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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愉快地學習
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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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麗娟、屠美如、張虹（2005）《文化傳承與幼兒教育》。中國：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國傳統文化是祖先承傳下來的智慧及經驗，意義極其珍貴，因此我們需要一代一代傳揚下去，讓幼兒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的重要目標，是要培養幼兒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興趣，開拓他們的視野，讓幼兒在過程中獲得愉快的經驗，從中培養他們有

良好的「德行」，故此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是學校課程的重要部分。

內容貼近幼兒的興趣和生活經驗
有學者指出：「老師先以幼兒的年齡發展及興趣作為設計課

程的中心，並與幼兒的生活相互緊扣，讓幼兒更易吸收所學

的知識，並轉化成自己的經驗。」（屠美如，2005）因此

老師在課堂中，安排不同的生活經驗，並通過故事、圖畫、

兒歌等，讓幼兒可從中認識傳統節日，在中秋節活動中，本

校也會安排導師到校教導

家長和幼兒用竹篾製作傳

統燈籠，又讓幼兒彼此欣

賞不同的中國傳統服飾，

以承傳中國文化及培養他

們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的情

操。同時亦舉辦了「親子

傳統美食比賽」，藉此讓

幼兒及家長們也能參與其

中，有機會認識中國傳統

美食。

有趣多元化的活動
幼兒的價值觀是由小開始建立，從中華傳統經典文化中學習

正確的價值觀，可培養幼兒正面及積極的態度。「古語有

曰：腹有詩書氣自華」，透過誦讀中國文化，從中學習優美

的中文措辭，會讓幼兒在語言表達及行為舉止上表現日漸優

雅，亦有效提升幼兒在中文詞彙方面的識字量。本校在課程

設計方面加入多元化的活動，如分享傳統民間故事、朗讀

《弟子規》及《唐詩》⋯⋯等。此外，本校更推行公民教

育，以公德心、關愛、禮貌及孝順為題，配合有趣的活動，

如「急口令誦公德心」、「禮貌大使」⋯⋯等，從中學習孝

順父母、尊敬長輩、關懷家人，待人有禮。同時，本校在

早、午會進行奏唱國歌，及在特定的日子舉行升旗儀式，藉

此使幼兒懂得尊重國歌及國旗，培養應有的禮儀及態度。

學習與承傳角色
要為幼兒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老師須具備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知識和態度，並以富創意的課堂教學來吸引幼兒的興趣。

故此，本校老師也接受了不同的培訓，如認識香港及東華三

院歷史和文化、學習水墨畫的民間藝術和升旗禮等，為教

學作好準備，負起承傳的角色。幼兒能透過接觸、欣賞、操

作，從而加深對中國文化認識，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家長或許認為傳統文化對子女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但只要我

們願意用心了解，就會發現很多寶貴又有價值的教學資源在

日常生活中，若家長能善於運用，子女定能有效及愉快地學

習中國傳統文化。



K1A a.m.

K1B a.m. & w.d.

K1A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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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中國傳統運動（太極）

2	體驗耍太極的樂趣

3	能與同伴一起合作跳中國舞

活動目的

老師透過主題書《運動運動身體好》，幼兒從公園的圖片

中發現公公婆婆正在耍太極，引起幼兒認識中國不同運動

的興趣，故老師安排幼兒一同體驗耍太極、跳中國舞

的樂趣。

健康運動樂



K2A p.m

K2B a.m. & w.d.

K2A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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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紙傘的美
以主題書《傘的世界》為主題，老師讓幼兒欣賞不同

種類的雨傘，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油紙傘能引起幼兒

的興趣，幼兒透過親身製作獨一無二油紙傘，及

與同伴一同跳傘子舞，從不同的活動體驗中華

文化。

1	認識中國傳統手工藝（油紙傘）

2	欣賞中國傳統油紙傘舞

活動目的



K3A a.m.

K3A p.m. K3B p.m.

K3B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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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山劇場

1	認識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西遊記》

2	體驗多元化學習經歷

活動目的

讓幼兒在參與富趣味性的《火焰山劇場》

中，扮演唐三藏師徒四人為穿過火焰山，向

鐵扇公主借芭蕉扇，透過佈景製作、門票設

計、綵排活動中對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西遊

記-火焰山》有更深的認識。



• K1寶寶上學小錦囊
 如何有效提升學習能力家長講座
• 非華語家長廣東話工作坊
• 父母「撲火」十式
 認識及處理兒童暴躁表現(視像形式)
• 家長學堂
 「腦」力教出情緒智慧家長小組(視像形式)
• 賽馬幼童健齒計劃
 口腔健康教育講座(視像形式)
• 家長學堂
 建立和諧三代關係 (視像形式)

家長學堂

家校合作顯成果

• 開學日家長會
• K3家長交流會及升小一家長會(視像形式)
• 義工家長執行委員選舉
• 傳統花燈DIY(現場及視像形式)
• 迎中秋探知嘉年華(開放日)
• 訂購冬季校服
• K2家長交流會 (視像形式)
• K1家長交流會 (視像形式)
• 新生簡介會及導覽日
• 家鄉傳統美食烹飪大賽(拍攝短片)

家校活動

家長代表：

隊　長：梅慧珊女士

副隊長：黃燕宣女士

文　書：王錦婷女士、劉金玲女士

學校代表：

林燕敏校長、李汶姻主任、蘇穎誼老師、黃秀鳳老師、丘慧嫻姑娘

康　樂：蘇雪曉女士、李燕燕女士

聯　絡：蔡萍萍女士、羅鈺綺女士

班代表：洪　　女士、楊艷萍女士、李佩芝女士、

 林詩敏女士、章柳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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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2021-2022年度家長義工隊架構



進園遊戲

給聖誕老人的信

華服迎中秋

道路安全講座 學校外展流感疫苗接種計劃

護脊超人

K1小烏龜上學去布偶劇場

K2 動物運動會

K2 靜心之旅

I can fly 舞台 K3 神奇商店 K3西遊記劇場演出大合照

K3《小小慈善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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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剪影



校園活動剪影

7

奇趣課程

聖誕頌歌展潛能

綠色聖誕嘉年華



我們的驕傲

• 執行功能教學環境分享工作坊(視像形式)

• 陽光孩子專業發展工作坊-「如何透過繪本閱讀

和遊戲促進語言發展(視像形式)

• eClass Parent & Teacher APP Admin Training(視像

形式)

• 通過升國旗儀式提升幼兒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

認同(視像形式)

•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簡介會

• 東華三院幼稚園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21/22

• 「認識東華文化暨中國藝術活動日」工作坊(視

像形式)

• 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升讀小一(視像形式)

• 非華語幼兒的學與教-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基礎課程)(2021/22學年)

•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日-「國家安

全幼兒教育面面觀」

• 如何面對多變的社會環境

• 通過升國旗提升幼兒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

• 靜觀對孩子和老師的好處

• 幼兒創新科技-3D打印初體驗

教
師
專
業
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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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校外比賽成績
比賽名稱 獎項 主辦機構

GAPSK幼稚園 (初級)

普通話水平考試

鄭亦軒 (K2Aa.m.) 陳柏稀 (K3Aa.m.) 許澤朗 (K3Aa.m.) 林宜蓓 (K3Aa.m.)

區俊澤 (K3Aa.m.) 李竟僖 (K3Aa.m.) 李雨錡 (K3Aa.m.) 蔡楷涵 (K3Ba.m.)

吳思博 (K3Ba.m.) 陳雅琳 (K3Ba.m.) 梁樂童 (K3Ba.m.) 羅睎喬 (K3Ap.m.)

羅子桓 (K3Ap.m.) 潘樂晴 (K3Ap.m.) 陳曦琳 (K3Ap.m.) 周若晴 (K3Ap.m.)

李敏瑜 (K3Bp.m.) 李凱盈 (K3Bp.m.) 李芯瑜 (K3Bp.m.) 曾妍雅 (K3Bp.m.)

黃靖茵 (K3Bp.m.) 王婉瑜 (K3Bp.m.)

考獲卓越一級

GAPSK考試委員會

GAPSK幼稚園 (初級)

普通話水平考試

李憬颺 (K3Aa.m.) 文晞穎 (K3Aa.m.) 楊子浩 (K3Aa.m.) 黃樂灝 (K3Ba.m.)

關芷晴 (K3Bp.m.)

考獲卓越二級

GAPSK考試委員會

GAPSK幼稚園 (初級)

普通話水平考試
楊芷晴 (K3Aa.m.)

考獲優良一級

GAPSK考試委員會

認識東華文化暨中國藝術活動日
工作坊

執行功能教學環境分享
工作坊

教學交流

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教師
專業發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