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2021 至 2022年度幼班綱要 

週次：第 21週             日期：27/6至 1/7         主題：小紅帽與大灰狼(交通小先鋒) 

 

語文活動 

學習重點： 

-認識馬路上不同的交通工具      

-分享乘車的經驗               

-認識乘搭巴士的程序 

認字: 車、巴士、車站  兒歌：小汽車  

語文知識：/ 故事：/ 

寫前活動(1):P.10 寫前活動(2): P.12 親子小任務: / 

唐詩: 遊子吟    作者: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普通話 

活動 

課文:夏天到 歌曲: 游泳 

談話內容：夏天/游泳/汗衫/短褲/背心 

English 

Activity 

Theme: Nature 

Picture Dictionary: P.22 

Letters/words： Rr, Rain 

Extra words: Rainbow, Sunny, Windy, Cloudy, Rainy 

Oral: It is sunny/rainy/windy/cloudy. 

Story: Up in the sky 

Song: Rain 

幼兒數學

活動 

概念: 快、慢 認數: 9 

形狀: 長方形 顏色：金色 

唱數：1-50 

大自然與

生活活動 
觀察巴士的外型特徵 

音樂活動 

唱歌: 溫習 樂器:手鈴 

節奏型/節奏練習: qnqQ 律動: 聽音域的高低模仿下雨 

拍子：4/4 音樂欣賞: 葛利格《早晨》(感受柔和的樂曲) 

體能活動 技巧訓練:前行曲線 

藝術與創

意活動 
交通工具去哪兒 

宗教活動 
課文︰路得愛婆婆 唱歌：多謝天父 

金句：要尊敬老人。(利未記 19:32) 

備註欄 

-27/6畢業典禮(幼、低班在家學習) 

-28/6畢業典禮翌日假期 

-29/6 派主題課本《小紅帽與大灰狼》 

-1/7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請於 29/6帶 2張汽車圖片作美藝創作之用(手繪也可以)，圖片不可大於 8cm x8cm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2021 至 2022年度低班綱要 
 

週次：第 21週               日期：27/6至 1/7          主題：班班的小燈籠(開心迎夏日) 

語文活動 

學習重點：                          

—認識太陽的特徵和作用 

—認識夏天的天氣特徵      

—初步認識酷熱天氣警告訊號 

—感謝充滿慈愛的上帝為我們創造了溫暖的陽光 

認字：夏天、炎熱的、太陽、電筒 語文知識：/ 

故事: 羅羅吃壞肚子 兒歌: 海水、汗水 

常識工作紙: P.10 中文工作紙: / 中文習作: P.11 

唐詩：遊子吟    作者：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普通話 

活動 

課文: 暑假樂趣多 兒歌：謝謝您 

談話內容: (溫習詞語)醫生/生病/吃藥/打針 

          (溫習句式)醫生叔叔，我生病了。 

English 

Activity 

Theme: Transport Sub-Topic: On land  

English Fun 2B: P.30-31 

Vocabulary: taxi, light rail, bus, MTR, bus stop   

Phonics: /y/ 

Sentences: How do you go to school? 
            I go by_____. 

Story: Where are we   

Song/Rhyme：Revision 

Paper:P.12 

幼兒數學  

活動 

概念：遠、近    識數: 1-10雙數  

組合概念: 7以內的加法   

唱數：1-40倒數 數學運用:P.13 

大自然與

生活活動 
感受在炎熱天氣下的身體變化、認識熱力能把水分蒸發成水蒸汽、探索會發光的物件      

音樂活動 

唱歌：五架小飛機    樂器：木魚 

節奏型/節奏練習: qqqQ 拍子：4/4 

音樂欣賞: 德利伯《撥弦》(分辨跳音和連音)         律動：二人合作模仿影子的不同動作 

體能活動 技巧訓練：雙手向上拋豆袋並接回 

藝術與創

意活動 
光暗顏色對比畫 

宗教活動 
課文︰捕魚的彼得 唱歌：我要叫你得人如魚 

金句：主是幫助我的。(希伯來書 13：6) 

備註欄 

-27/6畢業典禮(幼、低班在家學習) 

-28/6畢業典禮翌日假期 

-29/6派主題繪本《斑斑的小燈籠》 

-1/7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兆麟苑幼稚園 2021 至 2022年度高班綱要 
 
週次：第 21週              日期：27/6至 1/7          主題：颳颱風的一天(颱風知多少) 

語文活動 

學習重點：                          

─ 嘗試在校園內尋找風及表達被風吹的感覺     ─ 認識温度計的用途 

─ 知道颱風的中心會形成風眼                 ─ 認識温度計的量度方法 

─ 學習從天文台網頁獲得信息並記錄天氣 

認字: 天文台、天氣 語文知識: / 

故事: 盧森堡公園的一天 兒歌: 小滑鼠 

中文補充(C1): P.11 中文補充(C2): / 常識工作紙: / 

唐詩: 遊子吟    作者: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普通話 

活動 
課文: 畢業了 歌曲: 畢業歌 

談話內容：(詞語) 畢業/校長/主任/老師/阿姨 

English 

Activity 

Theme: Community Sub-topic: People who help us 

English Fun 3B: P.30-31 

Vocabulary: police officer, firefighter, doctor, nurse, paramedic 

Phonics: / 

Sentences: / 

Story: Firefighter Song: / 

Paper: P.12 

幼兒數學

活動 

唱數: 60以內單雙數 運算: 15以內加減法 

概念: 因果關係、認識温度的量度方法 識數: 1-70單雙數 

數學運用: P.12 數學練習: / 

大自然與

生活活動 
探索學校有風的地方、探索水中旋渦的形成、探索温度計在不同情況下的温度變化 

音樂活動 

唱歌: 小白雲 樂器: 木魚、中國小鼓 

節奏型/節奏練習: j j 拍子: 6/8 

律動: 模仿風吹的動作  

學習音樂｢強｣及｢弱｣的概念 
音樂欣賞: 王昌元<戰颱風> 

體能活動 技巧訓練: 扭呼拉圈 

藝術與創

意活動 
颱風來了 

宗教活動 
課文: 約書亞攻城 唱歌: 靠著耶穌的名 

金句: 我持守你的法度。 (詩篇 119：31) 

備註欄 

- 27/6高班畢業典禮 

- 28/6畢業典禮翌日假期 

- 29/6派主題繪本《颳颱風的一天》 

- 1/7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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