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稚園通告
     

幼稚園於 3月 25 至 4月 18
老師將透過創思教學的方式去讓
商討及統計學生有興趣學習的內
統美食等。老師更悉心設計及編排多元化的創意學習和傳統文化體驗
藝體驗、中國樂曲、中國舞蹈、
手工藝及親子遊戲等，讓學生及家
和價值，培養愛國情懷及傳承中華

一. K1、K2 及 K3 各級別之中華文

教學輔題 

中國知多少 

 

 

 

1.初步探索中國
2.認識中國是多民族國家
3.認識中國的首都
4.認識中國國旗
5.認識中國傳統節日的來源
6.知道自己是中
7.培養尊重中國國旗
8.懂得在升旗禮中能保持恭敬肅立和哼唱國歌
9.製作中國主題網絡圖
10.能統計最喜愛的中華文化活動及商量如何將課室設計成中國主題活動室

中國名勝古蹟 
 

 
 

1.知道中國是一個遼闊的國家
2.認識中國名勝
3.認識中國名勝景
4.認識中國名山大川
5.欣賞中國古代
6.熱愛中國名勝
7.能辨別具中國
8.發揮音樂及身體動覺智能
9.分工創設及佈置

 
中華藝術文化 
 

 

 

 
 

1. 認識中國是多元藝術和
和精神； 

2. 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藝術
手工藝等； 

3. 欣賞中國民間藝術
4. 培養對中國語
5. 欣賞中國文學經典
6. 喜愛及尊重中國不同民
7. 能朗讀簡單的詩
8. 繼續分工創設及佈置

中華美食 
真好味 

 
 

1. 認識中國的傳統
2. 認識中國各地的
3. 認識中國茶文
4. 欣賞及尊重中國
5. 喜歡製作和品
6. 能運用中國特
7. 能運用工具及材料
8. 綵排開幕表演活動
9. 改良中國主題活動室的佈置及物品
10.分享整個創思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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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通告 

18 日進行『幼兒創思方案教學-2019 童愛中華
讓學生加深認識我國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內容，如中國的歷史、名勝古蹟、古代建築

設計及編排多元化的創意學習和傳統文化體驗
、中國武術、親子參觀、親子小劇場、
及家長體會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綜合學習內容如下：  

學習重點 
中國從古至今經歷不同朝代，國家的歷

認識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知道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
認識中國的首都-北京，以及其地理位置；  
認識中國國旗、國徽和國歌的名稱及意義； 
認識中國傳統節日的來源、意義、慶節物品及活動

是中國人，培養對祖國的愛國情懷﹔ 
尊重中國國旗、國徽和國歌的情操； 
在升旗禮中能保持恭敬肅立和哼唱國歌； 

製作中國主題網絡圖，初步探討中國的傳統文化
能統計最喜愛的中華文化活動及商量如何將課室設計成中國主題活動室
知道中國是一個遼闊的國家，歷史悠久，地大物博

名勝古蹟源遠流長，各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及故事
名勝景點-萬里長城、故宮及兵馬俑等；
名山大川-長江、黃河及五嶽等； 
古代建築物的特色和風格； 
名勝古蹟，培養保護文物的態度； 

能辨別具中國傳統特色的建築物； 
發揮音樂及身體動覺智能，學習中國主題的歌曲及律動
分工創設及佈置、製作中國主題活動室的物品。

多元藝術和多語言多文種的國家，具

傳統文化藝術-民族服飾、音樂、舞蹈
  

欣賞中國民間藝術，喜歡製作中國不同民族的服飾
培養對中國語文的興趣，喜歡探索中國各地方言
欣賞中國文學經典-唐詩、三字經、弟子規及廿四孝故事等
喜愛及尊重中國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體會中國文化的多樣性

的詩歌，並能唱出中國主題的歌曲及
繼續分工創設及佈置、製作中國主題活動室的物品

傳統飲食文化、習俗和禮儀； 
地的特色美食，如八大菜系… 
文化、品茶用具及品茶三步曲-審茶、
中國各地飲食文化的差異； 

和品嚐中國美食，養成珍惜食物的傳統
能運用中國特色的飲食器具，如：杯、壺、筷子
能運用工具及材料製作中國傳統美食並進行飲食

演活動，繼續練習中國主題的詩詞、
改良中國主題活動室的佈置及物品；  
分享整個創思學習-中華文化活動的經驗，欣賞共同創設的成果

童愛中華 傳承文化』，
文化，首先師生會共同

古代建築、傳統藝術及傳
設計及編排多元化的創意學習和傳統文化體驗，透過升旗儀式、茶

、親子才藝表演、親子
，感受中華文化的特色

歷史發展和演變過程； 
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 

慶節物品及活動； 
 

 
探討中國的傳統文化； 

能統計最喜愛的中華文化活動及商量如何將課室設計成中國主題活動室。 
地大物博； 
歷史背景及故事； 

； 

學習中國主題的歌曲及律動﹔ 
。 
具獨特的民族風格、傳統

蹈、戲曲、武術、書法、

製作中國不同民族的服飾和手工藝； 
言和文字的演變； 
廿四孝故事等； 

體會中國文化的多樣性； 
中國主題的歌曲及配合動作做律動﹔ 

製作中國主題活動室的物品。 

、觀茶、品茶； 

統美德； 
筷子、碗子、湯匙… 
飲食活動的角色扮演； 
、歌曲和律動； 

欣賞共同創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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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1、K2 及 K3 各級別之中華文化主題活動如下： 

 

1.參觀活動 

參觀地點 班級 日期 時間 

藝術博物館 K3A、K3C 4 月 3日(星期三) 上午 10:00-11:00 

地址︰冼星海大馬路文化中心廣場 K3B、K3D 4 月 4日(星期四) 上午 10:00-11:00 

茶文化館 K1A、K1C 
4 月 9日(星期二) 

上午 10:00-10:45 

地址︰荷蘭園大馬路盧廉若公園 K1B、K1D 上午 10:45-11:30 

鄭家大屋 K2A、K2C 4 月 11 日(星期四) 上午 10:00-10:45 

地址︰龍頭左巷 10 號 K2B、K2D 上午 10:45-11:30 

☺參觀當日學生上課時間如常； 

☺請學生穿著整齊運動服，帶書包、手帕或紙巾； 

☺如有興趣協助之家長請儘快填妥回條交回學校，由於參觀名額有限，祇能安排 5 名家

長同行乘車，乘車的家長請提前 15 鐘到校集合(A 門入)，其餘家長可自行前往到入口

處集合。稍後班主任會直接聯絡被甄選的家長。  

 

 

2.到校活動 

活動項目 班級 日期 時間 

警察升旗儀式演示 K1、K2、K3 4 月 8日 (星期一) 上午 9:30-10:00 

 K3  下午 2:05-2:30 

茶藝體驗課 K2 4 月 10 日(星期三) 下午 3:05-3:30 

 K1  下午 2:35-3:00 

 

3.親子合作活動:  

(1)親子中華才藝表演：家長可與子女以親子或個人形式展現中華文化藝術(如：中國

舞蹈、戲曲、朗誦、樂器、武術、書法、手工藝等)，如有興趣表演之家長及學生

可先與班主任聯絡並儘快填妥回條交回學校﹔ 

(2)童愛中華親子作品比賽：家長可與子女於家中運用不同物料自由創作一件有關中華

文化的親子作品，作品可以不同創意及形式表達(如：繪畫、書法、陶瓷、雕塑、

工藝美術或立體模型等)，並於 4月 12 日(星期五)前將作品帶回校以作甄選，將於

綜合活動日頒獎給得獎學生及家長，並在親子作品展覽室內展示﹔ 

(3)中華美食親子齊分享:如家長喜愛製作中國傳統美食，可於綜合活動日當天帶同食

材及製作用具到校，教導學生製作簡易中國的傳統美食，如餃子、湯圓及小食，如

有興趣協助的家長可先與班主任聯絡並儘快填妥回條交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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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將舉行『2019 童愛中華 傳承文化-綜合活動日』： 
 

時間及程序之安排 

☺請學生穿著整齊夏季運動服，帶手帕或紙巾，不用帶書包﹔ 

☺由於 FUN 鬆一場戲:中國童話神筆馬良的參與名額有限，每班祇能安排 5 位家長陪同

幼兒進行活動。如有興趣協助之家長，請儘快填妥回條交回學校，稍後班主任會直

接聯絡被甄選的家長﹔ 

☺學生中午 12：00 放學，家長可帶同子女放學，老師會請部分家長及 K3 學生協助整理

場地及執拾物品。 

 
 
 

聖瑪沙利羅學校(幼稚園)啟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時 間 程 序 

上午 8:15 1.表演學生及協助化妝之家長到校(A 門入)； 

上午 8:30-9:00 2.全體學生到校，按班集隊/排洗及綵排； 

3.協助開幕禮/中國主題活動室/維持秩序的家長到校，請找老師 

報到及準備有關活動事宜； 

上午 9:00-9:15 4.參與活動的家長到校，請按指示到操場就座； 

上午 9:15-10:15 5.開幕儀式： 
 �開幕式表演:  

(1)話劇:童展中華文化-K2/K3 學生 

(2)中華醒獅表演-羅梁體育總會 

(3)律動:弟子廿四孝-K1/K2/K3 學生 

(4)戲劇教學展示:中國童話神筆馬良-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 

(5)親子中華才藝表演-學生及家長 

�嘉賓剪綵 

   頒發童愛中華親子作品比賽獎項 

= 朗讀中國詩歌/唱歌/律動-K1/K2/K3 學生 

上午 10:15-12:00 6. 參與中華文化主題活動室之活動(三樓課室) 

7. 武術教學-羅梁體育總會(幼稚園操場) 

8. 演奏中樂及介紹中式樂器-長虹音樂會(小學操場) 

9. FUN 鬆一場戲:中國童話神筆馬良-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多功

能室) 



 

 

 

  二零一
 

 

________ 班學生____________

幼稚園將進行幼兒創思方案教
創思教學之中華文化主題活動及

可填寫日期及�選活動: 

 

� K3 家長參與及協助參觀『藝術博物館

� K2家長參與及協助參觀『鄭家大屋

� K1家長參與及協助參觀『茶文化館

� 家長不參與以上之參觀活動

 

4 月 9-17 日協助課堂內之中華文化

(可填多日)，參與時間：上午

�參與(�父 �母 �其他         

�不參與 

 

4 月 18 日(星期四)綜合活動日

有興趣參與活動或協助各項工作之家長

�協助學生化妝及更換表演服裝

�協助開幕禮/中華文化主題活動室

�中華藝術才藝表演，表演項目

�FUN 鬆一場戲: 中國童話神筆馬良

�中華美食親子齊分享，製作食

�祇觀看/參與活動                         

�不參與以上之活動 

 

 

 

家長閱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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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幼稚園通告

____________ 

幼兒創思方案教學-『2019 童愛中華 傳承文化
及佈置課室等，如有興趣陪同子女參與或協助之家長

藝術博物館』     �父 �母  

鄭家大屋』        �父 �母  

茶文化館』        �父 �母 

動 

中華文化學習活動，家長可自由填寫參與之日期

上午 10:30-11:45。 

         ，參與日期:                           

綜合活動日-『2019 童愛中華 傳承文化』 

有興趣參與活動或協助各項工作之家長，可自由�選及填寫： 

及更換表演服裝                 �父 �母 �其他

主題活動室/維持秩序     �父 �母 �其他

表演項目:_____________   �父 �母 �其他

神筆馬良              �父 �母 �其他

食物名稱:_________ �父 �母 �其他

                            �父 �母 �其他

                              二零一九年

稚園通告 

傳承文化』，歡迎家長協助

有興趣陪同子女參與或協助之家長，

可自由填寫參與之日期 

               )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年三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