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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活動安排於復活節前後進行。老師向幼兒展示復活蛋的圖片(6.1)，詢問他們是否知

道這與什麼節日有關，從而向他們介紹復活節	(見參考資料)。

2.	 老師表示小獅子、嘩啦啦參加了復活節同樂日，他們遇到一些難忘的經歷。老師播放

「復活節大激鬥」卡通片，請幼兒細心觀看。

 (6.1) 

活動進程

故事內容：

小獅子、嘩啦啦等參加學校舉行的復活節繽紛同樂日競技遊戲。遊戲二人

一組，分兩回合進行。首回合是沙灘尋找復活蛋遊戲，烏嘴狗負責把復活

蛋收藏在沙堆不同位置，嘩啦啦打算請烏嘴狗吃雪糕，希望他透露復活蛋

收藏的位置。經小獅子提點後，嘩啦啦終打消念頭，決定憑自己努力尋找

復活蛋。遊戲第二回合是二人三足比賽，大熱門小獅子及嘩啦啦一隊一直

領先，緊追其後的是BB雞與兔豆豆一隊。就在衝線前一剎那，兔豆豆因絆

倒在地受傷。冠軍在望的小獅子及嘩啦啦連忙上前扶起兔豆豆。充滿愛心

的小獅子與嘩啦啦雖然錯失冠軍，但他們具體育精神的表現被青蛙老師讚

賞，獲頒發一面「愛心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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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如我是嘩啦啦」角色代入及討論

a.	 卡通片播放完後，老師邀請幼兒一起圍坐。

b.	 老師以電腦簡報播放形式*向幼兒展示圖畫，並根據圖意向幼兒提問故事內容，引導

他們代入故事角色進行思考及討論。

	 *	(如未能安排電腦簡報播放，老師可把電腦簡報內故事圖片列印出來向幼兒展示。)

c.	 老師逐一展示故事圖片，透過提問，引導幼兒掌握內容及進行思考。

第一部分

故事圖片 提問 故事內容大要(供老師参考)

復活節競技遊戲分多少個回
合進行？

(學校舉行復活節繽紛同樂日競
技遊戲，各動物朋友紛紛組隊
參加。遊戲二人一組，分兩回
合進行。)

比賽第一回合是什麼活動？
怎樣才可勝出比賽？

(比賽第一回合是「獵蛋奇
兵」，最快找到復活蛋的隊伍
便勝出。)

誰負責在沙灘收藏復活蛋？ (烏嘴狗負責把復活蛋收藏在沙
灘的不同位置。)

為了想預先知道復活蛋的位
置，嘩啦啦打算怎樣做？

(嘩啦啦打算請烏嘴狗吃雪糕，
希望他透露復活蛋收藏的位
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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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老師引導幼兒思考以下問題︰

•	 你是其他參賽者，假使嘩啦啦贏取了比賽，你會有什麼感受？

	 (如果嘩啦啦以不誠實手法贏取比賽，對其他參賽者不公平。)

e.	 老師邀請幼兒齊齊代入嘩啦啦角色，進行思考：

•	 假如我是嘩啦啦，我會怎麼辦？

	 (幼兒自由作答。老師可藉此引導他們明白，嘩啦啦若以雪糕收買烏嘴狗，便是不

誠實的行為。憑自己努力比賽以爭取勝利，才會受人尊敬。)

f.	 老師繼續展示圖片及透過提問引導幼童思考。

故事圖片 提問 故事內容大要(供老師参考)

當嘩啦啦不知如何決定時，
在旁的小獅子如何勸告他？
你欣賞小獅子的做法嗎？

(小獅子勸告嘩啦啦要憑自己的
實力去公平比賽。)

(小獅子正直守規的行為值得
讚賞，因為當他看到同伴打算
做不正當的行為時，便立即勸
阻。)

嘩啦啦最後作出怎樣的決
定？

(嘩啦啦終打消念頭，決定憑自
己努力尋找復活蛋。)

比賽第一回合結果誰勝出？	 (結果是貓咪咪和貓寶寶一組
最先找到復活蛋，勝出第一回
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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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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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第一部分討論完畢後，老師小結故事內容重點，引導幼兒明白：

比賽的意義最重要是公平競爭的精神，即使嘩啦啦未能勝出，但他憑自

己努力公平比賽，行為值得讚賞。老師可藉此引導幼兒明白，以不正當

手段獲取勝利是不正確的行為，即使贏取勝利，也絕不光彩及不會受人

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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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老師繼續展示圖片及進行提問：

第二部分

故事圖片 提問 故事內容大要(供老師参考)

遊戲第二回合是什麼活動？	 (遊戲第二回合是二人三足比
賽。)

比賽由哪一隊領先？ (小獅子及嘩啦啦一隊一直領
先，緊追其後的是BB雞與兔豆
豆一隊。)

就快到達終點了，哪一隊最
有機會勝出？

(小獅子及嘩啦啦一隊快到達終
點，他們最有機會勝出。)

正當小獅子及嘩啦啦快要衝
線時，突然發生什麼事？

(就在這一剎那，兔豆豆和ＢＢ
雞因絆倒在地受傷。)

(兔豆豆和ＢＢ雞哇哇大叫，露
出痛苦的表情。)

嘩啦啦及小獅子看到兔豆豆
受傷了，怎麼辦？

(請幼兒代入角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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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老師邀請幼兒再次代入嘩啦啦角色，然後進行思考︰

•	 假如我是嘩啦啦，我會怎樣辦？會上前扶起兔豆豆？還是不理會他，繼續衝線？	

j.	 老師請選擇上前扶起兔豆豆的幼兒圍坐在左手面；選擇不理會兔豆豆的幼兒坐在右手

面。老師請兩組幼兒分別說出作這個選擇的原因。

k.	 透過分享討論，老師引導幼兒明白：

贏取比賽固然開心，但幫助別人也同樣是一件快樂的事。小獅子和嘩啦啦

看到兔豆豆、BB雞跌倒，放棄自己取勝的機會，走上前扶起對手，具體

育精神及有愛心的表現，值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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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故事完畢，老師總結故事的重點，從而鞏固幼兒對故事所帶出訊息的認識及了解。	

老師藉此進一步引導幼兒明白：

l.	 老師繼續展示圖片及進行提問：

第三部分

故事圖片 提問 故事內容大要(供老師参考)

小獅子、嘩啦啦最終作出什
麼決定？

(冠軍在望的小獅子、嘩啦啦決
定上前扶起BB雞及兔豆豆。)

比賽結果誰勝出？ (結果又是貓咪咪和貓寶寶一組
勝出。)

青蛙老師怎樣讚賞小獅子與
嘩啦啦的行為？

(充滿愛心的小獅子與嘩啦啦雖
然錯失冠軍，但他們具體育精
神的表現被青蛙老師讚賞，獲
頒發一面「愛心獎牌」。)

14

15

16

勝利不代表一切，公平比賽才是發揮體育精神的最佳表現。有時候，		

友誼比勝利更加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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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齊來做體操」活動

5.	 柔軟體操後，老師向幼兒簡述歌曲重點內容「公平比賽我最乖」，鼓勵他們在現實生活中
做個公平公正的乖寶寶。

	遊戲活動

老師引導幼兒明確了解卡通故事的信息後，可帶領他們齊齊做體操。透過歌曲的

內容及活動，讓幼兒進一步明白公平比賽的意義。

•	 	先播放歌曲＜公平比賽得滿分＞，讓幼兒聆聽歌曲的旋律。

•	 老師向幼兒簡單說明歌曲內容，繼而重覆播放歌曲。

•	 把幼兒排列成六至八行。老師向幼兒講解及示範動作	(見動作參考圖)。

•	 幼兒按老師指示，配合歌曲提及的動作，進行柔軟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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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內容 配合動作	(見動作參考圖)

1 最乖乖，最乖乖，我想做到滿分，

齊來競賽，你我盡力發揮。

智多多，智多多，教我做到滿分，

齊來競賽，靠實力贏。

可進行以下其中一項柔軟體操動作：

•	 原地爬樹

•	 伸腰

•	 十指互扣向下、向前及向上推

2 左手、左手推，

右手、右手推，

搭手骹、搭手骹，搖搖放低，
縮膊頭、縮膊頭，左側右側，

向前彎腰，起身踏步。

按歌詞指示動作進行：

左手推出

右手推出

先疊左手骹、再疊右手骹，雙手放低

縮膊頭兩次，頭向左右側

向前彎腰，膝頭微曲，起身原地踏步

3 最乖乖，最乖乖，我想做到滿分，

齊來競賽，你我盡力發揮。

智多多，智多多，教我最到滿分，

齊來競賽，靠實力贏。

進行以下動作：

原地踏步

4 程尋磨較猜猜猜，公平比賽我最乖，

程尋磨較猜猜猜，公平比賽我最乖。

兩人一組，做猜拳動作

5 右腿、慢慢壓，換腳做多次。

立定、跑跑跑，﹙大家一齊跑呀！﹚

按歌詞指示動作進行：

先壓右腿，再壓左腿

立定，原地緩步跑

6 最乖乖，最乖乖，我想做到滿分，

齊來競賽，你我盡力發揮。

智多多，智多多，教我最到滿分，

齊來競賽，靠實力贏。

進行以下動作﹕

原地緩步跑

7 慢慢跑、停下來，大家深呼吸。

慢慢吸、慢慢呼，做運動，精神醒！

按歌詞指示動作進行：

慢慢跑、停下來作深呼吸

慢慢吸氣、慢慢呼氣，雙手握拳交互轉

動，以神氣地扮大力士的動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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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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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及曲譜：公平比賽得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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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延展

認識不同國家的節日

6.	 老師向幼兒表示，復活節是香港其中一個西方節日，除復活節外，香港常見的西方節日
有聖誕節及萬聖節。老師可邀請幼兒分享一下對這些節日的印象及感受。幼兒分享完畢
後，老師可向他們簡述這些節日的特色	(見參考資料)。

7.	 老師繼而向幼兒表示，不同國家都有不同的節日，老師可展示以下節日相關圖片，向幼
兒簡單介紹	(見參考資料)。

•	 威尼斯面具節	(6.2)

•	 紐西蘭熱氣球節	(6.3)

•	 日本櫻花節	(6.4)

 (6.2)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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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復活蛋

老師編印及派發每位幼兒一張「製作復活蛋」任務卡	(見附錄一)	帶回家中。建議幼兒

與爸媽參考任務卡內提供的指引一起製作復活蛋，除在蛋上畫上不同的圖案外，亦可

利用不同物料作裝飾。作品完成後可放在家中作復活節擺設。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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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源

1.	 「復活節大激鬥」卡通片(片長約2分鐘)

2.	 「復活節大激鬥」電腦簡報

3.	 		課堂活動相關圖片	(6.1-6.4)

4.	 「齊來做體操」動作參考圖

5.	 	＜公平比賽得滿分＞歌詞及曲譜

6.	 「製作復活蛋」任務卡	(見附錄一)

*以上資源可於活動冊內所附DVD-ROM資料光碟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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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復活節

聖經記載耶穌為救世人，犧牲自己被釘十字架，而復活節就是紀念耶穌死後第三天復活的神跡。

復活蛋：蛋象徵春天新生命的開始，12世紀時開始有雞蛋的祝聖，象徵耶穌復活走出石墓。教徒會把蛋塗

成紅色，然後請神父祝聖，再將蛋送給朋友。

聖誕節

聖誕節是紀念耶穌誕生的節日。聖經記載耶穌誕生在一座小城伯利恆，當時瑪利亞因聖神的感動而懷孕，

就在與丈夫若瑟返回家鄉途中，在馬槽內誕下耶穌。

萬聖節

為慶祝萬聖節，家家戶戶會佈置家園，有的在前院放上塗了鬼臉的南瓜或稻草人，並且在窗戶上掛上南瓜

燈；有的在前門掛上假蜘蛛網或蝙蝠，還把綠色怪手放在信箱中。在晚上，大人和小孩均扮成吸血鬼、木

乃伊、科學怪人、外星人或南瓜精靈等，到街上巡遊狂歡。在萬聖節夜，小朋友喜歡戴上萬聖節的面具，

向鄰居拿取糖果；而大人們會準備糖果，等小孩來敲門。

意大利威尼斯面具節

意大利威尼斯面具節是世界三大嘉年華之一，於每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舉行，主要有最佳面具選舉、中世

紀音樂表演、街頭劇場、花車巡遊及美食節等活動。

紐西蘭熱氣球節

每年4月中，紐西蘭漢彌爾頓市會舉辦為期五天的熱氣球節。在日間，來自紐西蘭及世界各地的熱氣球，

都聚集在湖邊；晚上則會有利用熱氣球的火焰所組成的燈光與煙火匯演。

日本櫻花節

櫻花節於每年3月中至4月中舉行，日本民眾將這個節日視為春天的到來。每年到了櫻花節，人們相約朋

友、家人觀賞櫻花。他們會準備壽司、湯圓、清酒和啤酒等。到晚上，居民會點亮櫻花樹上的燈籠，增添

賞花會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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