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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主題為「家庭」，我們透過介紹手偶
傑傑一家來引發小朋友的學習動機，藉此讓
小朋友分享他們有關家庭的知識，並透過不
同的活動，例如：介紹不同的家庭成員、 我
的責任、到老師家中參觀等，以友朋小富豐
識認的庭家對，並友朋小養培關愛家人態的
度。小朋友在主題中更認識到不同的情緒，
並學習以適當的方法去處理及表達情緒。他
們也樂於到「情緒小舞台」向同學分享自己
的心情和原因。
在延伸活動中，小朋友更加認識不同情緒

的處理及表達方法，並藉著設計宣傳海報，
將處理情緒的方法告知其他小朋友。

為配合冬天來到，小朋友認識到冬天的
天氣特徵，並舉辦」 火鍋日「，一起在寒冷
中感受溫暖。



老師運用手偶傑傑向小朋友介紹他的家人，

然後邀請小朋友都介紹他們的家庭照，讓

小朋友認識各人的家庭成員。

我家裏有爸爸、
媽媽和我。

我家裏有爸爸、
媽媽和妹妹。

我家裏有爸爸、
媽媽和哥哥。

我家裏有爸爸、
媽媽和哥哥。

商討後，我們一起製作家庭
主題網。



小朋友認識了不同的家庭成員，現在
看看小朋友喜愛與家人做怎麼。

我們認識在家中不同的責任，並將責任帶到課室裏。

我們也要在課室裏做好應做的事。

我喜歡和家人
去騎馬。

我喜歡和家人
玩飛行棋。

爸爸教我做功
課。

我會熨衣服。

我會收拾玩具。

我會晾衣服。

我會摺衣服。

我會清潔桌子。

我會摺被。
我會收拾文具。



我們去參觀
文主任的家。

終於到了！
保安叔叔，你好！

叮噹！

哥哥為我們介紹家中
的環境和設施。

有客廳、飯廳和開放
式廚房

有書房
門口擺放了文主任
的家庭照。

多謝文主任和哥哥
的介紹！



我們發現當水落到尖屋頂時，水會沿
屋頂流下來；但當水落到平屋頂時，
水會停留在屋頂，需要水管將水排走。

小朋友進行平屋頂和尖屋頂測試。

我們發現原來家中有許多安全守則要注意。

我們要手扶欄
桿上落樓梯。

我們很認真！

我們答對了所有問題，拿下家居安全大獎。

到底平屋頂和尖屋頂有什
麼分別呢？

我們把積木球扮成雨水，向
下放。測驗一下平屋頂和尖
屋頂。



小朋友認識「家庭」時，表達了不同的情緒，
老師便請小朋友分享何時會有不同的情緒
時，並且當有負面情緒時可以怎樣解決。

小朋友認識了不同的情緒後，老師透過不同的
圖片，學習正確表達和抒發負面情緒的方法。

用溫柔的說話丶向天父祈
禱丶找人傾訴、唱歌和坐
下冷靜都是正面表達和抒
發負面情緒的方法。

原來當我們生氣時，可以
用正面的方法讓自己變得
開心。

開心 傷心

生氣 害怕
害羞

發脾氣是負
面的方法。



我們學習了不同的情緒，並在「情緒小舞
台」中用說話表達出來。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同老師
分享了紫菜。

我可以和好朋
友一起，我覺
得很開心。

有很多小朋友
和我一起玩，
我覺得很開心。

我不能與好朋友
玩同一個角落，
我覺得很生氣。

我們都能用說話表達情緒，你們都試試吧！

我覺得很生氣，
因為我不能與
好朋友一起玩。



認識有關不同的情緒和如何適當地表達
及抒發情緒後，小朋友嘗試用不同材料
做一個自己喜歡的情緒面譜。

我們用麵包、藍莓、提子、
芝士、紫菜和粟米，自製了
獨一無二的「情緒面譜」。

你看，這就是
我們的「情緒
面譜」。



小朋友對不同情緒都感興趣，於是我們決
定深入了解不同情緒的處理方法。

開心

我們對以上四種情緒最感興趣，並分組進行討論。

傷心

生氣 害怕

我們討論了不同
情緒的處理方法。

生氣時可以
吹氣球。

害怕時可以
祈禱。



我們決定要告訴其他小朋友，教他們用正
確的方法抒發情緒。

我們學習製作宣傳海報。

我們努力製作宣傳海報。

請大家用正面方式抒發情緒。

我做得到，你做得到！



冬天到，你們都要準備好保暖的衣物，別着涼。

冬天到了，我們著上保暖衣服，並一
起吃暖暖的火鍋。

冬天要戴帽子、圍
巾和手套，還要著
厚厚的衣服！

煮之前，要洗淨！

冬天到，我們要打火鍋，暖一暖。

準備好打火鍋🍲！

好味道！



專科專教

童話童真

個窗好似個「田」
字！

我哋要返去飲水，
因為太陽曬走哂
我哋啲水。

佢跑步又叻，跆拳道又叻，
跑步又快，乜都叻㗎！

餃子VS膠紙
老師，我上次都有喺屋
企食「膠紙」㗎！

一起要跟Ms. Sarah跳舞吧！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our second theme is about “My Family” and “The long long tail”. Through 
the story “My Family” we were able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the diversity found 
within families. The children were also taught to recognize and reinforce the vocabulary for various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pets. Thanks to the story “The long long tail” we have learned the 
things inside our house and its environment. We also had lots of fun learning new vocabularies while 
working on letters and initial sounds f, b, and t.

English Activity

The children brought a picture of their 
family and they were so excited to 
share and talk about their family during 
“Show and Tell” and played a puppet 
game to work on our social interactions.
We also had lots of fun making our 
own folded house for our families . 

A cat with a very  long tail 
helped us study common 
furniture found in our houses. 
We also  played the “sticky 
beans” and the “tail” games, in 
order to  learn and remember 
the names of some household 
from the story.



“Finger Family” song is one of our favorite nursery rhymes where 
we enjoyed singing and playing with the family finger puppets. This 
is an easy song which introduces students to the words for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The children had a great time learning 
“The bath song”, and they loved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taking a bath.

“This is my house” is a great song and lesson that 
taught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rooms and 
household goods in our houses.



As we followed Max’s adventure  “Max likes bouncing” we learned some new 
words that starts with letter Bb. Then we played a game called Roll the Ball were 
the children have to think of a word that starts with Letter Bb.

We reviewed letter “f” and practiced its 
beginning sound by pretending to throw the 
fishing line from the story “Max goes fishing”. 
Then the children helped find Mr. f’s friends to 
joined him at the forest.

The story “Max is typing” helped us pronounce 
the sound /t/. Then after learning the words that 
starts with letter Tt “tea”, “teabags” and “teapot” 
we had fun making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