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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 本書展示 KiddieWorld 的學習資源如何配合《生活學習套》課本的學習重點， 
 幼兒班、低班和高班各一冊。

‧ 學習資源按不同範疇分類，方便老師選取，進行課堂活動。

‧ 本書也方便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可與孩子一起玩遊戲，幫助他們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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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冊    第一天上學（學校）

13第四冊    好想吃蛋糕（食物）

27第八冊   公主生病了（健康生活）

33
第十冊    大樹的禮物（大自然）

6第二冊    小猴子長大了（認識自己）

10第三冊    我是哥哥（家庭）

17第五冊    獅子大王愛乾淨（衞生）

21第六冊    玩具王國（玩具）

30第九冊    小紅帽與大灰狼（交通）

24第七冊    小皮球小心啊！（安全意識）



互動遊戲：Find the letter‘b’
認識字母 Bb

互動遊戲：Find the letter‘a’
認識字母 Aa

互動遊戲：Matching（A to B）
認讀以 a, b 為首的生字

故事：Oh no! I am late
閱讀有關不知是假日以為
要上學的故事

幼兒班 第一冊
第一天上學

（學校）

語文（英文）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禮貌小故事
（配合主題書 P.3-4, 13, 
21-22, 29）

互動遊戲：小汽車找物品
（配合主題書 P.27）
認識上學用的物品名稱

互動遊戲：我會做的事
（配合主題書 P.26）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禮貌用語
（配合主題書 P.3-4, 13, 
21-22, 29）

互動遊戲：我會打招呼
（配合主題書 P.3, 13）
學習與人打招呼

兒歌：你好
（配合主題書 P.13）

互動遊戲：誰是老師？
（配合主題書 P.3）
認讀字詞：「老師」

故事（快樂閱讀）：琳琳上學去
（配合主題書 P.16-17, 27）
閱讀有關第一天上學的故事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3）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把玩具放回原處
辨別玩具形狀作配對

互動遊戲：小丑送禮物
（配合主題書 P.27）
認識 1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真假斑馬
（配合主題書 P.27）
認識 1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相同的物品
（配合主題書 P.16-17）
找出相同的物品

互動遊戲：找相同
（配合主題書 P.16-17）
辨別相同和不相同

互動遊戲：切水果 1
（配合主題書 P.16-17, 27）
辨別相同的物品；認識 1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配對餐具
認識一一對應的概念

互動遊戲：學校的規則
學習遵守學校的規則

故事：捉迷藏
學習注意遊戲安全

故事：我做得到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互動遊戲：學校裏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學校的環境和活動

互動遊戲：誰來幫忙？
（配合主題書 P.20-21, 28-29）
認識在學校幫助自己的人

互動遊戲：猜猜人物心情
（配合主題書 P.30）
認識情緒

互動遊戲：誰是老師？
認識老師的工作

故事：值日生
（配合主題書 P.7）
學習愛護和珍惜圖書

故事：小欣的五個寶
學習照顧自己

故事：生日卡
學習原諒別人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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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哈囉
（配合主題書 P.5）

歌曲：KiddieWorld 主題曲

歌曲（Do Re Mi）：洗手歌
（配合主題書 P.24-25）

互動遊戲：找紅色
認識紅色

歌曲：上學去
（配合主題書 P.12）

歌曲（Do Re Mi）：小班房
（配合主題書 P.4-10）

歌曲（Do Re Mi）：小助手

歌曲：見個禮，握握手
（配合主題書 P.5）

歌曲（Do Re Mi）：故事書
（配合主題書 P.16-17）

歌曲（Do Re Mi）：好朋友

故事：愛紅色的小貓
認識紅色

互動遊戲：找紅色
認識紅色

歌曲（Do Re Mi）：聽故事
（配合主題書 P.16-17）

歌曲：The Alphabet Song

互動遊戲：KiddieWorld 熱
身遊戲「點擊遊戲」
練習用滑鼠作點擊操作

互動遊戲：我會洗手
（配合主題書 P.24-25）
掌握正確的洗手程序

互動遊戲：洗洗手
（配合主題書 P.24-25）
判斷哪些情況要洗手

互動遊戲：KiddieWorld 熱
身遊戲「拖放遊戲」
練習用滑鼠作拖放操作

互動遊戲︰我會上廁所
（配合主題書 P.21）
認識上廁所的程序

故事：畫畫真快樂
培養想像力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結識朋友妙妙法」
鼓勵結交新朋友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學校篇『上學』」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有關上學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健康使用平板電腦」
知道使用平板電腦要注意
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守時好孩子」
培養守時的觀念

通識

互動遊戲：活動的地方
（配合主題書 P.14-15）
探索學校的設施

互動遊戲：學校的區域
（配合主題書 P.14-15）
探索學校的設施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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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中文）

幼兒班 第二冊
小猴子長大了

（認識自己）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互動遊戲：我的身體
（配合主題書 P.18, 23）
認讀字詞

故事（快樂閱讀）：衣服
變小了？

（配合主題書 P.10-11）
閱讀有關成長的故事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1
（配合主題書 P.18, 23）
認讀字詞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手」
（配合主題書 P.18）
認識「手」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一起說禮貌語
（配合主題書 P.8-9）

互動遊戲：身體看一看
（配合主題書 P.20-21）
學習句式

故事（快樂閱讀）：我像甚麼？
（配合主題書 P.20-21）
閱讀有關認識自己的故事

兒歌：點蟲蟲
（配合主題書 P.20-21）

兒歌：小橋上
（配合主題書 P.14-15）

互動遊戲：手、杯
（配合主題書 P.18）
認讀字詞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口」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口」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18, 23）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Find the correct 
boots
認識字母 Cc

互動遊戲：Matching（A to B） 
溫習以 a, b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Picture Picking
（C to D）
認讀以 c, 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correct 
plant
溫習字母 Aa-Dd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裏和外
（配合主題書 P.31）

互動遊戲：小企鵝過河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 2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1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 2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2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4-15）

互動遊戲：數數農作物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 2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挑選衣物
（配合主題書 P.25）
比較長和短

互動遊戲：Long and short 
（配合主題書 P.25）
比較長和短

互動遊戲：身體真有用
（配合主題書 P.20-21）
探索身體各部位的功用

互動遊戲：身體真奇妙 
（配合主題書 P.20-21）
探索身體各部位的功用

故事：我的身體多美妙
（配合主題書 P.20-21）
探索身體各部位的功用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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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小寶寶

互動遊戲：小猴子爬樹
認識黃色

歌曲：大腳板
（配合主題書 P.24）

互動遊戲：魔術師
認識黃色

互動遊戲：手指印畫
（配合主題書 P.20-21）

歌曲：KiddieWorld 主題曲

互動遊戲：找找看
認識黃色

歌曲：我的眼睛和耳朵
（配合主題書 P.22）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1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自己的身體

故事︰我的身體多美妙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身體各部位的功用

互動遊戲：身體真有用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身體各部位的功用

互動遊戲：身體真奇妙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身體各部位的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奇妙的聲音」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和欣賞生活中的聲音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不聽話的顏色筆」
培養有耐性的美德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鞋的故事」
認識鞋子及選擇鞋子應注
意的地方

小眼睛看世界：永不放棄
的力克
認識力克的故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指紋細細看」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指紋的特徵和用途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做個真正的公主和王
子」
培養良好的品格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頭髮指甲不簡單」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頭髮和指甲的特徵和
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熊貓波波」
學習注重個人健康

通識

故事：我長大了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自己會成長

互動遊戲：一個人睡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互動遊戲：取物件
（配合主題書 P.2-13）
認識自己的能力

互動遊戲：做個好幫手 
學習幫助家人照顧嬰兒

互動遊戲：我會做甚麼？
（配合主題書 P.8-9, 12-13）
分辨要別人幫忙的事情

故事：我做得到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故事：我做得到
（配合主題書 P.10-11）
了解自己能力會增強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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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中文）

幼兒班 第三冊
我是哥哥

（家庭）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互動遊戲：小丑學字詞 1
（配合主題書 P.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不同的家具
認識家具名稱

互動遊戲︰我的家
（配合主題書 P.12-13）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我愛誰？ 
（配合主題書 P.11）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字詞遊戲
（配合主題書 P.2, 27）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一家人
（配合主題書 P.2, 27）
認讀字詞

兒歌：甜嘴巴 
（配合主題書 P.11）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27）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故事（快樂閱讀）：媽媽不見了
閱讀有關迷路的故事

互動遊戲：Picture Picking
（C to D）
溫習以 c, 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Little Car
（E to G）
認讀以 e, f, g 為首的生字

故事：The House of Monsters
閱讀有關家居環境的故事

互動遊戲：Matching（A to B） 
溫習以 a, b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letter‘f’
認識字母 Ff

互動遊戲：Find the correct 
plant
溫習字母 Aa-Dd

互動遊戲：Let’s guess
溫習以 a-f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letter‘e’
認識字母 Ee

互動遊戲：Pick the toy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誰的物品？
（配合主題書 P.21）
學習配對

互動遊戲：圓形在哪裏？
（配合主題書 P.24）
認識圓形

互動遊戲：相同的顏色
（配合主題書 P.34）
按一個特徵選取物品

互動遊戲：3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2）

互動遊戲：夢幻泡泡
（配合主題書 P.12）
認識 3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小老鼠找出口
（配合主題書 P.12）
認識 3 的數量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1
（配合主題書 P.21, 24）
認識圓形；學習配對

故事：放紙飛機
比較最長和最短

互動遊戲：Tidy the room
學習分類

語文（英文）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鳥寶寶開飯了」
（配合主題書 P.12）
認識鳥媽媽怎樣照顧鳥寶寶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鳥寶寶肚子餓」
（配合主題書 P.12）
認識鳥的覓食方法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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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生日卡
（配合主題書 P.32-33）
學習原諒別人

互動遊戲：融洽相處
（配合主題書 P.26-33）
學習與兄弟姊妹融洽相處

互動遊戲：我會幫忙
（配合主題書 P.16-23）
學習主動幫助家人

互動遊戲：物品要放好 
（配合主題書 P.16-23）
學習把物品放在正確的地方

互動遊戲：做個好幫手
（配合主題書 P.16-23）
學習幫助家人照顧嬰兒

故事：向爸媽傾訴
（配合主題書 P.6-10）
學習處理不快樂的情緒

故事：方方的妹妹
（配合主題書 P.26-33）
學習照顧弟妹

歌曲：小寶寶
（配合主題書 P.26-33）

互動遊戲：Find the presents
認識藍色；溫習紅色和黃色

歌曲：親親您
（配合主題書 P.2-10）

互動遊戲：摺星星
認識藍色；溫習紅色和黃色

互動遊戲：佈置嬰兒牀
（配合主題書 P.26-33）
設計嬰兒牀

歌曲：抱抱爸媽
（配合主題書 P.2-10）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爸爸去哪兒了？」
學習關心家人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做個有禮小客人」
知道參加生日會應有的禮貌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家有一寶」
學習關懷和尊敬長者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神祕禮物」
學習關心家人

通識

幼兒班 第四冊
好想吃蛋糕

（食物）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果」
（配合主題書 P.4）
認識「果」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魚」
（配合主題書 P.15）
認識「魚」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比較大小
（配合主題書 P.30）
認讀字詞

故事（快樂閱讀）：這是
甚麼蛋？
閱讀有關動物蛋的故事

互動遊戲：食物派對
（配合主題書 P.4, 15, 18, 30）
認讀字詞

故事（快樂閱讀）：廚師阿
高真棒！
閱讀有關廚師準備食物的
故事

兒歌：香噴噴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我愛吃甚麼？
（配合主題書 P.10-11）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大」
（配合主題書 P.30）
認識「大」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4, 15, 18, 30）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The Little Car（E to G）
溫習以 e, f, g 為首的生字

語文（英文）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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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Let’s guess 
溫習以 a-f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Beautiful pearls
認讀以 g, h, i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Help the dog
認識字母 Gg, Hh, Ii

故事（Reading For Fun）：
The Hungry Monkey
閱讀有關猴子摘水果的故事

互動遊戲：Water the plants
認識字母 Gg, Hh, Ii

互動遊戲：Fun Hitching（H to J）
認讀以 h, i , j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Help the animals 
認識字母 Gg, Hh, Ii

互動遊戲：What is it?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3 的字和量互動遊戲：小公主的食物
（配合主題書 P.10-11）
學習按規律排列（兩個項目）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1
（配合主題書 P.10-11）
學習按規律排列（兩個項目）

互動遊戲：4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24）

互動遊戲：小貓釣魚 
（配合主題書 P.24）
溫習 4 以內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攤位遊戲
（配合主題書 P.24）
認識 4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Make a cake
（配合主題書 P.24）
溫習 4 以內的數量

互動遊戲：配對餐具
（配合主題書 P.24）
溫習一一對應的概念

互動遊戲：大小、長短比一比
（配合主題書 P.31）

互動遊戲：比大小
（配合主題書 P.30）

互動遊戲：比較大小
（配合主題書 P.30）

互動遊戲：分食物
（配合主題書 P.10-11）
學習分類

互動遊戲：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不同的食物

互動遊戲：尋找食具
（配合主題書 P.25）
探索食具的特點和用途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1
（配合主題書 P.5）
認識不同顏色的食物

故事：頭上長葡萄
認識植物的生長環境

故事：方方的生日會
（配合主題書 P.26-33）
學習與人分享

故事：美味的曲奇餅 
（配合主題書 P.26-33）
學習與人分享

歌曲：開飯囉！
（配合主題書 P.21）

歌曲（Do Re Mi）：小廚師

歌曲（Do Re Mi）：豬先生的
早餐

互動遊戲：水果新造型
培養創作力

歌曲：分享食物
（配合主題書 P.31）

歌曲：食物好味道
（配合主題書 P.10-11）

互動遊戲：七彩的果汁
（配合主題書 P.5）
認識果汁的顏色

互動遊戲：Catch the fish
溫習顏色

互動遊戲：製作麪包
設計麪包款式

互動遊戲：美味的果汁
（配合主題書 P.5）
認識果汁的顏色

互動遊戲：製作三明治
設計三明治款式

語文（英文）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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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牛奶真美味」
認識牛奶的生產過程及牛
奶製品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珍惜食物小天使」

（配合主題書 P.18-19）
認識食物回收和處理的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黃豆大變身」
認識黃豆的營養價值及黃
豆製品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餐桌上的禮儀」

（配合主題書 P.18-23）
認識中西方的飲食禮儀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稻米的祕密」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稻米的種植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奇妙的蛋」
初步探索蛋的結構；認識
蛋的烹調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吃水果有益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水果的特徵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水果派對」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水果的特徵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垃圾食物拜拜」 
認識不良的飲食習慣對健
康的影響

通識 幼兒班 第五冊
獅子大王愛乾淨

（衞生）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1
（配合主題書 P.17, 22, 3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字詞配對
（配合主題書 P.2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我真棒
（配合主題書 P.22-23）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幫幫小女巫
（配合主題書 P.17, 22, 3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愛乾淨的寶寶
（配合主題書 P.17, 22, 32）
認讀字詞

兒歌：洗澡
（配合主題書 P.24）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17, 22, 32）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Beautiful pearls
溫習以 g, h, i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Help the animals
溫習字母 Gg, Hh, Ii

互動遊戲：Fun Hitching
（H to J）
溫習以 h, i, j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Get the coconuts
認識字母 Jj, Kk, Ll, Mm

語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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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Matching Factory  
（K to M）
認讀以 k, l, m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ll the bottles
認識字母 Jj, Kk, Ll, Mm

互動遊戲：Magic tree
溫習以 a-m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Help the mouse 
溫習以 g-m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Help the shopkeeper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atch the objects
溫習以 a-l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ootball fun
溫習字母 Aa-Mm

互動遊戲：連一連
（配合主題書 P.34）
認識正方形

互動遊戲：找找正方形
（配合主題書 P.34）
認識正方形

互動遊戲：找一找
（配合主題書 P.9）
認識 5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失物認領處
（配合主題書 P.9）
認識 5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小貓釣魚
溫習 4 以內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5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9）

互動遊戲：草原上的動物
（配合主題書 P.19）
比較 5 以內數量的多少

互動遊戲：夾糖果
（配合主題書 P.34）
溫習 4 的數量、正方形和
圓形

互動遊戲：小汽車找圖形 1
（配合主題書 P.34）
認識正方形；溫習圓形

互動遊戲：Help the shopkeeper
（配合主題書 P.34）
分辨圓形和正方形

互動遊戲：七彩圖形變變變
（配合主題書 P.13）
探索鏡子反映的影像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貓咪來了」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貓的生活習性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這些物料會滲水嗎？」
（配合主題書 P.32）
探索滲水和不會滲水的物料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這物料會滲水嗎？」
（配合主題書 P.32）
探索滲水和不會滲水的物料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可愛的小貓」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貓的生活習性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這是透明的嗎？」
探索透光和不透光的東西

互動遊戲：良好的衞生習慣
（配合主題書內容）
培養良好的衞生習慣

互動遊戲：自我清潔
（配合主題書內容）
學習保持個人清潔

互動遊戲：洗洗手
（配合主題書 P.14-18）
判斷哪些情況要洗手

互動遊戲：清潔整齊好幫手
（配合主題書 P.14-19）
認識清潔身體的用品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1
（配合主題書內容）
培養良好的衞生習慣

互動遊戲：擦鼻涕
（配合主題書 P.31）
學習擦鼻涕的正確方法

互動遊戲：小毛巾
（配合主題書 P.32-33）
學習洗毛巾和摺毛巾

故事：有趣的牙刷
（配合主題書 P.20-21）
培養刷牙的習慣

語文（英文）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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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認識清潔標誌
（配合主題書 P.26-30）
認識公眾衞生的重要性

互動遊戲：夾糖果
溫習顏色

歌曲（Do Re Mi）：洗手歌
（配合主題書 P.14-18）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健康生活篇『洗澡』」
（配合主題書 P.14-18, 22-23）
認識洗澡要注意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護齒妙法
（配合主題書 P.14-17, 20-21）
認識蛀牙原因及預防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頭髮指甲不簡單」

（配合主題書 P.2-8, 14-18）
認識頭髮和指甲的特徵和
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 「大家來防寨卡病毒」
認識寨卡病毒及防蚊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動物愛洗澡」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動物清潔身體的方法

通識

藝術與創意 幼兒班 第六冊
玩具王國

（玩具）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20）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故事（快樂閱讀）：
小丁的玩具

（配合主題書 P.30-31）
學習保持玩具清潔衞生

互動遊戲：不同的玩具
（配合主題書 P.2, 6, 20）
認讀字詞

兒歌：新玩具
（配合主題書 P.9）

互動遊戲：這是甚麼？
（配合主題書 P.20）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切水果 2
（配合主題書 P.20）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Matching（N to O）
認讀以 n, o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Where is…
溫習以 a-m 為首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
The Toys‘ Party

（配合主題書 P.2-8）
閱讀有關玩具的故事

互動遊戲：Get the fish
認識字母 Nn

互動遊戲：Help!
溫習字母 Aa-Mm

互動遊戲：The animals
restaurant
認識字母 Oo

互動遊戲：Football fun
溫習字母 Aa-Mm

語文（英文）

語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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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Do Re Mi）：逛商店 互動遊戲：電子萬花筒
（配合主題書 P.7）
欣賞萬花筒裏的圖案

互動遊戲：夾糖果
溫習顏色

歌曲：玩具要回家
（配合主題書 P.29）

互動遊戲：物品要放好
（配合主題書 P.24-28）
學習把物品放在正確的地方

故事：布布的氣球
學習分享

故事：堆沙比賽
（配合主題書 P.18-19）
培養合作精神

故事：玩具機械人壞了
（配合主題書 P.30-31）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懷舊小玩意」

（配合主題書 P.2-8）
認識古老的玩具和遊戲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玩具銀行」

（配合主題書 P.22-23）
學習與人分享

通識

互動遊戲：切水果 2
（配合主題書 P.34）
學習按物件的單一屬性分類

互動遊戲：把玩具放回原處
配對相同形狀的玩具

互動遊戲：草原上的動物
溫習比較 5 以內數量的多少

互動遊戲：Tidy the room
學習分類

互動遊戲：6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8-19）

互動遊戲：取玩具
（配合主題書 P.18-19）
認識 6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比高矮
（配合主題書 P.10-11）

互動遊戲：5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猴子拿香蕉
（配合主題書 P.18-19）
溫習 6 以內的數量

互動遊戲：考眼力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收拾玩具
（配合主題書 P.34）
學習按物件的單一屬性分類

互動遊戲：夾糖果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電子萬花筒
（配合主題書 P.7）
探究萬花筒的圖案變化

互動遊戲：齊來搬物件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會滾動的東西及其特徵

互動遊戲：轉轉小道具
培養科學探究精神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推玩具車的實驗」
探索推玩具車的力度對玩
具車的影響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故事：好玩的膠瓶
（配合主題書 P.18-19）
利用廢棄物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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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第七冊
小皮球小心啊！

（安全意識）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字詞放大鏡
（配合主題書 P.5, 9, 13, 24）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字詞找一找
（配合主題書 P.5, 9, 13, 24）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上和下 2
（配合主題書 P.12-13）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設計標誌
（配合主題書 P.19）
閱讀標誌

兒歌：溜滑梯
（配合主題書 P.30-31）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火」
（配合主題書 P.9）
認識「火」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9, 13, 24）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Little Pig‘s family
認讀以 n, p, q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Get the presents
認識字母 Qq

互動遊戲：The Speedy Bird
（P to Q）
認讀以 p, q 為首的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Find the cards
認識字母 Nn, Oo, Pp

互動遊戲：Honey bee 
認識字母 Nn, Oo, Pp

互動遊戲：上和下，裏和外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上和下；溫習裏和外

互動遊戲：上和下 1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上和下

互動遊戲：上和下 2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上和下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2
（配合主題書 P.20-21）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6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三角形飛碟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三角形

互動遊戲：小汽車找圖形 1
（配合主題書 P.20-21）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7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32-33）

互動遊戲：小仙子變變變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 7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電器好幫手
認識家庭電器的功能

故事：捉迷藏
（配合主題書 P.24-28）
學習玩遊戲時注意安全

互動遊戲：愛護郊野公園
學習保護自然環境及設施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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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第八冊
公主生病了

（健康生活）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誰是醫生？
（配合主題書 P.4）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2
（配合主題書 P.24-27）
認讀字詞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水」
（配合主題書 P.26）
認識「水」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保齡球真好玩
（配合主題書 P.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我生病了
（配合主題書 P.2, 4, 18, 26）
認讀字詞

兒歌：小醫生
（配合主題書 P.12）

互動遊戲：做甚麼？
（配合主題書 P.21）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4, 27）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這是誰的裝備？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醫生的工具，以及消
防員和警察的裝備

互動遊戲：白天和黑夜 
（配合主題書 P.20）
認識白天和黑夜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會變化的顏色」
（配合主題書 P.14-15）
探索顏色的混合變化

互動遊戲：家居小陷阱
（配合主題書P.4-7,12-13）
認識家居安全

互動遊戲：在家要小心
（配合主題書P.4-7,12-13）
認識家居安全

故事：機械人探測器
（配合主題書P.4-7,12-13）
認識家居安全

歌曲（Do Re Mi）：公園
（配合主題書 P.24-28）

歌曲（Do Re Mi）：逛商店
（配合主題書 P.14-18）

互動遊戲：小小設計師
（配合主題書 P.24-28）
設計公園的設施

互動遊戲：室內設計師
（配合主題書 P.2-8）
設計客廳

歌曲：遊戲安全
（配合主題書 P.29）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急救百寶箱」

（配合主題書 P.4-7,12-13）

小眼睛看世界：注意扶手
電梯和升降機安全

（配合主題書 P.14-18）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家居安全要留意」

（配合主題書 P.4-7,12-13）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會說話的標誌」

（配合主題書 P.19）
認識常見標誌的意思

小眼睛看世界：兒童家居
意外陷阱

（配合主題書P.4-7,12-13）

通識

互動遊戲：考眼力
（配合主題書 P.4-7,12-13）
分辨家中的危險物品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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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三隻香蕉」

（配合主題書 P.24-27, 30-31）
認識不同品種的香蕉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熊貓波波」

（配合主題書 P.24-27, 30-31）
學習注重個人健康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食物篇『蔬菜』」 
（配合主題書 P.24-27, 30-31）
認識蔬菜的特點及生長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熱點快播
「大家來防寨卡病毒」
認識寨卡病毒及防蚊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 「護士之母『南丁格爾』」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護士的工作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健康生活篇「睡覺」

（配合主題書 P.16-20, 22）
認識需要睡眠的原因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垃圾食物拜拜」

（配合主題書 P.24-27, 30-31）
認識不良的飲食習慣對健康
的影響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健康生活篇『洗澡』」 
認識洗澡要注意的事情

通識

互動遊戲：生病了
（配合主題書 P.4-9）
知道生病時應注意的地方

互動遊戲：做運動
認識運動用品

故事：多多的約會
（配合主題書 P.16-20）
學習編排自己的生活

互動遊戲：一天的生活
（配合主題書 P.16-20）
建立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故事：生病了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看醫生的過程

互動遊戲：看醫生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看醫生的過程

互動遊戲：齊來做體操
鍛煉記憶力

故事：東東種菜
（配合主題書 P.24-27, 30-31）
知道均衡飲食的重要性

互動遊戲：我要做的事
（配合主題書 P.16-20）
學習編排生活

故事：多多生病了
（配合主題書 P.2-9, 16-19, 24-29）
學習照顧自己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Leave the room
認識字母 Qq, Rr, Ss

互動遊戲：Funny rockets
認識字母 Rr

互動遊戲：Matching Factory
（R to T）
認讀以 r, s, t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Queen Mary’s 
birthday
認讀以 p, q, r, s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Little frog
認識字母 Tt

互動遊戲：Ice cream trucks
認識字母 Qq, Rr, Ss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會變化的顏色」
（配合主題書 P.14-15）
欣賞顏色的混合變化

互動遊戲：設計小皇冠
培養創作力互動遊戲：誰是醫生？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醫生的工作

互動遊戲：8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3）

互動遊戲：食物捉迷藏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 8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小羊羣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 8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9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21）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2
（配合主題書 P.13, 21）
溫習 1-9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遊戲日
（配合主題書 P.32）
比較遠和近

幼兒數學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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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紙箱遊戲
（配合主題書 P.30）
分辨前和後的位置

互動遊戲：到外婆家
訓練空間和方向感

互動遊戲：10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1）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2
（配合主題書 P.11）
溫習 10 以內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來坐船
（配合主題書 P.11）
溫習 9 以內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巴士站
（配合主題書 P.11）
溫習 9 以內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砌出長方形 
（配合主題書 P.18-19）

互動遊戲：有趣的長方形
（配合主題書 P.18-19）

歌曲（Do Re Mi）：過馬路
（配合主題書 P.26-27, 33）

歌曲（Do Re Mi）：搖小船
（配合主題書 P.28-29）

歌曲：人像燈
（配合主題書 P.34）

幼兒班 第九冊
小紅帽與大灰狼

（交通）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2
（配合主題書 P.4, 8）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馬路上
（配合主題書 P.8）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磚頭不見了
（配合主題書 P.8,26）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不同的交通工具
（配合主題書 P.4, 8,26）
認讀字詞

兒歌：長方形變變變
（配合主題書 P.18-19）

互動遊戲：坐交通工具
（配合主題書 P.10）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4, 8, 26）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車」
（配合主題書 P.8）
認識「車」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Answer the phones
認識字母 Uu

互動遊戲：Ice cream trucks
溫習字母 Qq, Rr, Ss

互動遊戲：The soccer game
認識字母 Tt, Uu, Vv

互動遊戲：Get the hat
認識字母 Tt, Uu, Vv

互動遊戲：Catch the 
school buses
認識字母 Ww

互動遊戲：What is it?
溫習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Picture Picking 
（U to W）
認讀以 u, v, w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繁忙的城市
（配合主題書 P.2-8）
認識交通工具

互動遊戲：有趣的設施
（配合主題書 P.31）

認識巴士和港鐵列車的設施

互動遊戲：交通工具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2-8）
認識交通工具

互動遊戲：交通安全設施
（配合主題書 P.26-27, 31, 33）

語文（英文）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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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第十冊
大樹的禮物

（大自然）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擦擦是甚麼
（配合主題書 P.4, 6）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海底尋寶
（配合主題書 P.2, 4, 6）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2
（配合主題書 P.2, 4, 6）
認讀字詞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4, 6）
認識字詞的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親親大自然
（配合主題書 P.4）
學習短句

互動遊戲：大樹上
（配合主題書 P.12）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認識大自然
（配合主題書 P.4, 6）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可愛的大自然
（配合主題書 P.2, 4, 6）
認讀字詞

兒歌：小螞蟻
（配合主題書 P.19）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山」
（配合主題書 P.10）
認識「山」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果」
（配合主題書 P.4）
認識「果」字的演變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跑道物料小測試」
（配合主題書 P.9）
認識摩擦力

故事：超級汽車
（配合主題書 P.2-8）
享受看故事的樂趣

故事：大家來猜猜
（配合主題書 P.2-8）
認識交通工具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推玩具車的實驗」
（配合主題書 P.9）
探索推玩具車的力度對玩
具車的影響

互動遊戲：他們做得對嗎？
（配合主題書 P.13-16, 20-21）
學習遵守乘車和乘船規則

互動遊戲：守規則
（配合主題書 P.13-16, 20-21）
學習遵守乘車規則

互動遊戲：遵守交通規則
（配合主題書 P.13-16, 20-21）
學習遵守交通和乘車規則

故事：東東坐港鐵
（配合主題書 P.13-16, 20-21）
學習遵守乘車規則

故事：坐港鐵
（配合主題書 P.13-16, 20-21）
學習遵守乘車規則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猜猜澳門交通工具」

（配合主題書 P.2-8）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 「港鐵西港島綫通車」

（配合主題書 P.17）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開心坐港鐵」

（配合主題書 P.12-17, 20-21）
學習遵守乘車規則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 「天空上的大鳥『飛機』」
認識飛機發明的故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會說話的標誌」

（配合主題書 P.32）
認識常見標誌的意思

通識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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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高矮比一比
（配合主題書 P.32）
比較高和矮

互動遊戲：小地鼠找出口
訓練空間和方向感

互動遊戲：小汽車找圖形 2
（配合主題書 P.22-23）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考眼力
（配合主題書 P.22-23）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找朋友
（配合主題書 P.12）
比較多和少

互動遊戲：小汽車找圖形 1
（配合主題書 P.22-23）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Circle and square
（配合主題書 P.22-23）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比較高矮
（配合主題書 P.32）
比較 3 個物品的高矮

互動遊戲：樹上的動物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在樹上活動的動物

互動遊戲：齊來種盆栽
（配合主題書 P.28-29）
認識植物的生長元素

互動遊戲：小昆蟲找朋友
（配合主題書 P.14-18）
認識昆蟲

故事：頭上長葡萄
（配合主題書 P.28-29）
認識植物的生長環境

互動遊戲：小昆蟲開派對
（配合主題書 P.14-18）
認識昆蟲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毛毛蟲長大了」
（配合主題書 P.20）

互動遊戲：小種子
（配合主題書 P.28-29）
認識植物的生長過程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毛蟲變蝴蝶」
（配合主題書 P.20）

互動遊戲：Get the coins
認識字母 Yy

互動遊戲：The Little Car（X to Z）
認讀以 x, y, z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Basketball fun
認識字母 Xx

互動遊戲：Get the apples
溫習字母 Ww-Zz

互動遊戲：Circle and square
溫習英文生字

故事：Our Goodies
閱讀有關點算食物的故事

互動遊戲：Hot air balloons
認識字母 Zz

互動遊戲：Little robot
認讀以 x, y, z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Play the xylophone
溫習字母 Uu-Zz

互動遊戲：Find the jewels
溫習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找數字
辨認 10 以內的數字

互動遊戲：小螞蟻找食物
（配合主題書 P.12）
比較多和少

互動遊戲：10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送花給媽媽
溫習 10 以內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數數小動物
溫習 10 以內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釣魚樂
溫習 7-10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2
溫習 10 以內的數量

故事：Our Goodies
溫習 10 以內的數量

故事：鳥巢要回家
（配合主題書 P.7, 12-13）
培養愛護動物的態度

故事：青蛙要回家
培養愛護動物的態度

故事：美麗的郊野公園
（配合主題書 P.33）
培養環保意識

故事：東東種菜
學習珍惜食物；知道均衡
飲食的重要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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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郊野公園樂悠遊」
認識香港郊野公園的環境
和設施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美麗的天空」 
認識天空的自然現象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親親大樹」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大樹的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屯門公園爬蟲館」
認識龜、蛇、蜥蜴和鱷魚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 「用水種菜的祕密」
認識水耕種植

小眼睛看世界：不同地方
的花朵
認識各個地方的著名花卉

通識

歌曲：三隻蝴蝶
（配合主題書 P.20-21）

互動遊戲：送花給媽媽
溫習顏色

互動遊戲：創作昆蟲
（配合主題書 P.22-23）
運用不同圖形創作昆蟲

歌曲（Do Re Mi）：愉快小鳥
（配合主題書 P.7, 12-13）

互動遊戲：拼貼畫
培養創作力

歌曲：藍天

互動遊戲：Find the correct pictures
溫習顏色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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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 本書展示 KiddieWorld 的學習資源如何配合《生活學習套》課本的學習重點， 
 幼兒班、低班和高班各一冊。

‧ 學習資源按不同範疇分類，方便老師選取，進行課堂活動。

‧ 本書也方便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可與孩子一起玩遊戲，幫助他們鞏固所學。

低班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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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冊    丁丁交朋友（學校）

20第四冊    家裏的小風波（家庭）

35第八冊    大戰病菌兵團（衞生）

41
第十冊    假日遊香港（香港、交通）

6第二冊    小象鼻子長（認識自己）

10第三冊    奇妙的季節（季節）

23第五冊    餐盒裏的祕密（食物）

27第六冊    派對之後（環境保護）

38第九冊    大黑怪不見了（科學）

31第七冊    我想養小狗（動物）



低班 第一冊
丁丁交朋友

（學校）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故事：我會說禮貌用語
（配合主題書 P.6-9, 12-13）
學習禮貌用語

故事（快樂閱讀）：小恐龍
開學了
閱讀有關升班的故事

互動遊戲：好朋友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課室裏
（配合主題書P.4, 9,18,24）
認讀字詞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9, 28）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我愛上學
（配合主題書 P.4, 9,18,24,28）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禮貌小故事
（配合主題書 P.6-9, 12-13）
學習禮貌用語

兒歌：好朋友
（配合主題書 P.32）

互動遊戲：我們一起做甚麼？
（配合主題書 P.18）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切水果 3
（配合主題書 P.18）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幸運輪
（配合主題書 P.18）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Help!
溫習字母 Aa - Mm

故事：Oh no! I am late!
閱讀有關不知是假日以為
要上學的故事

故事（Reading For Fun）：
Happy Friends
閱讀有關動物的故事

互動遊戲：Magic school
溫習字母 Aa - Zz

互動遊戲：Collect the pictures
溫習以 a-z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b sound
認識以 b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Where is…
認讀英文生字

故事：Angel School
閱讀有關遵守學校規則的
故事

互動遊戲：Football fun
溫習字母 Aa - Mm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收拾書包
（配合主題書 P.10, 22）
認識 1 和 2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小丑送禮物
（配合主題書 P.10）
認識 1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真假斑馬
（配合主題書 P.10）
認識 1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2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22）

互動遊戲：到超級市場買食物
（配合主題書 P.10, 22）
認識 1 和 2 的數量

互動遊戲：雪人的新裝
（配合主題書 P.10, 22）
認識 1 和 2 的數量；溫習
形狀

互動遊戲：魔術師變變變
（配合主題書 P.10, 22）
認識 1 和 2 的數量；溫習
形狀

互動遊戲：位置找一找
（配合主題書 P.30）
認識上、中、下

互動遊戲：Make a wild guess
溫習形狀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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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KiddieWorld 熱
身遊戲「點擊遊戲」
練習用滑鼠作點擊操作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健康使用平板電腦」
知道使用平板電腦要注意
的事情

互動遊戲：KiddieWorld 熱
身遊戲「拖放遊戲」
練習用滑鼠作拖放操作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結識朋友妙妙法」
鼓勵結交新朋友

故事：清潔日
學習保持課室清潔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守時好孩子」
培養守時的觀念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學校篇『上學』」
認識有關上學的事情

歌曲：哈囉
（配合主題書 P.6-9）

歌曲：The Alphabet Song 互動遊戲：Make a wild 
guess
溫習顏色

歌曲：見個禮，握握手
（配合主題書 P.6-9）

歌曲（Do Re Mi）：你好嗎？
（配合主題書 P.6-9）

歌曲：上學去
（配合主題書內容）

歌曲（Do Re Mi）：小班房
（配合主題書 P.2-9, 24-28）

歌曲：KiddieWorld 主題曲

通識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神奇的磁鐵」
（配合主題書 P.21）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磁鐵吸攝物件的特性」
（配合主題書 P.21）

互動遊戲：打招呼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打招呼方式

互動遊戲：學校的區域
（配合主題書 P.18-19）
認識學校的區域

故事：你好嗎？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打招呼方式

互動遊戲：切水果 3
（配合主題書 P.18-19）
認識學校的區域和設施

故事：我的教室在哪裏？
（配合主題書 P.18-19）
認識學校的環境、人物和
活動

互動遊戲：愛心小天使
學習照顧和幫助別人

互動遊戲：好學生
認識好學生應有的行為

故事：東東生氣了
學習原諒別人

故事：清潔日
學習保持課室清潔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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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二冊
小象鼻子長

（認識自己）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13, 20）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故事（快樂閱讀）：小肚臍
閱讀有關嬰孩出生和成長
的故事

故事（快樂閱讀）：衣服變
小了？
閱讀有關孩子成長的故事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3
（配合主題書 P.2, 20, 22-23）
認讀字詞和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不同身體的部分
（配合主題書 P.2, 13, 20, 25）
認讀字詞

兒歌：動物展才華
（配合主題書 P.36）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耳」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耳」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口」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口」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不一樣的身體
（配合主題書 P.22）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聽一聽，找一找
（配合主題書 P.25）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Where is my …?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My Body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Pointing ga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m sound
認識以 m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Go for coconuts
認識以 m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排一排
（配合主題書 P.26-27）
學習排序 （三個項目）

互動遊戲：Find the correct 
balls
溫習比較大和小

互動遊戲：Long and short
溫習比較長和短

互動遊戲：夾糖果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 4 的數量；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5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33）

互動遊戲：哪一隻長頸鹿
比較高？

（配合主題書 P.26）
比較高和矮

互動遊戲：他是誰？
（配合主題書 P.26-27）
比較高、矮、胖、瘦、長、短

故事：放紙飛機
比較最長和最短

互動遊戲：吃壽司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 3 和 4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拋彩圈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 3 和 4 的數量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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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遇上陌生人
（配合主題書 P.25）
學習保護身體和私隱部位

互動遊戲：保護眼睛
認識保護眼睛的方法

互動遊戲：護眼棋
認識保護眼睛的方法

互動遊戲：好習慣
認識保護五官的方法

歌曲：身體的聲音
（配合主題書 P.14-17）

互動遊戲：夾糖果
溫習顏色

互動遊戲：設計眼鏡
發揮創作力

歌曲：小腳來跳舞
（配合主題書 P.16-17）

歌曲：我的耳朵
（配合主題書 P.10）

歌曲（Do Re Mi）：小豬馬
戲團

（配合主題書P.28-32, 34-35）

歌曲（Do Re Mi）：我是小
畫家

（配合主題書 P.28-32, 34-35）

互動遊戲：手指印畫
（配合主題書 P.14-15）

互動遊戲：身體的功用
（配合主題書 P.6-12, 14-17）
認識身體各部位及其功能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3
（配合主題書 P.10-12, 14-17）
認識身體不同部位

互動遊戲：我的小卡片
（配合主題書 P.22-23）
認識自己的外貌特徵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指紋細細看」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指紋的特徵和用途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不聽話的顏色筆」
培養有耐性的美德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身體自我保護的方
法」
探索身體怎樣保護自己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熊貓波波」
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頭髮指甲不簡單」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頭髮和指甲的特徵和
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認識自己篇『身體的祕
密』」
初步認識人體消化食物的
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做個真正的公主和
王子」
認識應有的良好品格

通識

互動遊戲：身體的功用
（配合主題書 P.6-12, 14-17）
探索身體各部位及其功能

互動遊戲：眼睛看世界
探索戴近視鏡看東西的情況

故事：小天才表演
（配合主題書 P.28-32, 34-35）
學習發掘自己的潛能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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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三冊
奇妙的季節：
春日花開了

（季節）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3）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春天來了
（配合主題書 P.2-3, 7）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配合主題書 P.2）
認讀句子

互動遊戲：四季活動多
（配合主題書 P.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四季變變變
（配合主題書 P.2）
學習句式

古詩：春曉
（配合主題書 P.9）

互動遊戲：The four seasons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對稱畫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對稱的概念

互動遊戲：觀賞昆蟲樂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對稱的概念

互動遊戲：對稱的花紋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對稱的概念

互動遊戲：製作對稱圖形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對稱的概念

互動遊戲：小偵探找物品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對稱的概念

互動遊戲：對稱畫美術館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對稱的概念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四季的天氣特徵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毛蟲變蝴蝶」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蝌蚪在哪裏？」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蝴蝶身體的祕密」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黑黑的小蝌蚪」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毛毛蟲長大了」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有趣的蝴蝶」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我是小青蛙」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厲害的防身術」
（配合主題書 P.12-13）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小蝌蚪長大了」
（配合主題書 P.12-13）

互動遊戲：四季活動多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四季常見的活動

歌曲（Do Re Mi）：神奇種子
（配合主題書 P.2-7, 10）

歌曲：春天
（配合主題書 P.15）

歌曲（Do Re Mi）：蝴蝶飛
（配合主題書 P.12-13）

互動遊戲：對稱畫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製作對稱圖形
（配合主題書 P.14）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親親大樹」
認識大樹的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小小樹苗真有用」
認識樹木

小眼睛看世界：不同地方
的花朵

（配合主題書 P.7）

通識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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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三冊
奇妙的季節：
夏日夢想曲

（季節）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雨」
（配合主題書 P.10）
認識「雨」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水」
認識「水」字的演變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3, 8, 10）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認識天氣警號
（配合主題書 P.9）
認識天氣警告信號的意思

互動遊戲：天氣熱有辦法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美妙的聲音
初步接觸一些擬聲詞

互動遊戲：不同的活動
（配合主題書 P.4）
學習句式

故事（快樂閱讀）：想辦法
涼一涼
閱讀有關如何消暑的故事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認讀句子

互動遊戲：夏天來了
（配合主題書 P.3, 4, 8）

故事：Going to the Beach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夏天的活動

互動遊戲：拼拼黑影
（配合主題書 P.12）
探索圖形的組合變化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四季的天氣特徵

互動遊戲：Funny seasons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四季的特色

互動遊戲：合適的衣服
了解天氣和衣着的關係

故事：做冰棒
學習做冰棒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追蹤彩虹」
（配合主題書 P.11）
學習進行彩虹小實驗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光可以穿透物件嗎？」
探索透光和不透光的東西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這些物料會滲水嗎？」
探索滲水和不滲水的物料

互動遊戲：游泳去
（配合主題書 P.2-8）
認識游泳的安全守則

互動遊戲：炎熱的天氣
認識避暑方法

歌曲（Do Re Mi）：美麗的
泳衣

（配合主題書 P.2-8）

歌曲：四季
（配合主題書 P.15）

互動遊戲：用圖形畫畫
（配合主題書 P.12）
培養創作力

歌曲（Do Re Mi）：彩虹
（配合主題書 P.11）

互動遊戲：設計雨具
（配合主題書 P.9）
培養創作力

互動遊戲：貝殼拼貼畫
培養創作力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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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游泳去」

（配合主題書 P.2-8）
學習游泳時注意安全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自然科學篇 『水』」
認識水的特性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新烏鴉喝水」
提升科學探究精神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颱風呼呼吹」
認識颱風的威力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預防中暑妙法」
學習保護自己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奇妙的沙」
認識沙的來源和用途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美麗的天空」
認識天空的自然現象

低班 第三冊
奇妙的季節：
秋天的果園

（季節）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3, 9）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秋天來了
（配合主題書 P.3, 4, 9）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秋天來到了 
（配合主題書 P.3,9）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認讀句子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山」
認識「山」字的演變

故事（快樂閱讀）：稻草人
閱讀有關稻草人的故事

童詩：我要給風加上顏色
（節錄）
（配合主題書 P.9）

互動遊戲：The hard c sound
認識以 hard c sound 為首
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The 
Picnic
閱讀有關秋天活動的故事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黃葉飄飄
辨別相同的物件

互動遊戲：找不同
培養觀察力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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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四季的天氣特徵

互動遊戲：齊來配水果
（配合主題書 P.2-7）
探索水果的基本結構

互動遊戲：找水果
（配合主題書 P.2-7）
探索水果的基本結構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蝸牛慢慢爬」
認識蝸牛的外形特徵和生
活習性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有趣的蝸牛」
認識蝸牛的外形特徵和生活
習性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蜻蜓身體仔細看」
認識蜻蜓的外形特徵和生
活習性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小蜻蜓飛呀飛」
認識蜻蜓的外形特徵和生
活習性

互動遊戲：秋天活動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8）
認識秋天常見的活動

互動遊戲︰看天氣，穿衣服
了解天氣和衣着的關係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水果派對 」

（配合主題書 P.2-7）
認識水果的特徵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郊遊準備」 

（配合主題書 P.8）
認識郊遊的服裝和裝備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稻米的祕密」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稻米的種植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吃水果有益
（配合主題書 P.2-7）
認識水果的特徵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郊野公園樂悠遊」

（配合主題書 P.8）
認識香港郊野公園的環境
和設施

歌曲（Do Re Mi）：公園歌曲：小葉子去旅行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水果畫
（配合主題書 P.2-7）
創作水果畫

互動遊戲：黃葉飄飄
（配合主題書 P.12-13）
欣賞葉子的形狀

互動遊戲：創作昆蟲
培養創作力

互動遊戲：設計葉子臉譜
（配合主題書 P.12-13）
培養創作力

互動遊戲：小小設計師 
設計公園的設施

互動遊戲：填色遊戲
溫習顏色

互動遊戲：製作紙飛機
培養創作力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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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三冊
奇妙的季節：
暖暖的冬天

（季節）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冬天來了
（配合主題書 P.2, 8）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冬天來到了
（配合主題書 P.2, 8）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不同的季節
認識形容詞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認讀句子

互動遊戲：冬天的衣物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8）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兒歌：北風與太陽
（配合主題書 P.10）

互動遊戲：最長的珠鏈
（配合主題書 P.13）
學習找出最長的物件

互動遊戲：夾糖果
溫習形狀和 4 的數量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3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四季的天氣特徵；
認識夏天和冬天的衣物

互動遊戲：不同季節的衣服
（配合主題書 P.12）
分辨冬天和夏天的衣物

互動遊戲：The four seasons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動物冬眠了
（配合主題書 P.2-3）
分辨會冬眠的動物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保溫小測試」
（配合主題書 P.11）
探索不同物料的保溫效果

互動遊戲：保暖的東西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夾糖果
溫習顏色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天氣冷，吃火鍋」

（配合主題書 P.14）

通識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互動遊戲：換季
（配合主題書 P.12）
了解天氣和衣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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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四冊
家裏的小風波

（家庭）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文字組合遊戲
（左右組合）
（配合主題書 P.36）

互動遊戲：文字組合遊戲
（上下組合）
（配合主題書 P.36）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3
（配合主題書 P.6, 16, 19, 36）
認讀字詞；初步認識文字的
部件結構

故事：開飯記
（配合主題書 P.32）
閱讀有關分擔家務的故事

互動遊戲：家庭成員看一看
（配合主題書 P.2-7, 20-21）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猜猜是甚麼？
（配合主題書 P.3）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我愛家人
（配合主題書 P.2-7, 16, 19-21）
認讀字詞

兒歌：快樂的動物家庭
（配合主題書 P.34-35）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6, 19, 20-21）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我的家人
（配合主題書 P.20-21）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家人喜歡做甚麼？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有趣的文字
（配合主題書 P.36）
初步認識文字的部件結構

故事（快樂閱讀）：長頸鹿東東
（配合主題書 P.33）
閱讀有關長頸鹿的故事

互動遊戲：小仙子變變變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 7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6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1）

互動遊戲：舊照片
（配合主題書 P.34-35）
比較 8 以內數量的多少

互動遊戲：Juggling fun
溫習比較大和小

互動遊戲：小羊羣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 8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排大小
（配合主題書 P.25）
學習由大至小及由小至大
的排序

互動遊戲：8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25）

互動遊戲：7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1）

互動遊戲：Counting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 8 以內的數量

互動遊戲：食物捉迷藏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 8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大大小小
（配合主題書 P.25）
辨別最大和最小

互動遊戲：動物家庭
（配合主題書 P.33）
了解動物的特徵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Matching （Family）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Funny fac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m sound
溫習以 m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hard c sound
溫習以 hard c sound 為首
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s sound
認識以 s sound 為首的生字

故事：The House of Monsters
閱讀有關家居環境的故事

故事（Reading For Fun）：
Kyle the Baby Koala

（配合主題書 P.33）
閱讀有關樹熊的故事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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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生氣的時候
（配合主題書 P.6-10）
學習處理生氣的情緒

故事：東東生氣了
（配合主題書 P.16-19）
學習原諒別人

故事：向爸媽傾訴
（配合主題書 P.6-10, 14-15）
學習處理不快樂的情緒

故事：玩具機械人壞了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互動遊戲：解決紛爭
（配合主題書內容）
思考解決紛爭的方法

故事：生日卡
（配合主題書 P.16-19）
學習原諒別人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3
（配合主題書 P.6-10, 12-19）
認識不同的情緒

歌曲：兄弟姊妹
（配合主題書 P.2-10, 16-19, 
26-31）

歌曲（Do Re Mi）：生氣
（配合主題書 P.6-10）

互動遊戲：設計心意卡
設計心意卡送給家人

互動遊戲：室內設計師
設計客廳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爸爸去哪兒了？」
學習關心家人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家居安全要留意」
學習基本的家居安全常識

小眼睛看世界：兒童家居
意外陷阱
學習基本的家居安全常識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神祕禮物」 
學習關心家人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做個有禮小客人」
知道參加生日會應有的禮貌

低班 第五冊
餐盒裏的祕密

（食物）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3, 20）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種出來的食物
學習句式

故事（快樂閱讀）：稻草人
閱讀有關稻草人的故事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果」
（配合主題書 P.3）
認識「果」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美味的食物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有益的食物
（配合主題書 P.22）
學習句式

故事：開飯記
閱讀有關分擔家務的故事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米」
（配合主題書 P.3）
認識「米」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我愛吃甚麼？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3）
認識字詞的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不同的食物
（配合主題書 P.3）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吃東西
（配合主題書 P.3, 10, 20）
認讀字詞

兒歌：猜一猜
（配合主題書 P.37）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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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快樂閱讀）：廚師阿
高真棒！
閱讀有關廚師預備食物的
故事

故事（快樂閱讀）：這是甚
麼蛋？
閱讀有關動物蛋的故事

互動遊戲：Fun Hitching
（Food）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A water ga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Yummy food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p sound
認識以 p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In the restaurant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sound p
認識以 p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3
認讀英文生字和句子

故事（Reading For Fun）：
Our Goodies
閱讀有關點算食物的故事

互動遊戲：The s sound
溫習以 s sound 為首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
The Hungry Monkey
閱讀有關猴子摘水果的故事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食物捉迷藏
溫習 7 和 8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8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9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35）

互動遊戲：購物遊戲
（配合主題書 P.13）
學習比較重量

互動遊戲：水果船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一個和半個

互動遊戲：10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35）

互動遊戲：齊來分食物
認識食物的分類

互動遊戲：圖畫排一排
（配合主題書 P.4-5）
辨別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互動遊戲：Cooking helper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小公主的食物
溫習按規律排列

互動遊戲︰健康餐單
（配合主題書 P.25）
設計健康飲食餐單

互動遊戲︰蔬果餐單
（配合主題書 P.25）
學習選擇正確的蔬果餐單

互動遊戲：種出來的食物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食物來源

互動遊戲：水果對對碰
（配合主題書 P.26-27）
探索水果的基本結構

互動遊戲：水果船
（配合主題書 P.26-27）
探索水果的基本結構

互動遊戲：水果與乾果
認識新鮮水果和乾果的分別

互動遊戲：救救盆栽
（配合主題書 P.18-19）
學習種植方法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3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不同食物

互動遊戲：尋找食具
認識食具的用途

故事：種番茄
（配合主題書 P.18-19）
學習種植方法

互動遊戲：Cooking helper
認識食具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這些物料是重是輕？」
（配合主題書 P.13）
比較物件的重量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線能吊起一塊冰？」
（配合主題書 P.36）
探索鹽令線黏着冰的方法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食物糖分大比拼」
探索食物的糖分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廚藝教室
（配合主題書 P.4-5）
辨別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

互動遊戲：摘蘋果
（配合主題書 P.35）
認識 10 以內的字與量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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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美味的水果
（配合主題書 P.29）

歌曲（Do Re Mi）：小廚師
（配合主題書 P.4-5）

互動遊戲：水果新造型
（配合主題書 P.28）
設計水果的新造型

互動遊戲：水果畫
（配合主題書 P.28）
創作水果畫

互動遊戲：製作麪包
設計麪包款式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稻米的祕密」

（配合主題書 P.2-3, 14-15）
認識稻米的種植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黃豆大變身」

（配合主題書 P.24）
認識黃豆的營養價值及黃
豆製品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食物標籤大發現」
學習閱讀食物標籤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奇妙的蛋」

（配合主題書 P.24）
認識蛋的結構和烹調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垃圾食物拜拜」

（配合主題書 P.24-25）
認識不良的飲食習慣對健
康的影響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牛奶真美味」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牛奶的生產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用水種菜的祕密」 
認識水耕種植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餐桌上的禮儀」 
學習中西方的飲食禮儀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水果派對」

（配合主題書 P.2-3, 24-27）
認識水果的特徵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珍惜食物小天使」

（配合主題書 P.8-12）
認識食物回收和處理過程

通識

藝術與創意 低班 第六冊
派對之後

（環境保護）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6, 28）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故事：沒有水的一天
（配合主題書 P.37）
閱讀有關珍惜水資源的故事

故事（快樂閱讀）：猴子的
新家
閱讀有關猴子搬家的故事

互動遊戲：不同組合的字
（配合主題書 P.25）

互動遊戲：環保小先鋒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不同的告示牌
認讀句子

互動遊戲：珍惜資源
（配合主題書 P.37）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環保小天使
（配合主題書 P.5-6, 9, 16, 28）
認讀字詞

兒歌：救救地球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文字拼一拼
（配合主題書 P.25）

互動遊戲：文字組合遊戲
（上下組合）
（配合主題書 P.25）

互動遊戲：文字組合遊戲
（左右組合）
（配合主題書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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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10 以內的數序
（配合主題書 P.33）

互動遊戲：切水果 4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 10 以內的數序

互動遊戲：門牌號碼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 10 以內的相鄰數

互動遊戲：10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碟子上的食物
（配合主題書 P.27）
比較 10 以內數量的多少

互動遊戲：Fun Hitching (Food)
溫習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垃圾處理的過程
（配合主題書 P.12-13）

互動遊戲：五大污染
認識空氣、水源、土地、
光和聲音污染

互動遊戲：樹木用處多
認識樹木對人類的貢獻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會發光的螢火蟲」
認識螢火蟲的外形狀徵和
生活習性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奇妙的螢火蟲」
認識螢火蟲的外形狀徵和
生活習性

互動遊戲：Recycling bin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atching ga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princes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sound p
溫習以 p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y sound
認識以 y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A photo album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Pick the bean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p sound
溫習以 p sound 為首的生字

大自然與生活

互動遊戲：我做得到
（配合主題書 P.2-11）
認識減少垃圾的方法

互動遊戲：保護地球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保護地球的方法

互動遊戲：救救地球先生
（配合主題書 P.15）
學習少用即棄物品

互動遊戲：環保放大鏡
（配合主題書 P.2-15）
認識愛護環境的方法

互動遊戲：回收物品
（配合主題書 P.36）
認識回收箱和回收標誌

互動遊戲：Recycling bins
（配合主題書 P.36）
認識分類回收

互動遊戲：切水果 4
（配合主題書 P.36）
認識回收箱 

互動遊戲：節約用水
（配合主題書 P.37）
認識節約用水的方法

互動遊戲︰愛護郊野公園
（配合主題書內容）
培養環保意識

故事：好玩的膠瓶
（配合主題書 P.24）
學習利用廢棄物玩遊戲

故事：舊衣服
（配合主題書 P.26）
培養環保意識

故事：美麗的郊野公園
（配合主題書 P.28-32, 36）
培養環保意識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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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七冊
我想養小狗

（動物）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 2, 14）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來學句式
（配合主題書 P. 29）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養寵物
（配合主題書 P.6）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百變小動物
（配合主題書 P.29）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鳥」
認識「鳥」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不同的動物
（配合主題書 P.2, 14, 2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動物真有趣
（配合主題書 P.2, 14）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美妙的聲音
（配合主題書 P.11）
初步接觸一些擬聲詞

兒歌：動物的家在哪裏？
（配合主題書 P.11）

故事（快樂閱讀）：這是甚
麼蛋？ （配合主題書P.26-27）
閱讀有關動物蛋的故事

互動遊戲：甚麼動物？
（配合主題書 P.2, 14）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動物小故事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4
（配合主題書 P.2, 14, 22）
認讀字詞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垃圾去哪兒？」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處理垃圾的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省電小先鋒」

（配合主題書 P.37）
培養節約能源的習慣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親親大樹」
認識大樹的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認識空氣污染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全面推行膠袋收費」

（配合主題書 P.15）

小眼睛看世界：能源效益
標籤

（配合主題書 P.37）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可再生能源」
認識太陽能、風力發電和
水力發電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小小樹苗真有用」
認識樹的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分類回收好幫手」

（配合主題書 P.36）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珍惜食物小天使」

（配合主題書 P.8-10, 16）
認識食物回收和處理的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風力發電
認識香港「風采」風力發
電機

小眼睛看世界：環保磚
認識環保再造磚的好處

小眼睛看世界：第四代三
色分類回收桶

（配合主題書 P.36）

小眼睛看世界：廚餘堆肥
（配合主題書 P.16）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林邊生物多樣性自然教育
中心」
認識香港不同的生態環境

通識

歌曲：自備購物袋
（配合主題書 P.15）

歌曲（Do Re Mi）：我愛地球
（配合主題書 P.14）

歌曲：環保節奏樂
（配合主題書 P.18-19）

互動遊戲︰創意娃娃
（配合主題書 P.20-21）
設計罐子娃娃的造型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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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飼養寵物
（配合主題書 P.6-7）
認識寵物

互動遊戲：影子遊戲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特徵不見了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動物拼圖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動物家庭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猜猜看
（配合主題書 P.25）
探索動物的身體

互動遊戲：動物的家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動物的生活環境

互動遊戲：動物合唱團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動物叫聲

互動遊戲：射彈珠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動物的生活環境

互動遊戲：動物園
（配合主題書 P.26-27）
分辨胎生和卵生的動物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胎生和卵生的動物」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胎生和卵生的動物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動物寶寶」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胎生和卵生的動物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會飛的鳥」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鳥類的翅膀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飛翔的祕密」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會飛和不會飛的鳥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鳥寶寶開飯了」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鳥媽媽怎樣照顧寶寶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鳥寶寶肚子餓」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鳥的覓食方法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鳥兒蓋房子」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鳥巢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鳥巢真奇妙」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鳥巢

故事（Reading For Fun）：
Blaze the Baby Dolphin

（配合主題書 P.15）
閱讀有關小海豚的故事

互動遊戲：The y sound
溫習以 y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h sound
認識以 h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sound h
認識以 h sound 為首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
Tembo the Baby Elephant

（配合主題書 P.15）
閱讀有關小象的故事

互動遊戲：The Little Car (Pet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agical farm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What are the 
animal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Ring the doorbells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動物派對
（配合主題書 P.33）
學習按大小排序（五個項目）

互動遊戲：動物運動會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第 1 至第 5 的序列

互動遊戲：動物對對碰
認識「一對」的概念

互動遊戲：11-15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2-13）

互動遊戲：過山車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 11-15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小仙子捉迷藏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 11-15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15 以內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2-13）

互動遊戲：哪一隻長頸鹿
比較高？
比較高和矮

互動遊戲：Find the eggs
溫習 10 以內的數量

互動遊戲：The princess's 
new dress
溫習 10 以內的數量

大自然與生活

幼兒數學

互動遊戲：養小狗
（配合主題書 P.6-10, 16-20）
認識怎樣照顧動物

互動遊戲：動物好幫手
（配合主題書 P.36）
認識動物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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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八冊
大戰病菌兵團

（衞生）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7, 10, 19, 20）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手」
（配合主題書 P.7）
認識「手」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注意衞生
（配合主題書 P.7, 10, 19, 20）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做家務
（配合主題書 P.21）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個人衞生做得到
（配合主題書 P.7, 10）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保持清潔
（配合主題書 P.34）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4
（配合主題書 P.7, 10, 19, 
20, 34）
認讀字詞和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來學句式
學習句式

兒歌：小兔子肚子痛
（配合主題書 P.15）

通識

歌曲：小花狗
（配合主題書 P.21）

互動遊戲：動物新造型
設計動物造型

歌曲（Do Re Mi）：愉快小鳥
（配合主題書 P.14-15）

歌曲（Do Re Mi）：小花貓打
電話

互動遊戲：動物合唱團
（配合主題書 P.11）
培養創作力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動物猜猜看」
認識外表相似的動物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尤德觀鳥園」
學習觀察和分辨不同顏色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會帶路的狗 – 導盲犬」

（配合主題書 P.36）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小』黃鴨遊澳門」
認識小黃鴨展覽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動物看醫生」
認識獸醫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紙熊貓遊香港」
認識熊貓保育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動物愛洗澡」
認識動物的洗澡方法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可愛的小豬」
認識豬的生活習性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豬的大家庭」
認識不同的豬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貓咪來了」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貓的生活習性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可愛的小貓」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貓的生活習性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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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清潔家居
（配合主題書 P.18-23, 26）
學習與家人分工合作清潔
家居

互動遊戲：認識清潔標誌
（配合主題書 P.28-31）
認識保持公眾地方清潔的
重要性

故事：清潔日
學習保持課室清潔

互動遊戲：保持身體清潔
（配合主題書 P.6-13）
認識保持個人衞生的方法

故事：有趣的牙刷
（配合主題書 P.6-13）
培養刷牙的習慣

互動遊戲：良好的衞生習慣
（配合主題書 P.6-13）

故事：清潔日
學習保持課室清潔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4
（配合主題書內容）
學習注重衞生

故事：小牛生病了
（配合主題書 P.6-13）
培養良好的衞生習慣

歌曲：消滅病菌
（配合主題書 P.16）

歌曲（Do Re Mi）：病菌遠離我
（配合主題書內容）

互動遊戲：有趣的印畫
學習用清潔工具創作印畫

互動遊戲：Picture Picking 
(Hygien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Snowball ga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Choose the 
correct door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t sound
認識以 t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小公主愛清潔
（配合主題書 P.32）
學習按規律排列

互動遊戲：玩具泡泡浴
（配合主題書 P.32）
學習按規律排列

互動遊戲：追擊病菌
訓練空間和方向感

互動遊戲：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18-23）
學習保持家居清潔

互動遊戲：3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包裝禮物
（配合主題書 P.24）
認識「=」符號

互動遊戲：大掃除
（配合主題書 P.18-23）
探索清潔用品的功用

互動遊戲：清潔用品在哪裏？
（配合主題書 P.18-23）
探索清潔用品的功用

故事：小花園裏的怪物
（配合主題書 P.18-23）
認識清潔用品

語文（英文）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健康生活篇『洗澡』」
（配合主題書 P.6-13）
認識洗澡要注意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大家來防寨卡病毒」
認識寨卡病毒及防蚊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頭髮指甲不簡單」

（配合主題書 P.6-13）
學習保持頭髮和指甲衞生

小眼睛看世界：流行性感冒
（配合主題書 P.6-13）
學習保持個人衞生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身體自我保護的方法」

（配合主題書 P.17）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家居害蟲找一找」

（配合主題書 P.27）

通識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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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 第九冊
大黑怪不見了

（科學）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6, 27, 30-31）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光和影
（配合主題書 P.6, 20, 27, 30）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影子像甚麼？
（配合主題書 P.23）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4
（配合主題書 P.23）
學習句式

兒歌：笨畫家
（配合主題書 P.31）

互動遊戲：Matching（Scienc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k sound
認識以 k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h sound
溫習以 h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Ring the doorbell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Colours magic
認識以 k sound 為首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
Kinta the Baby Kangaroo
閱讀有關小袋鼠的故事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環保太空船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 16-20 的數量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4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 16-20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3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走出數字迷宮
（配合主題書 P.36）
比較 10 以內數字的大小

互動遊戲：16-20 的字和量
（配合主題書 P.13）

互動遊戲：水果店小助手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 16-20 的字和量

互動遊戲：4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21）

互動遊戲：花開了
（配合主題書 P.36）
按 10 以內的數量多少排序

互動遊戲：可愛的金魚
（配合主題書 P.21）
認識 4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海洋生物的照片
（配合主題書 P.36）
比較 10 以內數量多少

互動遊戲：動物的影子
（配合主題書內容）

互動遊戲：發光的物件
（配合主題書 P.30）
認識光的來源

互動遊戲：太陽能知多點
認識太陽能的功用

互動遊戲：影子遊戲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動物的影子

互動遊戲：影子的位置
（配合主題書 P.37）
探索影子位置的變化

互動遊戲：不同的鏡
探索平面鏡和凸面鏡所產
生的影像

互動遊戲：影子遊戲
（配合主題書 P.37）
探索影子位置的變化

互動遊戲：太陽的位置
（配合主題書 P.37）
探索影子位置的變化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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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這是透明的嗎？」
（配合主題書 P.32-33）
探索透光和不透光的東西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光可以穿透物件嗎？」
（配合主題書 P.32-33）
探索透光和不透光的東西

低班 第十冊
假日遊香港

（香港、交通）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10）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香港遊
（配合主題書 P.6, 7, 9, 10, 24）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香港好去處
（配合主題書 P.10）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詞組遊戲
（配合主題書 P.6-7）
認讀詞組

互動遊戲：造句子
（配合主題書 P.6-7）
學習句式

兒歌：有趣的名字
（配合主題書 P.13）

互動遊戲：Spell the word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k sound
溫習以 k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ake photo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Welcome to 
Hong Kong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4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Colours magic
溫習以 k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sound f
認識以 f sound 為首的生字

語文（英文）

故事：露營遊戲
（配合主題書內容）
探索影子的特徵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會變化的影子」
（配合主題書 P.34-35）
探索影子大小與光源距離
的關係

歌曲：影子
（配合主題書內容）

歌曲：影子朋友
（配合主題書 P.12）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
發現「月亮的祕密」
認識月亮形狀的變化；知
道人類已登陸月球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超級月亮」
認識超級月亮的特徵及出
現的原因

通識

大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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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小豬學統計
（配合主題書 P.12）
初步認識統計

互動遊戲：香港地圖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4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數字鄰居
認識 20 以內的相鄰數

互動遊戲：一星期活動表
（配合主題書 P.2）
認識星期的概念

互動遊戲：The weekly plan
（配合主題書 P.2）
認識星期的慨念

互動遊戲：5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18-19）

互動遊戲：路軌排排看
（配合主題書 P.20-21）
加強空間慨念

互動遊戲：趕走病菌
（配合主題書 P.30-31）
學習以 2 個、5 個和 10
個一數

互動遊戲：齊來找病菌
（配合主題書 P.30-31）
學習以 2 個、5 個和 10
個為一數

互動遊戲：猜猜交通工具
（配合主題書 P.14-17, 20-21）
認識交通工具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4
（配合主題書 P.14-17, 20-21）
認識交通工具

互動遊戲：交通工具的演變
（配合主題書 P.20-21）
認識香港交通工具的演變

故事：大家來猜猜
（配合主題書 P.14-17, 20-21）
認識交通工具

互動遊戲：香港好去處
（配合主題書 P.10-11）

互動遊戲：花貓神探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香港不同的地方

互動遊戲：香港的建築物
（配合主題書 P.32, 36-37）
認識香港建築物的特色

互動遊戲：香港地圖
（配合主題書 P.14）
發揮創作力

互動遊戲：製作紙飛機
發揮創作力

歌曲：小火車
（配合主題書 P.23）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帶你遊香港」

（配合主題書 P.10-11）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港鐵西港島綫通車」

（配合主題書 P.20-22）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尤德觀鳥園」
（配合主題書 P.10-11）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配合主題書 P.10-11）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快樂的暑假」
認識暑期活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香港知多點」

（配合主題書 P.10-11）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中環的摩天輪」

（配合主題書 P.10-11）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美荷樓」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香港公共屋邨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屯門公園爬蟲館」
（配合主題書 P.10-11）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預防中暑妙法」
學習保護自己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博物館知多少」

（配合主題書 P.10-11）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特別的房子」
認識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房子

通識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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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 本書展示 KiddieWorld 的學習資源如何配合《生活學習套》課本的學習重點， 
 幼兒班、低班和高班各一冊。

‧ 學習資源按不同範疇分類，方便老師選取，進行課堂活動。

‧ 本書也方便家長了解孩子的學習，可與孩子一起玩遊戲，幫助他們鞏固所學。

高班

H
K

D
a 

- C



2第一冊    他們都愛我（家庭、幫助我們的人）

14第四冊    拯救小海豚（動物）

27第八冊    種植小專家（資訊科技）

34
第十冊    我上小學了（升小一）

6第二冊    我愛中國（中國）

10第三冊    起飛吧！得得（健康生活）

18第五冊    巴特一家的新生活（社區）

21第六冊    冬冬的二十塊錢（理財）

30第九冊    颱風來了（天氣）

24第七冊    達達河（水）



高班 第一冊
他們都愛我

（家庭、幫助我們的人）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不同的行業
（配合主題書 P.27, 29）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了不起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1）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不同的情緒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謝謝你幫忙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情緒萬花筒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各行各業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配詞專家
（配合主題書 P.26, 27）
認讀字詞

兒歌：我愛我的家
（配合主題書 P.15）

互動遊戲：切水果 5
（配合主題書 P.27）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我的家人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爸媽的工作
（配合主題書 P.27）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我想做的工作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用「花」字組詞
（配合主題書 P.37）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A magic show
認讀英文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The 
Fashion Show
閱讀有關愛家人的故事

互動遊戲：The Speedy Bird 
（People who help u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What are they?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d sound
認識以 d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sound d
認識以 d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unny fac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採花蜜
（配合主題書 P.14）
溫習 5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不同的形狀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立體形狀

互動遊戲：製作蛋糕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立體形狀 

互動遊戲：5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香噴噴的麪包
（配合主題書 P.14）
溫習 5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有趣的形狀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立體形狀

互動遊戲：切水果 5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立體形狀

互動遊戲：分積木
把物品按形狀和顏色分類

互動遊戲：Make a wild 
guess
溫習形狀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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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家庭樹
（配合主題書 P.21）
學習製作家庭樹

互動遊戲：切水果 5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不同行業

互動遊戲：不同的工作
（配合主題書 P. 32-33）

故事：偉大的老師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萬世師表孔子和海倫
凱勒的老師沙利文

互動遊戲：我愛爸媽
（配合主題書內容）
培養敬愛父母的情操

故事：向爸媽傾訴
（配合主題書 P.6-10）
學習處理不快樂的情緒

互動遊戲：不同的職業
（配合主題書 P.32-33）

故事：誠實的孩子
（配合主題書 P.6-10）
加強與家人溝通

互動遊戲：KiddieWorld 熱
身遊戲「拖放遊戲」
練習用滑鼠作拖放操作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健康使用平板電腦」
認識使用平板電腦要注意
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愛幫助人的大恐龍」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不同職業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現
「做個有禮小客人」
知道參加生日會應有的禮貌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守時好孩子」
培養守時的觀念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神祕禮物」
學習關心家人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家有一寶」

（配合主題書 P.22-23）
學習關懷和尊敬長者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動物看醫生」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獸醫的工作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來認識制服」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制服的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護士之母 — 南丁格爾」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護士的工作

歌曲：對不起
（配合主題書 P.6-10）

歌曲：謝謝你，好警察
（配合主題書 P.34）

歌曲：The Alphabet Song歌曲：KiddieWorld 主題曲

互動遊戲：小小心意
（配合主題書 P.26-27）
學習摺紙心

互動遊戲：Make a wild 
guess
溫習顏色

通識

互動遊戲：誰的裝備？
認識不同職業的裝備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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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第二冊
我愛中國

（中國）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27）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5
（配合主題書 P.30）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來學句式
（配合主題書 P.30）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中國的事物
（配合主題書 P.2, 14, 19, 27）
認讀字詞

兒歌：詠雪
（配合主題書 P.37）

互動遊戲：配詞遊戲 2
（配合主題書 P.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有趣的中國事物
（配合主題書 P.30）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Picture Hunt
（China）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Food fair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v sound
認識以 v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Chinese thing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sound d
溫習以 d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unny photo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d sound
溫習以 d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6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23）

互動遊戲：美味的薄餅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 6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7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33）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5
（配合主題書 P.37）
認識中國數字一至十

互動遊戲：七巧板
溫習平面圖形

互動遊戲：尋寶樂
（配合主題書 P.8-9）
學習看簡單的座標地圖

互動遊戲：放好物品
（配合主題書 P.8-9）
學習看簡單的座標地圖

互動遊戲：海豹表演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 7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運動用品
（配合主題書 P.33）
認識 7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猜拳走樓梯
（配合主題書 P.37）
認識中國數字一至十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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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Do Re Mi）：火箭
（配合主題書 P.16-17）

歌曲：好吃的拉麪
（配合主題書 P.25）

互動遊戲︰七巧板
運用七巧板拼出不同圖案

歌曲︰長城萬里長
（配合主題書 P.14）

互動遊戲︰設計紙陀螺
培養創作力

互動遊戲︰中國臉譜
（配合主題書 P.28-29）
欣賞中國傳統手工藝

故事：踢毽子
認識中國傳統玩具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升旗禮」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
知道觀看升旗禮應有態度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茶葉小百科」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中國的喝茶文化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懷舊小玩意」
認識古老的玩具和遊戲

小眼睛看世界：神舟七號升空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中國航天科技的成就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齊來上茶樓」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上茶樓文化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有趣的國旗」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各地的國旗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認識不同地方的飲食文化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紙張的故事」
認識造紙術

小眼睛看世界：嫦娥一號
拍得月球表面照片

（配合主題書 P.10-11）
認識中國航天科技的成就

通識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火箭發射了」
（配合主題書 P.16-17）
探索氣球的大小和形狀對
發射氣球火箭的影響

互動遊戲：找一找
認識中國玩具

互動遊戲：食物真精彩
認識不同國家的食物

互動遊戲：不同地方的人
認識不同國家的服飾

互動遊戲：認識祖國
（配合主題書內容）

互動遊戲：問答比賽
認識國慶日

互動遊戲：好吃的食物
（配合主題書 P.18-22, 24）
認識中國傳統食物

互動遊戲：中國的東西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與中國有關的事物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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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第三冊
起飛吧！得得

（健康生活）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健康的生活
（配合主題書 P.10, 20, 24, 
27, 3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一起做運動
（配合主題書 P.24）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保齡球真好玩
（配合主題書 P.8, 20）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來學句式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文字遊戲
（配合主題書 P.24, 27）
認讀字詞

兒歌：狐狸小姐幾點鐘？
（配合主題書 P.36-37）

互動遊戲：動作字詞遊戲
（配合主題書 P.27）
初步認識描述動作的字詞

互動遊戲：A water ga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row the balls
認識以 j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What are the 
animals doing?
認識動詞

互動遊戲：Magic show
認識以 j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v sound
溫習以 v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j sound
認識以 j sound 為首的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運動用品
溫習 7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合適的時間
（配合主題書 P.38-39）
學習看時鐘（整點）

互動遊戲：8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28-29）

互動遊戲：小時鐘提醒你
（配合主題書 P.38-39）
學習看時鐘（整點和半點）

互動遊戲：9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35）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5
（配合主題書 P.38-39）
學習看時鐘（整點）

互動遊戲：擲球遊戲
（配合主題書 P.28-29, 35）
認識 8 和 9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Follow the recipe
溫習 20 以內的數量

互動遊戲：最受歡迎的運動
（配合主題書 P.16-17）
認識統計的概念

互動遊戲：喚醒小豬
（配合主題書 P.38-39）
學習看時鐘（整點）

互動遊戲：釣魚去
溫習 6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看時間
（配合主題書 P.38-39）
學習看時鐘（整點）

互動遊戲：美味的蔬果
（配合主題書 P.28-29, 35）
認識 8 和 9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Stop the alarm
（配合主題書 P.38-39）
學習看時鐘（整點）

互動遊戲：摘水果
（配合主題書 P.28-29, 35）
溫習 5-9 的組合和分解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食物糖分大比拼」
（配合主題書 P.13）
探索不同食物的糖分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互動遊戲：健康餐單
（配合主題書 P.6-14）
設計健康飲食餐單

互動遊戲：保持身體健康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保持身體健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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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Do Re Mi）：小廚師
（配合主題書 P.12-13）

歌曲：甜夢
（配合主題書 P.41）

互動遊戲：我的小手錶
設計小手錶

互動遊戲：齊來做動畫
（配合主題書 P.18-24）
設計健體操的動作

歌曲（Do Re Mi）：病菌遠
離我

（配合主題書內容）

互動遊戲：做運動
（配合主題書P.18-24,28-29）
認識運動用品

互動遊戲：蔬果餐單
（配合主題書 P.6-14）
學習選擇正確的蔬果餐單

故事：東東種菜
（配合主題書 P.6-13）
知道均衡飲食的重要

互動遊戲：齊來做體操
（配合主題書 P.18-24）
鍛煉記憶力

互動遊戲：運動安全
（配合主題書 P.23, 28-29）
學習注意運動安全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水果派對」

（配合主題書 P.6-14）
認識吃水果的益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垃圾食物拜拜」

（配合主題書 P.6-14）
認識不良飲食習慣對健康
的影響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健康生活篇『睡覺』」
（配合主題書P.30-34, 38-40）
認識需要睡眠的原因

小眼睛看世界：彩色蔬果
（配合主題書 P.6-14）
認識不同顏色蔬果的益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食物標籤大發現」

（配合主題書 P.6-14）
學習閱讀食物標籤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三隻香蕉」

（配合主題書 P.6-14）
認識不同品種的香蕉

小眼睛看世界：「紅黃綠燈」
小食

（配合主題書 P.6-14）
認識「紅黃綠燈」小食的營
養價值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熊貓波波」

（配合主題書內容）
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小眼睛看世界：吃水果有益
（配合主題書 P.6-14）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食物篇『蔬菜』」
（配合主題書 P.6-14）
認識蔬菜的特點及生長
過程

藝術與創意

互動遊戲：我要做的事
（配合主題書 P.30-34, 38-40）
學習編排生活

故事：多多的約會
（配合主題書 P.30-34, 38-40）
學習編排生活

12 13



高班 第四冊
拯救小海豚

（動物）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3, 7, 31）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動物樂園
（配合主題書 P.3, 7, 31）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動物在哪裏？
（配合主題書 P.7）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動物猜猜看
（配合主題書 P.7）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動物吃甚麼？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舉重比賽
（配合主題書 P.7）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動物會做甚麼？
學習句式

故事（快樂閱讀）：猴子的新家
（配合主題書 P.32-33）
閱讀有關猴子搬家的故事

兒歌：動物本領強
（配合主題書 P.11）

互動遊戲：動物小故事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Fun Sailing  
（Animal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z sound
認識以 z sound 為首的字詞

故事（Reading For Fun）：
Happy Friends
閱讀有關野生動物的故事

故事（Reading For Fun）：
Blaze the Baby Dolphin 
閱讀有關小海豚的故事

互動遊戲：Animal puzzles
認讀英文生字

故事：What can animals do?
閱讀有關動物習性的故事

故事（Reading For Fun）：
Tembo the Baby Elephant
閱讀有關小象的故事

互動遊戲：Inside the car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What are the 
animals?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小小美術館
（配合主題書 P.16-17）
認識 10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向左右接球
（配合主題書 P.22）
辨別左右方向

互動遊戲：來畫小兔
（配合主題書 P.22）
辨別前後和左右方向

互動遊戲：包裝禮物
（配合主題書 P.37）
認識「=」符號及相等的意義

互動遊戲：10 的組合和分解
（配合主題書 P.16-17）

互動遊戲：動物來表演
（配合主題書 P.16-17）
認識 10 的組合和分解

互動遊戲：小地鼠找出口
（配合主題書 P.22）
訓練空間和方向感

互動遊戲：動物加一加
（配合主題書 P.37）
初步認識加法的概念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5
認識部分和整體的概念

互動遊戲：農場裏的動物
（配合主題書 P.37）
認識 5 以內的加法

互動遊戲：母雞的蛋
（配合主題書 P.37）
認識 5 以內的加法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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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動物對對碰
認識「一對」的概念

互動遊戲：一對的物件
認識「一對」的概念

互動遊戲：海洋生物的照片
溫習比較 10 以內數量的
多少

互動遊戲：拼圖遊戲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小偵探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動物家庭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猜猜看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迷路了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動物的家

互動遊戲︰動物小百科
嘗試研習小動物

互動遊戲：動物的影子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外形特徵

互動遊戲：射彈珠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動物的家

故事：動物園裏有恐龍嗎？ 
（配合主題書 P.6-10）
認識動物園的動物

互動遊戲：動物要過河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生活習性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5
（配合主題書 P.32-33）
認識動物的家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野生動物」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野生動物的外形特徵
和生活習性

互動遊戲：瀕危動物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一些受保護的動物

互動遊戲：動物園
認識胎生和卵生的動物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野生動物仔細看」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家

故事：鳥巢要回家
學習愛護動物

互動遊戲：動物好幫手
認識動物對人類的貢獻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動物賽跑」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跑得快和慢的動物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動物奧運會」
（配合主題書 P.6-12）
認識動物的本領

科學小博士：動物世界
「厲害的防身術」
（配合主題書 P.13）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動物的防身術」
（配合主題書 P.13）

科學小博士：動物小百科
「胎生和卵生的動物」
認識動物的繁殖方法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會變化的顏色」
（配合主題書 P.14）
探索顏色的混合變化

歌曲：來跳舞
（配合主題書 P.7）

歌曲（Do Re Mi）：魚兒水
母捉迷藏

（配合主題書 P.34-35）

互動遊戲：動物合唱團 
培養創作力

互動遊戲：Colourful 
balloons
溫習顏色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紙熊貓遊香港」

（配合主題書 P.7）
認識熊貓保育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動物猜猜看」
認識外表相似的動物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恐龍大發現」
認識恐龍的種類、生活習
性，以及滅亡的原因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會帶路的狗–導盲犬」 
認識導盲犬及其工作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動物看醫生」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獸醫的工作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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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第五冊
巴特一家的新生活

（社區）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社區裏
（配合主題書 P.5, 23, 25, 35）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拼圖樂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我們喜歡到哪裏？
（配合主題書 P.26-27）
學習句式

故事：我和阿里
（配合主題書 P.20-24, 
26-30）
閱讀有關種族共融
的故事

故事（快樂閱讀）：好鄰居
（配合主題書內容）
閱讀有關與鄰居相處的故事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5, 35）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兒歌：社區生活樂悠悠
（配合主題書 P.25）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Picture Picking 
（Our Community）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New shop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A board ga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Where is it?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Can you help 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l sound
認識以 l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unny photos
認讀英文生字

故事：Let’s go shopping
閱讀有關到市場購物的
故事

互動遊戲：Food fair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z sound
溫習以 z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玩具加一加
（配合主題書 P.31）
學習用實物橫式計算加法

互動遊戲：跳石子遊戲
（配合主題書 P.15）
認識 50 以內的數序

互動遊戲：排排隊
學習排列數字 1-20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5
（配合主題書 P.15, 31）
認識 50 以內的數序；學習
用實物橫式計算加法

互動遊戲：魔法筆 
培養觀察力

互動遊戲：母雞的蛋
（配合主題書 P.31）
認識 5 以內的加法

互動遊戲：數字迷宮
（配合主題書 P.15）
認識 50 以內的數值大小

互動遊戲：吹泡泡
（配合主題書 P.40-41）
認識 10 以內的單雙數

互動遊戲：頑皮的動物
（配合主題書 P.40-41）
認識 10 以內的單雙數歌曲（Do Re Mi）：逛商店

（配合主題書 P.12-13, 16）
歌曲：你好嗎？

（配合主題書 P.28）

互動遊戲：設計棋盤
設計棋盤玩遊戲

互動遊戲：夢想公園
（配合主題書 P.12-13, 16-17）
設計理想的公園

互動遊戲：音樂噴泉
（配合主題書 P.23-24, 29）
發揮創作力錄製歌曲

幼兒數學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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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誰做得不對？
（配合主題書 P.12-13, 16-17）
學習愛護社區設施

互動遊戲︰不同地方的人
（配合主題書 P.26-29）
認識不同國家的服飾

互動遊戲︰愛心小天使
（配合主題書內容）
學習照顧和幫助別人

互動遊戲：好好使用圖書館
學習遵守圖書館的規則

互動遊戲︰小義工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32-36, 39）
認識義務工作

互動遊戲︰樂於助人
（配合主題書 P.32-36, 39）
認識香港一些慈善團體

互動遊戲：認識社區設施
（配合主題書 P.12-13, 16-17）

互動遊戲︰食物真精彩
（配合主題書 P.30）
認識不同國家的食物

故事：賣旗日
（配合主題書 P.32-36, 39）
認識賣旗的工作

故事：到圖書館去
學習遵守圖書館的規則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無障礙設施」

（配合主題書 P.12-13, 16-17）
認識無障礙設施的功用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玩具銀行」
學習與人分享

小眼睛看世界：學習好去處
「美荷樓」
認識昔日香港人的公共屋
邨生活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特別的房子」
認識一些香港和其他地方
的房子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賣旗行動」

（配合主題書 P.32-36, 39）
認識參加賣旗活動的方法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紙張力量比一比」
（配合主題書 P.19）
探索紙張的承托力

大自然與生活

高班 第六冊
冬冬的二十塊錢

（理財）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我會理財
（配合主題書 P.3, 21, 29）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齊來加加油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貝」
（配合主題書 P.15）
認識「貝」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切水果 6
（配合主題書 P.7）
認識量詞

互動遊戲：買甚麼？
（配合主題書 P.9）
學習句式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3, 7, 15, 21）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量詞遊戲 1
（配合主題書 P.7）
認識量詞

互動遊戲：文字找一找
（配合主題書 P.15）
認識從「貝」部的字

兒歌：理財小專家
（配合主題書 P.31）

互動遊戲：拼字遊戲
溫習不同組合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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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百貨公司
（配合主題書 P.2-3）
培養觀察力

故事：布布的零用錢
（配合主題書 P.6-10, 28-35）
學習運用零用錢；培養儲蓄
的習慣

互動遊戲：樂於助人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香港一些慈善團體

互動遊戲：金錢的來源
（配合主題書 P.12）
知道要工作才能賺取金錢

互動遊戲：小小大富翁
（配合主題書 P.32-33）
思考金錢的用途

互動遊戲：切水果 6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不同的商店

故事：布布的氣球
（配合主題書 P.28-29）
學習分享

互動遊戲：分配零用錢
（配合主題書 P.32-33）
思考分配零用錢的方法

互動遊戲：小義工找不同
（配合主題書 P.18-27）
認識不同的義務工作

故事：賣旗日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賣旗的工作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The j sound
溫習以 j sound 為首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The 
Money Bag
閱讀有關貪心的伐木工人
的故事

互動遊戲：The v sound
溫習以 v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z sound
溫習以 z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l sound
溫習以 l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x sound
認識包含 x sound 的生字

互動遊戲：Good helper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Buy things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香港的貨幣

互動遊戲：兌換貨幣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錢幣的組合

互動遊戲：捐款助人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錢幣的組合

互動遊戲：野餐去
（配合主題書 P.36-37）
認識 5 以內的減法

互動遊戲：開心去購物
（配合主題書 P.2-10, 32-33）
學習運用金錢購物

互動遊戲：組合硬幣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錢幣的組合

互動遊戲：玩具加一加
溫習用實物橫式計算加法

互動遊戲：吹泡泡
溫習 10 以內的單雙數

互動遊戲：小青蛙學減法
（配合主題書 P.36-37）
初步認識減法的概念

互動遊戲：動物回家去
（配合主題書 P.36-37）
認識 5 以內的減法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熱點
快播「硬幣收集計劃」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計劃的目的和收集硬
幣的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理財篇『認識貨幣』」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貨幣的功用及外形特點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玩具銀行」

（配合主題書 P.18-27）
學習與人分享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賣旗行動」

（配合主題書 P.25）
認識參加賣旗活動的方法

通識

歌曲（Do Re Mi）：逛商店
（配合主題書 P.2-3）

互動遊戲：自製貨幣
（配合主題書 P.16-17）
培養創作力

幼兒數學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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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第七冊
達達河

（水）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 「水」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水」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水真有用
（配合主題書 P.5）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小豬學字詞
（配合主題書P.2, 5, 8, 18, 20, 28）
認讀字詞

故事：沒有水的一天
（配合主題書 P.8-12, 15）
培養珍惜水資源的情操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6
（配合主題書 P.5, 14）
學習句式；初步認識部首

童詩：雨（新編）
（配合主題書 P.33）

互動遊戲：不同的告示牌
（配合主題書 P.20）
認讀句子

互動遊戲：拼一拼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偏旁是「水」的字

互動遊戲：清理湖水
（配合主題書 P.8, 18-20）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拼字真有趣
（配合主題書 P.14）
認識偏旁是「水」的字

互動遊戲：The Little Car 
（Water）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The z sound
溫習以 z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Matching
認讀英文生字

故事 （Reading For Fun）：
An Adventure by the Sea
閱讀有關在海灘冒險的
故事

互動遊戲：The w sound
認識以 w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Shoot the bottles
認識以 w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加法算一算
（配合主題書 P.17）
認識 10 以內的加法

互動遊戲：容量比一比
（配合主題書 P.36-37）
初步認識容量的概念

互動遊戲：最多的果汁
（配合主題書 P.36-37）
初步認識容量的概念

互動遊戲：小青蛙學減法
溫習減法的概念

互動遊戲：物件加一加
（配合主題書 P.17）
認識 10 以內的加法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8, 14, 28）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 「雨」
認識「雨」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連接水管
（配合主題書 P.4-5, 13）
認識水的用途

互動遊戲：水的用途
（配合主題書 P.4-5, 13）
認識水的用途

互動遊戲：方塊遊戲 6
（配合主題書 P.4-5, 13）
認識水的用途

互動遊戲：五大污染
（配合主題書 P.18-23）
認識空氣、水源、土地、
光和聲音污染

互動遊戲：小動物過河
（配合主題書 P.27）
認識浮和沉的概念

互動遊戲：小水點的旅程
（配合主題書 P.34-35）
認識食水的處理過程

互動遊戲：小雨點的旅程
（配合主題書 P.34-35）
認識小雨點形成的過程

互動遊戲：水的形態
認識水的三態

大自然與生活

互動遊戲：節約用水
（配合主題書 P.8-12, 15）
認識節約用水的方法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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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Do Re Mi）：小水點
互動遊戲：雨傘破了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健康生活篇『洗澡』」
（配合主題書 P.4-5, 10-11）
認識洗澡時要注意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小水點的旅程」

（配合主題書 P.34-35）
認識食水的處理過程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用水種菜的祕密」

（配合主題書 P.13）
認識水耕種植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自然科學篇『水』」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水的特性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動物愛洗澡」

（配合主題書 P.4-5, 10-11）
認識動物的洗澡方法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新烏鴉喝水」
提升科學探究精神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可再生能源」
認識太陽能、風力發電和
水力發電

通識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浮沉大比拼」
（配合主題書 P.27）
探索膠泥形狀和浮沉的關係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神奇的水」
探索水的表面張力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這些物料會滲水嗎？」
探索會和不會滲水的物料

科學小博士：互動實驗挑戰站
「這物料會滲水嗎？」
探索會和不會滲水的物料

高班 第八冊
種植小專家

（資訊科技）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資訊哪裏尋？
（配合主題書 P.6）
認讀字詞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6, 16）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互動遊戲︰量詞遊戲 1
溫習量詞

互動遊戲︰量詞遊戲 2
（配合主題書 P.20, 26）
認識量詞

互動遊戲︰電腦真有用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6
（配合主題書 P.3, 20, 26）
認讀字詞；認識量詞

兒歌：看不見的線
（配合主題書 P.12）

互動遊戲︰資訊媒體真有用
認讀詞組

互動遊戲：Fun Hitching
（Multimedia）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emory game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Go shopping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cats
認讀英文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Water can 
change
認識水的三態

大自然與生活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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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Watch television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The n sound
認識以 n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animal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usical chairs
分辨以 y、t 及 n sound
為首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The 
Magic Show
閱讀有關培養興趣的故事

互動遊戲：The j sound
溫習以 j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The w sound
溫習以 w sound 為首的生字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買東西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 8 以內的減法

互動遊戲：玩具店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 8 以內的減法

互動遊戲：數字推理
（配合主題書 P.21）
按規律排列進行數列推理

互動遊戲：加法算一算
溫習 10 以內的加法

互動遊戲：看圖學減法
（配合主題書 P.11）
認識 8 以內的減法

互動遊戲：不同的重量
（配合主題書 P.34-35）
學習自訂單位量度重量

故事：電視的發明
（配合主題書 P.24-25）
認識電視發明的過程

故事：小記者
（配合主題書 P.28-29）
認識不同的記錄工具

故事：到圖書館去
（配合主題書 P.22-23）
學習遵守圖書館的規則

互動遊戲：我喜歡的電視節目
（配合主題書 P.24-25）
學習表達自己的喜好

互動遊戲：在圖書館裏
（配合主題書 P.22-23）
學習遵守圖書館的規則

互動遊戲：好好使用圖書館
（配合主題書 P.22-23）
學習遵守圖書館的規則

故事：小天才表演
（配合主題書 P.24-25）
享受看故事的樂趣

互動遊戲：看電視
（配合主題書 P.24-25）
認識不同的電視節目

互動遊戲：使用電腦的
好習慣

（配合主題書 P.14-15）
知道使用電腦要注意
的事情

互動遊戲：設計電視機
（配合主題書 P.24-25）
培養創作力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健康使用平板電腦」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使用平板電腦要注意
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小故事大發
現「短尾馬騮」

（配合主題書 P.14-15）
認識使用平板電腦要注意
的事情

小眼睛看世界：高錕獲得諾
貝爾物理學獎

（配合主題書 P.6-7, 13, 
24-25）
認識高錕先生及其成就

互動遊戲：搜集資料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搜集資料的途徑

互動遊戲：查詢天氣消息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搜集資料的途徑

互動遊戲：一本書的誕生
（配合主題書 P.24-25）
認識書本誕生的過程

互動遊戲：賽車遊戲 6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不同的農作物

互動遊戲：拼拼電視節目
（配合主題書 P.24-25）
認識不同的電視節目

幼兒數學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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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第九冊
颱風來了

（天氣）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4, 7, 29）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識讀識寫：文字大變身「雲」
（配合主題書 P.29）
認識「雲」字的演變

互動遊戲：天氣變變變 
（配合主題書 P. 3, 4, 7, 29, 31）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配詞遊戲（三）
配對單字組成詞語

互動遊戲：天空的景象
（配合主題書 P.3）

互動遊戲：看看天空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不同的形聲字
（配合主題書 P.17）
初步認識形聲字

互動遊戲：不同組合的字
（配合主題書 P.17）
溫習不同組合的字

互動遊戲：甚麼天氣？
（配合主題書 P.18）
認讀描述天氣的句子

互動遊戲：天氣警告信號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信號所代表的信息

兒歌：颱風先生
（配合主題書 P.34）

互動遊戲：文字遊戲
（配合主題書 P.17）
溫習文字的部件結構

互動遊戲：量詞遊戲（二）
溫習量詞

互動遊戲：我的日記本
學習寫日記

故事（快樂閱讀）：想辦法
涼一涼

（配合主題書 P.24）
閱讀有關避暑的故事

互動遊戲：認識天氣警號
（配合主題書 P.23）
認識信號所代表的信息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The Speedy Bird
（Up in the Sky）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Weather report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6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atching Factory
（Shapes）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usical chairs
溫習以 y、t 及 n sound 為
首的生字

故事（Reading For Fun）：An 
Adventure by the Sea
閱讀有關在海灘冒險的故事

互動遊戲：The r sound
認識以 r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Find the sound r
認識以 r sound 為首的生字

互動遊戲：愛心行動
溫習用實物進行減法運算

互動遊戲：收拾課室
（配合主題書 P.36-37）
學習用數字算式進行加法

互動遊戲：準備旅行物品
（配合主題書 P.36-37）
認識文字題

互動遊戲：水果統計圖
（配合主題書 P.14-15）
學習閱讀統計圖

互動遊戲：買文具
（配合主題書 P.36-37）
學習用數字算式進行加法

互動遊戲：數字推理
溫習按規律排列進行數列
推理

互動遊戲：1-10 的順數和
倒數

互動遊戲：我的日記本
溫習年、月、日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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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Colour puzzles
溫習顏色

互動遊戲：Matching 
Factory (Shapes)
溫習形狀

互動遊戲：魔法筆
培養觀察力

互動遊戲：奇妙的自然現象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彩虹、下雨天、閃電
等現象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6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不同的天氣

互動遊戲：查詢天氣消息
（配合主題書 P.3-4, 6-7）
認識查詢天氣消息的工具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風速計轉轉轉」
（配合主題書 P.12-13）
探索風力強弱與風速計轉
動的關係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追蹤彩虹」
學習進行彩虹小實驗

故事：Going to the Beach
（配合主題書 P.24）
認識夏天的活動

互動遊戲：謝謝你
（配合主題書 P.26-27）
認識在惡劣天氣下工作的人

互動遊戲：雨傘破了
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互動遊戲：不同的天氣
（配合主題書 P.18-24, 28）
探索和分析各種天氣現象對
生活的影響

互動遊戲：天氣信號
（配合主題書 P.18-24, 28）
提升面對惡劣天氣的安全
意識

互動遊戲︰飛天 Kiddie 6
（配合主題書 P.24）
認識雨具和防曬用品

歌曲（Do Re Mi）：彩虹
（配合主題書 P31）

歌曲：雨天和晴天
（配合主題書 P.16）

互動遊戲：設計雨具
（配合主題書 P.25）

互動遊戲：Colour puzzles
溫習顏色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颱風呼呼吹」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颱風的威力；知道颱
風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預防中暑妙法」

（配合主題書 P.24）
學習保護自己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美麗的天空」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各種天空自然現象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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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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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 第十冊
我上小學了

（升小一）

學習寶庫資源

延展學習寶庫資源

小眼睛看世界資源

語文（中文）

互動遊戲：一起上學去
（配合主題書 P.2, 10, 18, 
20, 31-3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6
（配合主題書 P.20）
學習句式

故事（快樂閱讀）：舞台
上的一朵花

（配合主題書 P.32）
閱讀有關與同伴合作表
演的故事

互動遊戲：跟小丑玩遊戲
（配合主題書 P.2, 20）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上小學
（配合主題書 P.31）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配詞專家 
（配合主題書 P.2）
認讀字詞

互動遊戲：配詞遊戲（四）
配對單字組成詞語

識讀識寫：識字樂
（配合主題書 P.2, 32）
認識字詞筆順和粵普讀音

兒歌：牽手
（配合主題書 P.11）

互動遊戲：操場上
（配合主題書 P.20）
學習句式

互動遊戲：拼「一」拼
認識「一」與不同字可拼合
成的字

互動遊戲：Where is it?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atching Factory
（Shapes）
溫習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Who can dive?
認識以 g sound 為首的生字

故事：Angel School
閱讀有關遵守學校規則的
故事

互動遊戲：小時鐘提醒你
（配合主題書 P.22-23）
溫習整點和半點

互動遊戲：小學的生活
（配合主題書 P.22-23）
溫習整點和半點

互動遊戲：小企鵝
（配合主題書 P.34）
認識 10 以內的減法

互動遊戲：吹泡泡 
溫習 10 以內的單雙數

互動遊戲：有趣的形狀 
溫習立體形狀

互動遊戲：收拾課室
溫習用數字算式進行加法

互動遊戲：火車向前走
（配合主題書 P.15）
認識 10 以內的連加法

互動遊戲：小蝸牛回家
（配合主題書 P.34）
認識 10 以內的減法

互動遊戲：The weekly plan
溫習星期的概念

互動遊戲：上學去
培養空間智能

互動遊戲：收拾書包
（配合主題書 P.34）
認識減法文字題

互動遊戲：擲球遊戲 
溫習 8 和 9 的組合和分解

語文（英文）

互動遊戲：Matching（Going 
to primary school）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Hide and seek
認讀英文生字

互動遊戲：Matching 
Factory（Shapes）
溫習形狀

幼兒數學

大自然與生活

互動遊戲：同學在哪裏？
（配合主題書 P.16-23）
探索小學校舍的環境

科學小博士：趣味小實驗
「神祕的墨水」
（配合主題書 P.35）
學習通過實驗驗證自己的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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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好學生
（配合主題書 P.12-13）
認識好學生應有的行為

互動遊戲：Kiddie 大冒險 6
（配合主題書 P.16-23）
認識小學的學習模式

故事：三隻小豬一台戲
（配合主題書 P.32）
學習與同伴分工合作

互動遊戲：收拾書包
（配合主題書 P.12-13）
辨認上小學的用品

故事：「不一樣」的小學
（配合主題書 P.16-23）
認識小學校舍和生活

互動遊戲：小學生活
（配合主題書 P.16-23）
培養觀察力

歌曲（Do Re Mi）：升小學
（配合主題書內容）

歌曲：老師，謝謝你
（配合主題書 P.33）

歌曲：畢業歌
（配合主題書 P.32）

互動遊戲：設計小學校園
（配合主題書 P.16-23）
培養創作力

通識

小眼睛看世界：孩子愛發問
「學校篇『上小學』」 
（配合主題書內容）
認識小學和幼稚園的不同
之處；培養自理能力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守時好孩子」

（配合主題書 P.12-13）
培養守時的觀念

小眼睛看世界：Kiddie 知識
園地「紙張的故事」
認識造紙術

互動遊戲：設計心意卡
（配合主題書 P.28-29）
設計心意卡送給老師和同學

互動遊戲：送你一張心意卡
（配合主題書 P.28-29）
設計心意卡送給老師和同學

互動遊戲：音樂噴泉
發揮創作力錄製歌曲

互動遊戲：Colourful 
balloons
溫習顏色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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