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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遊」主題中，小朋友首先互相分享各自

的旅遊經驗，從而認識到香港及其他國家的旅遊景

點。然後，透過觀察香港地圖，認識不同景點的位

置，同時進一步了解香港不同地區的交通工具。其

後，小朋友幫忙一起規劃本地旅遊行程，認識到如

何訂定一個合適的地點、日期和時間，也從中學習

到如何為旅遊作準備，包括要知道交通路線、準備

需要的物品等。小朋友也與家長一同規劃和實踐屬

於自己的家庭旅遊行程，並與同伴分享。

在延伸活動中，小朋友希望可以與同伴一同參

與旅遊。於是透過投票，把課室佈置成海洋公園。

最後，小朋友扮演海洋公園職員及遊客，一起享受

成果。



大家都有旅遊經驗，小朋友把最難忘的本

地及海外旅遊回憶，與大家一同分享。

去旅行很好玩！

我去旅遊時，看過雪，
還玩了擲雪球呢！

跟爸媽一起旅行，很開心！

我與家人去過美國！

去下白泥看很美的日落！

我喜歡與家人一起去日本！

我曾去英國探望朋友！

我與媽媽一起去旅行！

海洋公園有很多遊樂設施！

我與家人去泰國看動物！

我喜愛與哥哥一起旅行！

去旅行時觀賞到很多動物！ 海洋公園也有動物可以觀賞！

荃灣有一個好玩的單車徑！

去旅行時可以觀賞美麗的風景！我曾經搭飛機去旅行！



小朋友會分享乘搭不同交通工具的經驗，除了

認識不同的交通工具外，也學習把不同的交通

工具按「空中」、「陸地」和「海上」作分類。

香港地圖及
交通工具

飛機在空中飛！ 單車和小巴在陸
上行駛！

渡海小輪是海上
交通工具！

另外，透過認識香港地圖，小朋友學習把不同

的交通工具按香港四大區域分類。新界有綠色

的士、輕鐵；九龍有紅色的士、渡海小輪；香

港島有電車、渡海小輪；離島有藍色的士。

小朋友會分享有關

交通工具的圖書，

讓其他小朋友對一

些交通工具有更深

的認識。

我要分享關於鐵路的圖書！

熱氣球都係交通工具嚟㗎！

我們還製作圖工
「海中的小船」!

藍藍的大海
很美呀！

香港地圖及
交通工具

圖工「海中的小船」



透過小朋友的分享和老師的介紹，小朋友學習到一些

香港較著名的景點，並找出它們在地圖上的位置。大

家一起合作把景點貼在地圖上。

認識香港旅遊景點

香港鐵路博物館位於新界的大埔！ 香港濕地公園位於新界的天水圍！

金紫荊廣場在香港島！ 香港科學館是位於尖沙咀！

這就是黃金海岸的位置！ 我們一起去過位於離島的大澳！

海洋公園在香港島！ 天壇大佛也是位於離島的！



讓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本地的地道

食物吧！認識了不同的地道美食後，

老師還鼓勵我們在家中也品嚐一下。

品嚐香港地道美食

描繪出美麗的香港

菠蘿包的味道
很香甜！你們
嚐過了嗎？

我吃過雞蛋仔，
味道是甜的！

我見過麵包店
也有賣砵仔糕！

我們都喜愛香
港的地道美食！

我在超級市場
見過花占餅！

茶樓也可以吃
到蛋撻！

你們都可以把吃過的香港地道
美食記錄在工作紙上！

我在香港的天空上加上一些流
星，畫面更美了！

香港有很多高樓大廈！維港的景色太美了！



讓我們一同策劃一個旅遊行程！由於疫情緣故，

小朋友學習按日期、時間、地點和需要準備的物

品來計劃屬於老師的行程，從而認識搜集資料的

方法。之後，每位小朋友也各自尋找一個想去，

或者認為值得去的香港景點，與家人計劃一個屬

於自己家庭的旅遊行程，創造美好的回憶！

我比較想
去太空館！

我們可以幫忙老師計劃行程呀！

老師想去的地方是
香港歷史博物館！
在網上搜查一下開
放日期和時間，再
決定日子吧！

除了電腦之外，我們也可以利用電話
的應用程式來搜尋相關資訊！

媽媽的電話上也有
這個應用程式！

我們也可以參考圖書
「假日遊香港」學習
計劃行程的方法！

乘坐小巴就不用
走太多路！ 乘坐港鐵最快了！

在網上的地圖可搜查出前往目的地的不

同方法、路線及所需時間。另外，小朋

友也幫忙想出一些必需品：錢包、電話、

八達通、水、雨傘、手提式風扇。

八達通可以乘車用的！
照相機和電話都有拍
攝的功能，我選擇用
電話拍照及攝錄影片，
以記錄行程！

要用一個袋盛載所需用品！



分享大家的旅程

老師按計劃實踐行程，

並用手提電話進行拍攝，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內

不能進行錄影，於是改

以拍照作記錄。最後，

老師用旅程中拍攝的照

片及一些前往目的地的

錄影片段剪成一段影片，

向小朋友分享。

由學校出發步行至
九龍塘站！

再由尖沙咀站步行
至目的地！

參觀香港故事精華展！

這是以前香港的漁船！

這是以前新娘和新郎會
穿的服裝！

這是人力車！

以前海洋公園的地圖是這樣的！

小朋友與家人實踐了旅遊計劃後，也完成了工作紙，與

同伴分享了旅遊的感受與成果。

我和哥哥去了鳳德公園！

我用圖畫記錄了去京士柏公園的旅程！
我用圖畫和貼紙
記錄海洋公園之
旅！

六月十二日我去
了太平山！

我去了銅鑼灣看Line 
Friend！

我與爸媽去迪士尼
酒店住了一晚！

禾田喜山農莊有很多遊樂
設施，我玩得很開心！



得知投票結果後，大家都忙著製作圖工及佈置課室。

我們都希望擁有屬於恩慈班的旅行，為升班前製造

更多美好的回憶。不過，由於疫情關係，不能進行

團體旅遊，因此大家決定把課室佈置成一個景點，

嘗試體驗與同伴一起旅遊的樂趣！

老師按小朋友所推薦地方，製作了一個統計圖，讓小朋友進行投票，選出自己最

喜愛的景點，投票結果最多人喜愛的地方，便會成為課室的景點。

投票結果顯示，恩慈班

最多人喜愛的地方是海

洋公園！

我推薦的地方是梅
窩！因為可以游水！

我們都推薦迪士尼樂園！

我們推薦的地方是
海洋公園！

我們推薦太平山頂！

我最喜愛的地方是迪士尼樂園！

我最喜愛的地方是海洋公園！

我也選海
洋公園！

我們製作的匙扣會放在
售賣紀念品的商店，讓
遊客欣賞！

焗爐的熱力會把伸縮膠
片縮小及變硬！

投票「我最想去的地方」

我們製作小
魚圖工！

我製作了水母
圖工！



除了恩慈班的小朋友能享受成果之外，我們也

邀請了其他班的小朋友參觀「海洋公園」，小

朋友輪流扮演工作人員，在交換角色前，老師

會與小朋友進行小小的檢討，讓他們知道如何

把工作人員的角色做得更好。

在製作圖工的同時，大家也會商討各個展

館所展示的地方，計劃及製作售票處的安

排和所需物品，而且大家也會討論各個展

館的人手安排，讓遊客參觀的過程更加流

暢、好玩。

製作海洋公園的佈置

海洋公園開放了

我們製作不
同展館的牌！

我們製作水
母館的牌！

大家決定
水母館放
在這裏！

我們要用錢來購票，就
製作一百元紙幣吧！

我們要盡快收錢和派發入
場票，才能疏導人流！

我們會派發貼
紙作為紀念品！

我是一位守規
的遊客！

工作人員要緊
守自己的崗位！

小朋友：「去迪士尼好貴㗎！我冇錢㗎！」

小朋友：「Lego land 好好玩㗎！」
老師：「我都唔係小朋友！冇得去玩！」
小朋友：「咁你快啲生個bb出嚟咪得囉！」
老師：「我未結婚唔可以生bb喎…」
小朋友：「咁你快啲結婚啦！」

老師呼籲小朋友到「澳洲歷奇」與樹熊拍照。
扮演工作人員的小朋友：「請保持安靜！」



In theme 5 children just loved reading the book 
‘Ice cream’. There was a lot of excitement in 

the classroom while reading the book and singing 
the ‘Ice cream song’. This prompted us to do a 

role play for Ice cream shop.

The children took turns to act as ice cream seller and 
customers. This activity helped our little explorers to 

act out and make sense of real life situations along with 
developing thei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t 

was a joy to see children developing their social skills as 
they collaborated with others. What a fun day in 

classroom!



對於「交通工具」小朋友有了基本概念，此次活動讓小朋友認識交通
工具的名稱：港鐵、出租車、公共汽車、校車……並運用「我坐____去
_____。」的句式說出乘坐的交通工具和目的地。

老師出示交通工具活動卡，遮蓋其中一部分，請小朋友猜猜是甚麼交
通工具。小朋友猜中後，提問小朋友坐過這種交通工具没有，請坐過的小
朋友舉手。

我坐過我坐過火車。

我坐火車去迪士尼樂園。
我坐電車去中環。

我坐飛機去日本。

請問這是什麽交通工具？

普通話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