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零年六月

總學校發展主任（幼稚園校本支援）

序
幼稚園校本支援組一直致力關注非華語幼兒的學習需要，以「關顧非華語幼兒的

學習需要」為支援範圍，與幼稚園共同探討照顧非華語幼兒的專業知識和策略，

積累良好的經驗，欣見業界努力的成果。我們由最初關注非華語幼兒如何適應和

融入學校生活；到探討學與教策略，照顧學習多樣性；進而關心他們如何應用所

學。近年，我們更重視非華語幼兒的全人發展，着重他們在德、智、體、群、美

各方面的均衡發展，讓他們發揮所長，使之能投入學習，愉快、健康地成長。

本組近年曾邀請大學學者分享非華語幼兒的學習特性及調適策略；亦邀請土生土

長、具良好中文能力的少數族裔人士分享其學習經歷，以促進支援人員更深入掌

握非華語幼兒的學習需要，務求為教師提供更實用的教學策略和分享良好經驗。

為拓寬支援的層面，近年我們把「照顧非華語幼兒的多樣性」作為每個支援範圍

的重點，更能全面支援有錄取非華語幼兒的學校。此外，通過專業學習社群匯聚

經驗，達致資源共享，促進學校間互相交流、分享和砥礪，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承接過去數年歸納的支援經驗，本書以《非華語幼兒學習之從「融入」到「投入」》為

名，匯集幼稚園對照顧非華語幼兒多樣性的寶貴經驗，通過全校參與推動共融文

化，讓非華語幼兒在共融和諧的校園環境中，逐漸建立學習的能力和自信，並在

不同範疇都能投入學習，促進全人發展。本組謹以此書作承先啟後，既總結過去

的支援經驗和成果，亦開啟未來的發展方向，期望與幼稚園繼續通力合作、集思

廣益，讓非華語幼兒不但融入校園生活，而且投入學習，全人發展，為終身學習

的目標播下良好的種籽。

















活動日布置。不同的家鄉小食。

接近所有非華語幼兒及其家長都有參與。他們都十分享受當天的活動。

幼兒全程都樂於戴着頭飾進行不同活動。

所有家長（包括非華語家長）慷慨帶來不同的家鄉食物，幼兒和家長在享

用之前都有閱讀食物介紹牌（印有所屬國家及食物原材料），幼兒亦樂於

嘗試不同國家的食物。

一位西班牙籍的爸爸活動後與教師分享感受，說：「It’s great, I like all the 

parts.」。爸爸日常較少出席學校活動，給予學校的印象較嚴肅、較少笑容，

但教師是日觀察到他投入活動，陪着幼兒一起遊戲，又主動與其他家長溝

通（例如向他人介紹自己帶來的食物），認為活動能加深他們對爸爸的認

識。

成效：













示例三

認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須注意的地方

布置目的：

營造真實和生活化的情境，幫助幼兒投入學習

活動目標：

認讀詞語「巴士、上水、元朗」

說出乘搭巴士的程序

初步培養使用交通工具的安全意識，培養公德心

幼兒班教師在認識交通工具的主題活動中，按幼兒的生活經驗製作巴士站

道具，協助幼兒聯想乘坐巴士的經驗，藉此學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應注

意的地方。

幼兒模仿等候巴士時在巴士站排隊，培養輪候的品德。

教師亦製作模擬讀卡器和八達通卡，讓幼兒模仿上車後付款的情形。

教師運用兒童椅子排出巴士座位，讓幼兒模擬乘坐巴士，學習保持安靜。

教師邀請非華語幼兒分享遊戲感受，並請他們介紹各種標誌的意思，教師

從旁協助和補充幼兒的分享內容，最後教師和同儕給予掌聲鼓勵。

策略：

運用圖示，協助幼兒理解乘搭交通
工具須注意的地方。

連繫幼兒的生活經
驗，製作模擬巴士
站，幼兒模仿在巴
士站排隊。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強調幼稚園課程應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也提倡幼兒每天最少應有一小時自由遊戲時間，可見遊

戲對幼兒學習與成長的重要。幼兒對遊戲的欲望強烈，在內在動機驅使下，遊戲

能誘發非華語幼兒嘗試主動以粵語與華語幼兒溝通，漸漸建立友誼。遊戲也有助

提升解難、創意、社交等多種能力，對華語及非華語幼兒的成長也是不可或缺的。

華語及非華語幼兒能從遊戲中，了解和體驗彼此的文化異同（例如扮演吃飯時留

意到大家使用的餐具不同），從而學習尊重和接納他人，可見遊戲同為建立共融

文化的有效策略。

學校可善用自選活動和體能活動時間，進行自由遊戲或混班活動。自由遊戲創設不

同的區角遊戲和活動，非華語幼兒可因應自己的喜好和專長選擇遊戲，令他們發揮

潛能，建立學習的信心。教師亦能從自由遊戲中觀察非華語幼兒的表現，了解他們

的特性和強弱項，回饋學與教，繼而針對非華語幼兒的需要，設計或調適遊戲，以

照顧他們的多樣性。此外，教師可通過混班遊戲，擴闊幼兒的社交經驗，訓練結

識友伴的勇氣，有助他們盡早融入本地生活。





成效：
班中一位非華語幼兒喜歡建構遊戲，常會在自由遊戲中玩積木，而他對積

木的熱愛，亦推動了他與其他幼兒的交流，提高運用粵語的動機和自信。

在自由遊戲中，非華語幼兒能與華語幼兒共同遊戲，並運用粵語交流想法

和發現。教師因應幼兒對建構遊戲的興趣，在一次遊戲中提供了一種T字

型的新積木，讓幼兒探索玩法。非華語幼兒主動與友伴分享積木獨特的形

狀「（這塊積木）單腳㗎！」），又用行動與友伴交流這款新積木的玩法

（把積木有規律地排列，能向上疊高）。完成作品後，兩位幼兒一同興奮

拍手，流露強烈的滿足感。幼兒在遊戲中有豐富的互動，漸建立深厚的友

誼。





成效：

幼兒一同在角內合作建構「魔術車」。後來有一位華語幼兒建議用「冰」

砌「Elsa 城堡」，並帶領其他同學（包括非華語幼兒）一同建構城堡。

遊戲開始時，華語和非華語幼兒分別拼砌不同物件，後來有華語幼兒所砌

的物件倒下來，教師問：「怎辦？」幼兒回答：「一齊砌。」，一位非華

語幼兒跟着說：「一齊砌」，最後大家合作砌成一輛「巴士」。

一位華語幼兒牽着一位非華語幼兒的手出來，向大家介紹：「我今天認識

了新朋友。」並帶領大家觀看他們合作建構的「魔術車」。當教師問非華

語幼兒：「他是不是你的新朋友？」非華語幼兒說：「是！」並重複友伴

所說：「魔術車。」

華語和非華語幼兒一同自由遊戲，從幼兒間的互動逐漸建立友誼，促進群

性發展，營造共融校園。

教師在遊戲過程適時介入，如描述幼兒的行為，增加非華語幼兒聆聽粵語

的機會，提升非華語幼兒理解粵語的能力。在遊戲回顧時段，鼓勵非華語

幼兒分享表達，非華語幼兒透過模仿或重複教師的說話，有助提升他們運

用粵語表達的能力和信心。

遊戲能幫助非華語幼兒融入校園生活，久而久之，有助提升他們對不同學

習活動的投入感和興趣，加上同儕學習的效應，能促進他們在各個學習範

疇的發展。











示例一

認識月曆和日期的關係和用法

懂得計劃日期或時間完成工作

認識值日生的工作和責任

培養責任感

圖書《星期天的值日生》、月曆、畫紙、筆、顏色筆、幼兒
頭像記認圈

學習主題

活動名稱

責任感

誰當值日生

學習範疇

適用級別

學習目標

個人與群體、語文、藝術與創意

高班

活動形式 全班

活動場地 課室

教具運用

在班中已實行「組長」服務別人的制度，部分幼兒曾擔任
「組長」服務他人

知道一星期有七天

已有知識／
經驗

教學流程：

1 引起動機

教師出示月曆，向幼兒提問用途，隨後提問幼兒星期一至五會做甚

麼？觀察星期日的顯示有何不同？







示例二

認識在惡劣天氣下幫助我們的人的工作

體會在惡劣天氣下工作的人的辛勞

懂得感謝在惡劣天氣下幫助我們的人

培養表達自己的信心和能力

颱風襲港的新聞片段及圖片、情境圖片、幫助我們的人的圖
片（警察、消防員、救護員等）

學習主題

活動名稱

幫助我們的人

謝謝你幫助

學習範疇

適用級別

學習目標

個人與群體、大自然與生活

低班

活動形式 小組

活動場地 課室

教具運用

對颱風帶來的問題有初步的認識

對防風措施有初步認識

已有知識／
經驗

教學流程：

1

2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教師播放颱風「山竹」襲港的新聞片段，讓幼兒體會颱風的威力及

其破壞力，以及了解部分工作人員如紀律部隊，須於颱風期間協助

居民解決困難。

出示數張有關颱風期間香港市面的圖片，包括水浸、塌樹等，讓幼

兒說出各情境為市民帶來的影響。

分組角色扮演：三位幼兒一組，請每組幼兒分別抽出一張情境圖片，

並根據圖片中的情境判斷誰會為他們提供協助。

幼兒以三人一組演繹情境，角色包括幫助者及被幫助者。演繹情境

後，幼兒分享其感受及體會。

請幼兒說出在颱風期間避免及應該做的事情，以減輕以上提及工作

人員的辛勞。















示例一

發展前臂拉、放的操控能力

能專心聆聽並明白教師所講述的遊戲玩法

掌握數字與數量的關係（1-8）

享受參與體能活動的樂趣，並能遵守秩序

動物圖片、動物頭飾、1-8數字卡、雪糕筒

學習主題

活動名稱

動物

「黏紅豆」（集體遊戲）

學習範疇

適用級別

學習目標

語文、幼兒數學、個人與群體  

低班

活動形式 全班  

活動場地 室內遊戲場

教具運用

班中有兩位非華語幼兒。其中一位男孩子聽講粵語的能力
不俗，能理解教師的說話內容，亦能用短句表達意思。另
外一位女孩子則比較害羞，聽講粵語的能力稍遜。兩位幼
兒和班中其他幼兒相處融洽。

非華語幼兒曾學習過一些動物名稱和1至8的數量。

已有知識／
經驗

教學流程：

1

2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熱身運動：教師請幼兒戴上動物頭飾扮演小動物（例如：青蛙、綿

羊、馬、小豬等），並模仿牠們作蹦蹦跳跳或跑步等熱身動作。

重溫所學：教師示範後，幼兒兩人一組坐在地上，利用膠棍練習拉

扯的動作（前臂向後拉、放）。活動過程中，教師如發現幼兒做出

錯誤的動作，會即時糾正和指導。

集體遊戲：「黏紅豆」
教師播放音樂，幼兒在場內圍圈而行。當音樂停止時，教師展

示不同數字的字卡（1-8），幼兒按數量組合，一起回到「家

中」（雪糕筒旁邊）。

舒鬆活動：請幼兒圍圈坐下，模擬動物舒鬆的動作。





示例二

能按故事情節排列圖卡，並說出故事內容

享受閱讀的樂趣

培養關愛他人的態度

圖書《刺蝟的故事》、圖卡

學習主題

活動名稱

家庭

故事活動《刺蝟的故事》

學習範疇

適用級別

學習目標

語文、個人與群體

高班

活動形式 全班 

活動場地 課室

教具運用

知道要關心家人

知道表示關心家人的方法，如送禮物給家人

已有知識／
經驗

教學流程：

故事活動前的準備 

班主任和非華語支援教師因應幼兒的生活經驗調適教材，選取圖書內幼兒

熟悉的物件，如：花、樹葉等進行故事活動，也把「葡萄」更改為幼兒常

用的「提子」，使幼兒易於理解。

教師選取故事的重要情節製成圖卡，讓幼兒運用六張圖卡說故事，掌握故

事的發展；教師提供與口語相近的句子作配對，讓幼兒易於記憶和模仿學

習。

小組學習和全班學習模式的圖卡相同，文字卻有不同的深淺程度，以照顧

幼兒的學習多樣性。

小組學習模式四人一組，非華語支援教師運用圖卡和實物，向非華語幼兒

先介紹故事主角的名稱、特徵、相關物件和詞彙，作為其前備知識。

























教學流程：

遊戲前

進行簡單熱身活動。

簡介活動規則，說明幼兒可就個人喜好結合物料，跟友伴到不同的

區域玩遊戲。

1



遊戲中

幼兒可就個人喜好結合物料，自由地到不同的區域玩遊戲。

教師在遊戲中的角色：

遊戲後

請幼兒收拾物品。

幼兒做深呼吸作舒鬆，扮演運動員漫步離開室內遊戲場。

利用實物／幼兒活動時的照片或短片跟幼兒回顧：

收拾前10分鐘，告訴幼兒活動快將結束，請他們留意時間的分配。

靜心觀察幼兒遊戲時的表現。

讚賞幼兒能運用物料合作遊戲，鼓勵其他幼兒多運用不同的物

料設計遊戲。

參與表現文靜幼兒的遊戲，帶領他/她運用物料進行遊戲或鼓勵

他／她與友伴一起遊戲。

邀請非華語幼兒分享。

非華語幼兒一邊示範遊戲的玩法，教師一邊描述他的行為。

教師適時利用提問引導幼兒回顧及分享。

2

3





示例三

能與友伴運用肢體合作進行遊戲

能與友伴手牽手，將呼拉圈穿過所有人的身體

享受群體活動之樂趣

能感謝友伴的幫忙和協作，使能成功完成遊戲

呼拉圈、色帶

學習主題

活動名稱

天氣

龍捲風來了

學習範疇

適用級別

學習目標

體能與健康、個人與群體

高班

活動形式 全班 

活動場地 室內遊戲場

教具運用

有定期進行集體遊戲的經驗

幼兒間關係良好，相處融洽

已有知識／
經驗

教學流程：

1

2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熱身運動。

教師創設活動情境：

幼兒分成兩組，每組幼兒與友伴手牽手，形成一個大圓圈。幼兒要

扭動身體不同部分，把大呼拉圈從第一位幼兒傳到最後一位幼兒。

過程中幼兒不能放手，如放手了就代表被龍捲風吹走而要退出遊戲。

兩組幼兒進行比賽，較快把大呼拉圈傳到最後一位幼兒的一組勝出。

一次比賽後，教師帶領幼兒回顧剛才遊戲，請幼兒初步分享感受和

進行遊戲時的觀察，繼而構想改善遊戲速度的方法，再進行第二及

三次的比賽。

龍捲風來了！龍捲風會穿越每人的身體，幼兒手牽手就能安全

度過龍捲風。萬一放開手，幼兒就會被龍捲風吹走！







先從旁觀察，如發現幼兒重複相同的遊戲時，可以鼓勵幼兒取用

更多不同種類和數量的遊戲物料，或把遊戲物料搬到場地不同的

位置來進行遊戲。

如發現幼兒在遊戲中段仍無所事事、發生爭執、遊戲發展停滯

時，教師可以介入。

教學流程：

遊戲前

帶領幼兒進行熱身活動，伸展全身肌肉，減少遊戲中受傷的機會。

向幼兒介紹遊戲守則，以及示意取用物料的地方。

建議介入方法：提問、平行遊戲、加入幼兒的遊戲等。

1

遊戲中

教師在遊戲中的角色：

2



遊戲後

遊戲回顧前，教師可提醒幼兒稍後會邀請他們介紹創作的遊戲。

遊戲暫停，幼兒在場地一旁進行舒鬆後圍圈而坐，教師帶領幼兒回顧

遊戲。

邀請幼兒介紹遊戲所用的器材，並示範玩法，鼓勵在座幼兒提議其

他不同的玩法，提升同儕的參與度和投入感。

鼓勵幼兒介紹遊戲的夥伴、合作過程、困難及解決方法，構想下次

遊戲的玩法、物料等。

回顧完畢，幼兒合力收拾並返回課室。

3







教師密切觀察幼兒在活動及遊戲中的表現，適時介入，增加遊戲

的趣味性。

把幼兒進行活動的情景拍照或錄影，以便與幼兒進行回顧。

若幼兒發生爭執，教師會嘗試讓幼兒自行解決，必要時才介入。

教師按需要提醒幼兒要注意安全，遇上危險情況會即時介入。

教學流程：

遊戲前

教師帶領幼兒進行熱身運動。

簡單介紹物料，但不會直接指導幼兒如何「用」那些物料。

提醒幼兒進行活動時的規則。

1

遊戲中

教師在遊戲中的角色：

2



遊戲後

利用照片或錄影片段，幫助幼兒整理學習經驗。

討論內容宜對準學習目標。

3

















本書內容是參與服務的教師與教育局幼稚園校本支援組的支援人員共同

研習所得。本組特此向下列學校致謝：

鳴謝

小牛頓中英文幼稚園

天后中英文幼稚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葵景分校）

仁愛堂田家炳幼稚園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天水圍）

主蔭幼稚園

佛教張梅桂幼稚園

東涌浸信會幼稚園

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金錢村何東幼稚園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保良局莊啟程夫人幼稚園



（學校名單以筆畫序）

英臻幼稚園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灣景）

基督教康山中英文幼稚園

雅然中英文幼稚園

嗇色園可瑞幼稚園

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

聖保羅堂幼稚園

路德會呂祥光幼稚園

路德會陳恩美幼兒園

嘉福浸信會幼稚園

鄰舍輔導會東欣幼兒園

樂善堂文吳泳沂幼稚園

樂富禮賢會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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