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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扮演區模擬在「恩慈餐廳」內
扮演客人、侍應及廚師。

在這主題下，小朋友認識食物與他們的關係，學習如何選
擇有益且均衡的食物，提升他們對各種食物的興趣。小朋友亦
學習如何進行食物分類、培養用餐禮儀以及珍惜食物的態度，
又建立小朋友處理食物的正確態度和飲食習慣，學習飲食時要
注意的衛生及常識，做個「健康飲食小勇士」。

在聖誕節，小朋友透過聖誕節的慶祝活動，重溫聖誕節是
慶祝耶穌的降生。小朋友又一起佈置課室，且在節日中學習向
身邊的人表達愛意，在聖誕節聚餐中的分享食物，一同表演一
同慶賀，感受節日的氣氛，歡渡聖誕。

此外，在農曆新年前夕，小朋友逐步認識農曆新年的傳統
習俗和拜年的禮儀，學習表達不同的賀年祝福語。此外，為配
合「食物」主題，他們認識不同賀年食品，他們知道賀年食品
要吃多或少，開心健康地過新年。



我們的朋友-米奇跟我們說，
他要在聖誕節期間跟徐老師
去日本旅遊，更表示將會吃
很多美味的食物！

回來後，他竟
然變了「肥米
奇」，因為他
吃了太多美食，
衣服都穿破了，
還感到身體不
適，需要去看
醫生。

醫生說他吃了太多
食物引致腸胃不適，
提醒他記得要均衡
飲食。

所以，我們跟米奇
一起認識了「健康
飲食金字塔」，知
道甚麼食物要多吃，
甚麼食物要少吃。

我們在製作
「健康飲食
營養餐」，
告訴米奇進
食正餐時的
份量。



我正在買雞蛋仔。

你們想吃甚麼？

我們模擬上舊式茶樓飲茶，認識茶樓裏的食物，
又見到飲茶時會使用的餐具和器皿。



米奇的好朋友-米妮，知道米奇
身體不適，所以帶了很多水果前
來探望他，鼓勵他要多吃水果。

不過，米奇太飽了，
吃剩了一些香蕉，用
了保鮮紙包住，表示
稍後時間才吃。

不過我們發現擺放了多
過一天後的香蕉變黑，
變壞了，不可以吃了！

我們又做了一個麵包的實驗。

經過一段時間後，兩片方包已經變硬，
我們還見到沾過水麵包長了點點黑色霉
菌，很可怕，變壞又不可以再吃了！所
以，食物要盡快吃完，不可放太久呢。

我們都分享了與家人去不同餐廳進食的經驗。 探索使用不同的餐具

米奇跟我們分享了他在日本吃的不
同食物，還用了不同的餐具進食呢！



蔬菜除了可以食用外，原來還可以用來創作圖工。

來摸一摸，嗅一嗅
老師向我們介紹了不同的蔬菜

我們的舌頭可以嚐到不同味道。 苦？

試食後，我們進
行了一場「恩慈
班小朋友最喜愛
的味道」選舉。

認識了不同飲食
的原則後，我們
便準備設計食譜，
計劃與老師及同
學一起製作健康
美食。

我們先分享並整理大家搜
集回來的食譜資料，再一
起創作了一個新的食譜。



根據設計的食譜，
我們到超級市場購買食材。

我們負責帶環保袋。

見到不同包裝的食物

用筆記錄我們
找到的食材

我們用心觀察，很快便找到了想要的食材。

我們將食物
帶到收銀機
前付款。

並將食物放
進了環保袋

檢視所有食材後，
便請燕姐幫我們先
將食材放進冰箱內

保存好



讓我們
來做小廚師

製作廚師帽

將食物調味

我們開始煮食物了！

最後，還跟其他老師分享了成果，她們都表示很好吃呢！

「登登登登！」
這是我們美味又健康的製成品-

健康蔬菜蝴蝶粉



「Hohoho！」聖誕節快到了！

創作聖誕圖工



農曆新年快到了，我們都在
學校裏預先感受新年氣氛

體驗了傳統舞獅文化

認識不同中國傳統樂器，
並為舞獅活動伴奏



我們喜氣洋洋過新年。



專科專教

童話童真

舞蹈

聖經

普通話

(吃茶點期間)
小朋友:「老師，
我個『蛋黃哥』
跌咗落地啊！」

(在自選活動期間)
小朋友:
「你唔好整爛我架跑車啊，好貴㗎，20蚊㗎！」

(午飯期間)
小朋友:「『食不（鹽），寢不
語』，係我表哥同我講㗎！」

(午睡期間)
小朋友:「老師，我要
變『腸仔包』。」
（老師幫他用被捲著
身體）
小朋友:「你同『腸
仔包』講早抖，佢就
會同你講早抖㗎喇。」

我們舞動全身

來跟蔣老師拜個早年 又模擬到超級市場購
物，考考記憶力

Ms Mak跟我們
分享聖經故事



The third theme we worked on this year was a treat to our little gourmets, as we started by

studying the book “The Great, Enormous Hamburger”, and then continued with the story “I

like” the children get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food and express one’s personal tastes. We

continued our work on phonics with the letter sounds c, h and o.

Small group time allowed us to 
study the toppings we can find 
in a burger, as well as their 
textures. The children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their 
own hamburger in an arts 
session.

English Activity

Reading the story “I 
like also encourages 
children to talk 
about food and 
healthy choices 
while discovering 
new vocabulary. 

Making several choices 
regarding the food they like 
and don’t like…

Our little chefs made a  pizza!

The children learned what goes 
inside a  hamburger and 
reviewed proportions. Say ahhh!



“One potato, two potatoes” allowed us to review 
simple numbers and plurals while playing “pass the 

ball” game pretending it’s a potato.

With the song “Pat a cake”, we learned about baking and some action 
words such as roll, pat and prick. We also played a clapping game in 
which partners have to clap with one another while chanting the song.

The children reviewed how to express taste 
or distaste thanks to the song “I like chicken”.



We helped Little 
Cat make a 
cupcakes and put 
the candles on the 
cake”. We also 
worked on the 
letter sound of c 
with the story 
“Max is Coughing”.

The children created their own owl puppet during letter Oo session.

Mr. h helps up create our own “hat” after 
trying on different kinds of hat, and 
Naughty Max who keeps running hard 
introduced us to new words during our 
sessions on the letter sound h.

Ooooh…Max taught us how an Octopus 
sang and introduced us to letter O and 
its friend owl an orange. We also 
learned the terms “on” and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