢沛林。 我叫江洛汶。 我叫黃栢洋。



引起動機後，老師與小
朋友一同建構主題網，
先了解他們對「自己」
的認知。

呢個係我『bb』
嗰時。 『bb』嗰時，我係爬啊！

『bb』嘅時候，
我冇頭髮。

老師把相片張貼
在課室裏，在自
選的時候，讓同
伴可以與好朋友
進行介紹。

先從小朋友的兒嬰時期出發，請他們帶來嬰兒相片，
說出期時兒嬰和現時的轉變，從中知道自己是在不斷
成長。



之後，便從小朋友的身體結構上進行探索了。老師
使用小白兔手偶引入人偶拼圖，從拼砌過程中認識
及組合身體各部份，說出名稱及分享其用途。

遊戲：身體貼貼樂

探索區：感官牆

探索區：熱能感應板

老師話：「背對背。」

老師話：「腳板對腳板。」

我隻手掌。

我摸到一粒
粒。

小朋友與同伴一同進行了很多有關身體各部份
的探索活動呢！



認識身體結構後，小朋友對臉上的五官進行探索。他
們觸摸自己的臉兒，說出臉兒上五官的位置及用途。

小朋友把五官放在對應
的位置上，學習五官的
位置，亦從活動分辨各
五官的用途。

感官實驗：尋寶之旅

為讓小朋友更能親身
體驗五官的用途及明
白五官的重要性，他
們還進行了感官小實
驗呢！

蒙著雙眼的小朋友正在使
用耳朵尋找聲音的位置。

我搵到啦！

聲音的位置藏著一個寶箱，小朋友正在
使用鼻子嗅嗅寶藏，究竟是什麼呢？

好香啊！好似橙味！

原來寶藏是橙！
橙真美味！

好甜啊！



小朋友也分享自己清潔及保護身體各部份的方法。

小朋友認識自己的身體是由不同的部份組成，臉上也有不同
的器官，它們都很重要，怎樣保持它們健康及清潔呢？

小朋友透過故事學習清
潔身體的方法，知道需
要保持身體清潔才會有
健康的身體。

爸爸幫我沖涼！ 食嘢野要抹嘴！ 聽到大聲要蓋著耳仔！

小朋友也透過故事《我會說
不！》學習要保護自己的身
體，分辨什麼情況可以讓別
人接觸，例如在學校可以與
好朋友手拉手。



小朋友知道自己已經長大了，外貌與能力也有所提升，
他們正在分享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讓他們學會欣賞
自己的能力，從而鼓勵小朋友在家中也可以做得到。

老師給了小朋友新
挑戰，便是讓他們
在茶點，嘗試自己
倒水，小朋友很努
力及樂意嘗試新挑
戰呢！

小朋友在日常自理也展示出自己
做得到的事情呢！

我會收拾。 我會穿襪子。

小朋友紛紛表示自己不再做「BB」
了，是大哥哥和大姐姐，他們在扮
演區也會模仿照顧嬰兒玩偶呢！



小朋友認識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但透過故事認
識原來有些事情還是需要成人的幫助。

有的小朋友分享媽媽
會煮飯給他們吃﹔有
的分享爸爸會幫他們
洗澡等等。

小朋友欣賞自己的能力外，也要欣賞及感謝父母對
自己的照顧。小朋友想想可以做什麼感謝我們的爸
爸媽媽？

畫圖畫送俾爸爸媽媽。

送個攬攬俾佢哋。

老師鼓勵小朋友當天
回家後感謝父母。

同樣是畫畫，但每位小朋友也
畫出不同的圖案，很獨特啊！



小朋友透過情景圖，描述圖片的內容，從而認識自己
會因為不同事情而有不同的情緒反應，也鼓勵小朋友
可以告訴爸媽、老師，請他們幫助解決或分享。

圖工活動：有趣的面譜

有小朋友很勇敢地向
同伴分享近日令自己
不開心的事情，大家
也一起鼓勵他呢！

我隻牙俾表哥撞斷咗。

有小朋友表
示和其他小
朋友一起玩
的時候感到
很開心！

原來大家開心的時
候也會有不同的表
情，小朋友製作了
一個獨一無二的面
譜圖工。

每位小朋友都有屬於自己不同
的表情，很獨特啊！



遊戲：猜猜我是誰

總括而言，小朋友在整個主題裏，學習及認識自

己，自理能力大大提升，會更願意嘗試新挑戰及盡力

完成自己的責任。重要的是小朋友會肯定自己，欣賞

自己獨一無二之處，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小朋友操作課室的用具，與同伴比較，
知道大家都擁有一樣的身體部份，但它
們卻又不完全一樣，自己是獨一無二的。

老師使用天父創造我們的聖經
故事，總結我們是由天父創造，
獨一無二，並唱歌感謝天父。
小朋友也進行猜猜我是誰的遊
戲，猜出是誰在說話，知道每
人也擁有獨特的聲音。



為了更深入認識獨特的自
己，小朋友會以圖象化的
方式製作一個屬於自己，
並與別不同的人偶。

我的年齡是……

我喜歡的活動是……

小朋友分享他們有自
己喜歡的活動，有的
喜歡到花園玩，有的
喜歡閱讀等等，老師
為他們拍下照片。

小朋友表示自己是男孩
子，有的小朋友表示自
己是女孩子。他們選擇
自己喜歡的衣服，並蓋
上自己喜歡的顏色。

剛好有小朋友生日了，小朋友紛紛
分享自己的年齡。他們選擇年齡的
數字紙，印上顏色並貼在人偶上。



我喜歡的顏色是……

我喜歡的食物是……

小朋友喜歡的顏色也
各有不同，他們選擇
自己最喜歡的顏色，
塗在紙張上，並貼在
人偶上。

因為課室舉行火鍋活
動，小朋友分享他們
自己喜歡的食物，有
的喜歡菜，有的喜歡
麵等等，老師為他們
拍下照片。並請他們
畫在畫紙上，並貼在
人偶上。

關於自己又獨一
無二的人偶完成
了！他們向同伴
分享人偶上的內
容，小朋友也認
識彼此更多呢！



冬天來了！天氣變得很寒
冷，小朋友分享他們在衣
服上的轉變。

除了穿保暖衣服外，小朋友發現「吃火鍋」也是一個保暖的好
方法！所以小朋友帶了不同的食物回校，一起吃火鍋。

火鍋真美味！
吃完後，身體很和暖！

頸巾。 我著咗毛毛衫。 我著咗褸。

小朋友加入不同的食物
在火鍋中。我帶菜。

小朋友在吃火鍋前進行一
個冷熱的感官實驗，知道
煮食物時會很熱，所以大
家知道不可以接觸鍋子及
要吹涼食物後才進食。



舞蹈堂

我唔做巫婆啦！我
要做王子！

唔沖涼會生蚤乸啊！

Ms Sarah教導小朋友跳聖誕節表演的舞
蹈，大家都十分投入！普通話堂

蔣老師與小朋友玩遊戲，亦教
導他們唸兒歌。

聖經堂

Ms Mak與小朋友聊天，有時候
還會與他們一同祈禱。



Throughout the theme “My body” we learnt a variety of vocabula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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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d a lot of fun learning with our friends. “What’s in this Egg” and

“Big Feet” were the stories of focus that lead many of our activities.

Here we are learning about letter

“H” and relevant vocabulary

through our mystery box game.

We sorted objects into ‘big’ and

‘small’ – a fun game!

We made our own footprints.

It felt so strange and very

tickleish!

During this game we picked out cards 

and matched them to the correct cup.



Making Christmas decorations is 

such fun. We love arts and crafts.

Here we are rolling the ball to each other while sitting in 

a circle. Physical Fitness is good for our motor skills.



Orange juice tastes delicious!

We enjoy 

using our 

hands to feel 

the texture of 

the oranges 

before putting 

them into the 

blender to 

make juice.

We hung up 

alphabet 

washing on 

the line to 

review our 

letters A-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