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亦積極鼓勵幼稚園發展「大自然與生活」課程，從而培

養幼兒的探索精神。本校近年亦配合教育新趨勢，逐步加強發展校

本「大自然與生活」課程，將自由探索元素融入於教學之中。除加

強師資培訓外，亦為幼兒舉辦不同的科學探索活動，包括在校的探

索實驗活動、「大帽山大冒險」戶外日營、大自然與生活學習園地

網上學習活動等等。而在課程設計方面，除繼續為幼兒設計探索角

自選活動之外，亦在主題教學中加入探索活動，如趣味實驗、參觀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濕地公園考察等。

本學年受疫情影響，很多活動都以網上形式進行，為讓各級幼

兒在家中亦能對不同主題進行研究和探索，老師特意為幼兒設計了

繪本故事探索活動。在家長的協作下，幼兒即使足不出戶亦能體驗

探索活動的樂趣，例如動手做做小實驗、研究昆蟲標本、探索光與

影、混色遊戲等。家長能和孩子共同擁有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不但

能產生良好的溝通渠道，亦能增進與孩子們的親子關係。幼兒正值

邏輯思維迅速發展的階段，基於好奇心的驅使，他們會凡事追問，

發問過程既能刺激邏輯思維，也能提高學習積極性，家長在回答提

問的同時，還應思量小朋友提問的原因，藉此了解他們的興趣和潛

能，針對性給予更多引導和協助；當遇到家長也不懂的事情，也可

邀請小朋友一起尋找答案，共同投入和享受探索活動吧！

《探索無界限》《探索無界限》

走進探索世界走進探索世界
為讓幼兒對大自然有不同

的體會，老師帶領幼兒到

大帽山尋找不同的植物，

並拍下照片與同伴分享。

在課室中設置探索角，讓

幼兒每天都能體驗小小科

學活動，例如透過玩傳聲

筒，探索聲音的傳播。

小小建築師利用紙張和

廁紙筒疊砌高樓大廈。

我們到濕地公園探望鱷魚貝

貝，亦能親親大自然。

老師也來探索，與可觀自然

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孫老師和

陳老師共同研習：設計探索

活動的方法和技巧。

幼兒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

文館，可以利用巨型天文望遠鏡

觀看星空，多奇妙啊！

孩子天生對事物充滿好

奇，喜歡探索，而大自然環境中蘊含

著人類發展的重要資源，能給予幼兒感官的

刺激，提供他們無限的探索空間。當幼兒不斷探

索的同時，其大腦也不斷受到刺激，這有助於他們

大腦細胞發育，提升腦力，對其腦部發展起著重要而

又正面的影響，亦有利於未來的學習。而事實上，從日

常生活中到處都能尋找有探索價值的事物，比如水、空

氣、磁鐵、聲音、光線等等，只要我們鼓勵幼兒運用多

種感官進行探索，讓他們透過觀察、預測與比較，表

達自己對大自然和周遭事物的看法，體會大自然、

科技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並透過多元化且富

趣味性的探索遊戲，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和

求知慾，讓他們自動自發、主動投入、

輕鬆愉快和有效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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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活動探索活動

節日活動節日活動

預備班活動花絮預備班活動花絮

「睇吓，我哋嘅海綿印畫幾靚！」 「小烏龜慢慢爬 ... 爬 ... 爬 ...」 「我哋一齊砌咗個城堡，靚嗎？」 「我幫 BB 洗白白。」

「Yummy ！食物好好味呀！」

「等我哋搖下個罐，聽下會

發出咩聲音先！」

外籍英語老師和我們一起玩遊戲！

踩一踩，這個豆袋是軟綿綿的啊！

1~2~3~ 轉轉車出發 !

小腳板踏在凹凹凸凸的路上，

感覺很有趣啊！

「搖搖沙槌，我和小狗

一齊唱聖誕歌！」
「老師，祝你聖誕快樂！」

「Hello!

我係可愛

小南瓜。」

「我扮成骷髏骨

頭咁，你哋驚唔

驚呀 ?」

「我哋攞到最佳造型奬呀！」

Happy Halloween! 幼兒古靈精怪的造型，很有趣吧！

「齊齊玩玩具，好開心呀！」

「嘩！我睇到好多顏色呀！」



「雞髀真係好好味呀！等我食咗佢先。」 「蝴蝶飛呀飛！」 幼兒在普通話活動時介紹自己的名字。

“I am a boy.”「我哋係校長室搵到玩具車啦！」

「我 BB 嘅時候喺咪好可愛 ?」 「依個就係 BB 時候嘅我啦！」 幼兒很專心在圖書角閱讀圖書。

嘩 ~~~ 猜猜我

們在萬聖節的

造型吧！

「睇吓我哋嘅萬聖節獎品！」

「你哋鍾意我嘅

聖誕舞蹈嗎？」
「叉腰扭呀扭！」

「我係聖誕小精靈，

Yeah!!!」

「中秋節，我哋一齊提燈賞月。」

「我哋係課室玩尋寶遊戲 ~ 我搵到糖啦！」

幼兒班活動花絮幼兒班活動花絮

節日活動節日活動



節日活動節日活動

低班活動花絮低班活動花絮

「我表演嘅係

跆拳道，哈！」

「我最叻就係

跳舞啦！」

「我今日要表演

嘅係打籃球。」
你看！幼兒和評審正在欣賞「才藝表演」，多投入啊！

「我企喺哈哈鏡面前，原來鏡

上嘅我會變形，好得意呀！」
「請坐低，等我幫你驗眼啦！」「我哋用塊鏡睇下呢個圖案係唔係對稱嘅？」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當日幼兒都

特意裝扮，

各有特色！

「我哋特別嘅造型贏到大獎呀！」 「嘩！唔畀糖我，

我就嚇你架！」
「我條裙靚唔靚呀？」 「嘩 ~ ~ ~ 你驚唔

驚呀？」



節日活動節日活動

高班活動花絮高班活動花絮

「我哋一齊跟住老師做早操呀 ！」

「等我試下用普通話介紹自己先！」 「我哋要挑戰走過 S 形平衡木呀！」

「我哋著得咁靚，等我哋擺

返個 pose 影張相先！」

「你幫我扶住碗麥芽

糖呀！唔該。」

「我哋學整糖不甩呀！

好美味呀！」

「我哋喺斑馬線上過馬

路都要大步走呀！」

過馬路，看清楚，

車子停定才好過。

「我哋第一次做司機，

真係覺得好興奮呀！」

「我哋係行人天橋上面啦！」

嘩！我們的造型趣怪鬼馬嗎？ Happy Halloween~~~

「Trick or 

treat!!」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最佳聖誕造型大獎 

K3 潘菲悅

最佳悅耳聖誕歌聲獎 

K3 戴悅頤

「睇吓我哋嘅二

人聖誕舞蹈！」



親子遊戲日親子遊戲日

展板上介紹了我們學校的課程及活動，

讓大家來認識「可愛幼兒園」吧！ 「歡迎蒞臨親子遊戲日！」

有很好玩的滑梯樂園啊！

「我知道毛毛蟲鍾意食啲咩！」

「小蜜蜂最鍾意向日葵架！」

小朋友們隨著輕快的音樂在跳舞！

“The caterpillar wants orange.”

「等我餵蟲蟲食蘋果先！」

「毛毛蟲今天吃了甚麼？哦！原來是葡萄！」

「呢一塊拼圖係放呢到嘅！」

“What does caterpillar like?” 

“Oh!! It likes orange!” 家長正在了解學校課程。 「你哋睇下我嘅作品喺咪好靚呢？」



加強防疫措施加強防疫措施

網上視像教學網上視像教學

有趣的教學影片與拍攝花絮有趣的教學影片與拍攝花絮

隨著「covid-19」疫情肆虐，教育局宣布暫停面授課，由去年至今已有一整年的時間了。在這段停課的日子裏，學校面對不同

的挑戰和轉變，包括加強不同的防疫措施，以確保校園衛生清潔；設計及製作幼兒在家學習的教材，當中更是以往不曾使用的線上

學習和製作教學影片，相信家長、老師及幼兒都要重新適應這另類的學習模式，實在並不容易。而老師亦透過視像會議了解幼兒在

家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希望在停課期間仍能與家長和小朋友們保持緊密的聯繫。

停課的日子久了，當大家都感到有點抗疫疲勞，需要互相勉勵的同時，我們透過不同的方式，如視像會議與幼兒見面、從

whatsapp 收到在家學習相片和影片等，知道幼兒仍有努力學習，我們都感到鼓舞；又收到幼兒向校長和老師們的節日祝福片段，

還有家長與幼兒親手製作的敬師卡，這一切都帶給我們動力，亦讓我們感到互相扶持的可貴。

疫情下的「可愛」疫情下的「可愛」

各洗手間設有

自動梘液機

學校定期進

行全面的霧

化消毒

每個課室均

設有自動搓

手液機！

大門亦添置

了站立式的

自動搓手機

幼兒座位之間裝有隔板

佩戴口罩及防

疫帽，使面授

課堂更安心。

「一齊睇吓

蝴蝶嘅特徵

啦！」

「我哋一齊唸讀句式啦！」 「先在中間畫一條直線。」

老師正拍攝探索活動的影片

老師正在拍攝

功課教學影片
老師正在拍攝圖工教學影片

「我哋一齊扭螺絲！」

「小朋友，幫我哋

指住詞語 library

呀！」

「 老 師， 呢

個喺藍色。」

小朋友很棒啊！能唸讀整首兒歌，老師送你一個心吧！



與家長與家長 ~ 攜手協作  培育幼兒~ 攜手協作  培育幼兒

交通安全隊迎新日交通安全隊迎新日

家長教師會會員投票花絮家長教師會會員投票花絮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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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來張大合照

「你一票，我一票，齊齊嚟互選。」「委員互選結果產生了！」

「我吔就喺交通安全隊嘅新成員啦！」

家長也敬師運動家長也敬師運動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小童群益會的駐校社工黃藻蔚姑娘。每逢星

期一及五，大家都可以在學校見到我。平日我會在課堂時間內到課室觀

察小朋友的需要，並透過遊戲及故事，增進小朋

友的表達能力。另外，我亦會為小朋友及家長提

供個別輔導及小組活動。停課期間，我則會舉辦

線上活動，讓小朋友在家也能快樂地做親子手

工。接下來，我將會舉辦一些幼兒情緒小組及家

長減壓活動，例如靜觀小組及和諧粉彩工作坊。

藉著社工服務能更好地了解孩子及促進他

們的發展，所以並非出現問題才可以找社工呢！

家長如有興趣參加活動、想分享心事或了解更有

效管教孩子的方法，都可以隨時與我聯絡。

家長教師會特響應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家長也敬師」運動，讓幼兒及家長憑卡寄意，一起向默默耕耘的老師們致敬。

為讓加強新隊員對交通安全隊的認識，本校特意安排「交通安全隊迎新日」，讓隊員及家長瞭解入隊的基本規則和穿著制服的標準。

駐校社工黃藻蔚姑娘駐校社工黃藻蔚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