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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九月份剛步入校園，對學校的環境和活動

感到陌生。老師透過不同的繪本故事及活動，向小

朋友介紹與學校有關的活動和物品，讓他們在輕鬆

愉快的環境下適應校園生活，漸漸對學校產生歸屬

感。現在，他們已適應學校的環境、人物和活動，

甚至樂於與老師和同伴分享自己的生活軼事，表現

愉快、投入。

引起動機

米米每日都會番嚟信義中英
文幼稚園，佢書包入面都同
小朋友一樣有好多唔同嘅用
品，例如：食物袋同手冊。

老師利用繪本《米米日記-第一天
上學》引入主題活動，讓小朋友
從米米的角度認識新鮮的校園生
活，同時對主題產生興趣。

米米每日都好期待番學，因
為佢知道番學好開心，可以
同老師、小朋友一齊玩。



探索活動

透過有趣的活動，小朋友對自己所屬的班別和組別
更有認識，他們更漸漸學懂按自己的組別排隊，跟
著老師進行不同的活動。

音樂停咗就要企喺屬於
自己組別嘅呼拉圈入面。

我咃係喜樂班奶昔組嘅
小朋友。

我哋係喜樂班冬甩組嘅
小朋友。



經過每天親身的體驗，小朋友漸漸了解喜樂班每天
的日程，亦已習慣在班上的生活，對每天的活動都
表現投入、積極。

我哋番到學校會食茶點。

老師會同我哋一齊上
主題課。

喺音樂課老師會同我
哋一齊玩樂器。

我哋仲喺體能室玩遊戲。

喺自選活動時間，我哋會自
己選擇去自己鐘意嘅區角。

我哋會一齊跳舞。



小朋友在課室內的不同區角玩耍，了解不同區角中
的物品外，還學習不同區角的入角規則。

我哋喺「扮演區」要戴
著帽先可以煮野食㗎！

我哋最鐘意喺「閱讀區」
睇圖書，喺入面要好安
靜㗎！喺探索區可以玩

毛毛球隧道！

自由書寫區可以
練習寫英文字㗎！

我哋一齊玩砌
大積木呀！



小朋友在學校內的不同的地方進行活動，同時認識
學校內不同的樓層。

我哋喺一樓普通話室上
普通話堂。

我哋會喺洗手間去小便
同埋洗手。

我哋喺二樓禮堂進行幼
童崇拜，同小朋友、老
師一齊敬拜天父。

我哋喺二樓音樂室上跳舞堂。
我哋仲會喺二樓音樂室上
音樂堂，玩音樂遊戲添。



經過數週的適應期，以及參與了不同種類的活動後，
小朋友對學校有更強的歸屬感，在簡單的商量後，
小朋友決定以水彩印章為「我的學校」印上顏色。
最後，小朋友更提議把作品掛在課室內呢！

呢個就係我哋合作做好嘅
製成品啦！

我想印個綠色嘅樹葉喺學
校上面呀！

等我幫手用啲印印整靚我
哋間學校先。



小朋友在主題活動中已認識了學校裡不同的地方，
透過「一起遊校園」活動，小朋友按老師的指示尋
找學校裡不同地方的位置，加強小朋友對學校的歸
屬感。

廚房就喺呢喥啦！小朋友
唔可以入去嘅。

我哋搵到普通話室啦。

我哋搵到禮堂啦！係喺
二樓嘅。

呢個就係喜樂班課室啦！

呢喥就係學校嘅花園啦！
我哋可以係呢喥玩好多嘢！

我哋搵到校務處啦！葉校長、文主任
同梁主任都喺入面做嘢嘅。



經過一個主題的學習，小朋友對學校裡不同的人物
已有一定的認識，老師把小朋友分為兩組以遊戲
「尋找我們的神秘嘉賓」作主題的整合，強化小朋
友對學校不同人物的認識。

葉校長，請問你可唔
可以幫我哋將個貼紙
貼喺上面呀？

梁主任，呢個係你呀，
你幫我哋貼貼紙啦！

好嘢！我哋搵到文主任
啦，可以貼貼紙啦！

張老師，請你幫我哋
貼呢個貼紙呀，唔該！

蔣老師，請你把貼紙
貼在這裡，謝謝！



總結活動

在主題的尾聲，老師與小朋友一起投選「我最喜愛
的學校活動」，小朋友更樂於在同伴前分享自己的
想法及原因。

童話童真

「我好鍾意番學㗎，
因為番學有老師、
小朋友同我一起玩，
真係好開心㗎！」

「學校真係好
靚呀！我最鐘
意閱讀區，因
為好似屋企咁
呀！」

「老師好似我媽咪
咁照顧我，所以佢
哋係我哋嘅學校媽
咪囉！哈哈！」

呢個就係小朋友嘅投
票結果啦！

我最鐘意玩滑梯。

我最鐘意玩「煮飯仔」。

我最鐘意睇圖書。



普通話活動

我拔了一顆
青菜，小白
兔愛吃蘿蔔
和菜。

小朋友學習兒歌《小白兔》，知道
小白兔的生活習性和樣子，他們都
能理解兒歌大意讀懂兒歌，體驗扮
演的樂趣。

小朋友在遊戲中能聽懂自己的名字，作出相應的回應，並認
識班上的同學。



Blueberry Cup Cake

This month we dedicated most 

of our time  to learning the 

vocabulary starting with a 

letter C. That is why, one of 

the main words, which we used 

was: CAKE! Children learned 

about various flavors of cakes 

during one of the lessons. That 

is why we had to finally 

prepare our own cake after 

talking so much about 

delicious deserts and make our 

taste explode with sweetness. 

We decided to make a 

blueberry cup cake. What an 

exciting day that was! 

Everybody had to pick their 

own cup cake and decorate it 

with whipped cream. On top of 

the cream each child had to 

put a blue berry. 

It was the first culinary 

experience for children at 

the kindergarten. With such 

activities they get their first 

ideas about preparation of 

food. Cooking is a very 

creative task for them also. 

Moreover, they really enjoyed 

the activity!

Special Mo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