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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主題為「環保」，小朋友親身透過到校門外觀察清潔

工人搬運垃圾到垃圾車的情境，具體了解垃圾過多所出現的問

題，包括有異味、沒有空間放垃圾，從而加深他們支持環保的

想法。

在主題活動中，小朋友參與了很多與環保有關的活動及遊

戲，包括進行分類廢棄物、製作回收箱、設計環保玩具、製作

麵包脆條等。小朋友更把學習到的環保概念帶到日常課堂中，

例如他們改善了進食時讓食物掉在桌上、用毛巾取代紙巾抺手

等，減少造成浪費，並會提醒身邊的人。

在延伸活動中，老師使用小朋友與家人共同構思的環保玩

具作藍本，舉辦環保遊戲日。佈置過程中，小朋友用不同廢物

製作攤位遊戲的用具，從而鞏固他們的環保知識，並學習宣揚

環保意念。

在「復活節」主題下，小朋友知道復活節的來源，認識耶

穌為我們捨身的愛，亦透過尋蛋遊戲，享受復活節帶來的樂趣。

在「春天」的主題下，透過與小朋友一同種植來感受春天

帶來的生機，也認識了春天的天氣特徵。



老師透過新聞報導和觀看清潔工人收集
垃圾到垃圾車的過程，帶出香港每日都
會產生許多垃圾，讓小朋友反思製造太
多垃圾的影響。

實在太多垃圾了！

我們到校門外的公園
觀看清潔工人收集垃
圾到垃圾車的過程。

垃圾的味道很臭，如果我
們不停地製造垃圾，我們
的環境也會愈來愈臭！

我們在商討時，對於回收箱
有不同的疑問，決定要回家
搜集資料。



我們所製造的垃圾會去哪裏呢？

除了可把垃圾放入垃圾桶，有些垃圾還可以放入回收箱回收。

藍色回收箱回收
廢紙

啡色回收箱回收
塑膠

黃色回收箱回收
金屬

綠色回收箱回收
玻璃



認識了不同回收箱，我們決定
改造課室的廢紙箱

廢紙箱是藍色的

恩慈班的廢紙回
收箱完成了

除了將廢物回收外，還可以使用合適耐用的物品替代即棄品。

用毛巾代替紙巾
用鐵製餐具代
替塑膠餐具

用水瓶代替膠瓶

用環保袋代替膠袋



不要的廢物，可以廢物利用，把它們變成有用的東西，
例如玩具、樂器等。

神奇水瓶

小朋友真棒！

相機

拋圈

望遠鏡

船

環保玩具

水火箭

環保車 飛機直升機

火箭
公仔

足球機



製作再造紙
透過故事讓小朋友明白製造紙需要砍伐大量樹木，然後老師
和小朋友一起利用廢紙製作再造紙。

製作麵包脆條
我們想起麵包店常常都會有很多不要的麵包皮，所以我們決
定用這些麵包皮，製作成好吃的麵包脆條！

有爸爸媽媽與我們一起製造。

塗上牛油

焗一焗

味道真好！

大家都要珍惜食物與大家一起分享



參觀粉嶺環保資源中心
導賞員哥哥帶我們去參觀資源中心，和我們玩遊戲，
學習更多環保知識。

學習分類回收



透過不同的探索活動，小朋友明白到環
保的重要性，了解到要愛護地球。他們
表示要愛惜地球、珍惜資源，做個環保
大使。

我們將所學的用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了環保小先鋒！

我飲檸檬茶走飲管。 我們一家響應熄
燈一小時活動。

我會節約用水。

我們一同到桃源街遊樂場尋找回收箱，並進行回收行動。

環保生活由我做起，
你們都可以的！



透過不同的活動，小朋友明白到愛護地球
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要向更多人宣傳環保
意識，因此決定舉行「環保遊戲日」。

小朋友一同合力製作
遊戲日所用的用具及
設計宣傳海報。

歡迎大家參與我們的遊戲日!

分享遊戲玩法
計劃遊戲日的活動



波波池好好玩！

恩慈班的小朋友輪流負責做工作人員和與其
他小朋友玩遊戲，十分開心！

好神奇！

歡迎大家來到恩慈班的「環保遊戲日」！

加油！



在這溫暖的季節中，最適合栽種植物，
就讓我們在春天一同種植，一同感受
它帶來的生機。

把種子放入泥土裏

要澆水

我們繪畫春天美麗的花園

我們在感受春天多
霧的天氣特徵



復活節快到了，我們⋯⋯

一起觀看復
活節的故事

製作復活籃

參與尋蛋活動

吃美味的雞蛋



專科專教

童話童真

衣服都可以回收㗎。

點解火龍果唔係
「水龍果」嘅？

老師問： 「五月有甚麼
節日？」
小朋友答： 「8節（8
折？）。」

老師說： 「木瓜可
以美顏，食完皮膚
都滑啲。」
小朋友摸摸臉說：
「哇！真係滑咗！」

我們進行角色扮演活動，我
們分別扮演耶穌和彼得。

Ms Sarah和我們一起
練習母親節表演。

蔣老師教我們唱兒歌、唸
唐詩和玩遊戲。

小水滴

春曉



English Activity

We played game 

where one child 

had to chase the 

flies to stop them 

from flying around 

their food and 

furniture by 

waving a fly 

swatter.

Our environment was at the core of this fourth theme. We learned about our

ecosystem and some of its creatures with the book “Buzzing flies”. The children

were introduced to recycling, thanks to the story “Ice-Cream Stick”, and also through

songs like the “Garbage Truck” and “Reduce, Reuse, Recycle”.

We kept on working on phonics awareness, with letters “Zz”, “Ii” “Rr” and “Ee .

A crafty mouse 

demonstrated how we 

could make the most out 

of a popsicle stick, as it 

does in “Ice-Cream 

Stick”.

We followed the mouse’s example, by reusing ice- cream sticks 

and turning these into animal bookmarks, or using these as 

accessories for a fun “stick race”. The children also got to reenact 

the story by using giant sticks to play tennis, paddle or hide.

The children pretended to 

be flies `They  had to 

“buzz” around  the item 

described by the teacher.



The “Reduce, Reuse, Recycle” song taught us how to 

be more responsible with waste.

The class loved “The garbage truck” song. We learned about what happens to 

rubbish after it’s taken away. It was a great way to work on directions as children 

had to move towards one way or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lyrics.

“I am the Music Man” is one of our favorite song where we enjoyed playing, 

learning various instruments and their sounds.



With the help of Max story who was chased by the buzzing bees in the zoo we 

learned how letter Zz sounds. After that we played phonics hopscotch in order to 

learn more vocabularies that starts with letter z.

Max was feeling “itchy” and taught us how to pronounce letter Ii. 

We also reviewed letter Oo, Ii and Zz during small group time.

Letter r is looking for a gift for his friend 

rabbit and we found a perfect gift which is a 

robot. Rabbit and the children loves robot, 

so we decided to draw a robot by learning 

various shapes, like rectangles.

After reviewing the words starting 

with letter Rr, Naughty Max taught 

us how to Roar like a lion.

We were looking for the other 

half of the egg in order to learn 

letter Ee and its sound. Then 

Max showed us how to exerc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