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is a world-known novel by Jules Verne!  So 

how many days do we need if we only travel to 6 countries?  Our HKBUK fami-

lies made a trip to Japan, Korea, UK, Italy & Netherlands by using just one 

Saturday morning! 

 

We had over 250 families visited our ‘All Around the World” showcase. It was 

a fantastic event and I am so proud of our little ones and teachers did such a 

great project.  They spent over a month to do all research and preparation 

work during class.   All the 

tour guides worked very 

hard to practice their role 

and memorize their script 

so as to demonstrate to 

our guests.    

 

Moreover, great support 

from our parents is leading 

to our success too.  

I believe you all had a good 

time during this trip.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r support. 

 

Miss Janet 

WORDS FROM PRINCIPAL 

家長參與 

當日接近 600 人參與展覽會，這是浸幼歷來的創舉。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和幫助! 尤其有些展

覽課室比較細小，令家長們和小朋友久等，但你們不但沒有怨言，反而更有耐性和配合老師

的安排排隊輪候，這又是一次身教的好機會。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浸幼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我們很需要你的參與呢! 

2013年 4月 13日(星期六) 

園長、主任、各位老師、姐姐和實習學生齊心完成展覽會，

從我們的造型就知道，我們是相當投入的!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附 屬 幼 稚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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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低甲―印度 

小小 世 界展 覽 會 2013  

「Namaste, 迎您來到印度!」全日低甲班的幼兒雙手合十胸前，以印度人的方式向每位客人 

打招呼，然後送上代表印度的小荷花以作紀念，各家長及幼兒都十分喜歡! 
 

吉祥痣及印度彩繪 

為了讓幼兒體會印度的傳統習俗，全日低甲班的幼兒均 

為客人點上「吉祥痣」，以作為吉祥和喜慶的象徵。另 

外，老師更為客人在手上繪畫色彩斑斕的「印度彩繪」。 

客人非常喜歡這個活動，他們均讚嘆彩繪圖案漂亮精緻， 

雀躍萬分！ 

 

 

印度食品及香料 

「呢啲係印度烤餅同埋印度咖喱，請隨便食啦!而呢啲係印度香料，你可以聞吓嫁!」幼兒

主動地介紹各種印度美食及香料，客人對印度的美食甚感興趣，他們均吃得津津有味。他

們更用鼻聞聞及用眼看看各種香料，認識不同香料的特色。 

 

 

 

 

 

 

印度瑜珈 

「印度人最鐘意做瑜珈，你都可以一齊做架!」幼兒積極地示範不同的瑜珈動作，並邀請客

人一起做瑜珈。活動過程中，客人均嘗試做不同的瑜珈動作，十分興奮!最後，我們非常感

激全日低甲班家長的所有幫助，老師為幼兒的表現而感到驕傲與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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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hibition was a great success!  Thank you to all the children for doing such a great 

job and parents for their cooperation.   
 

Art 

The children worked very hard making the Rangoli art and Diwali candles.  These art 

forms are very special to India as it is there way of celebrating their biggest holiday, 

Diwali (aka Festival of lights).  Therefore, the children were very proud of our Indian 

art exhibit as they showcased and explained the art.    
 

Clothing 

A fascinating attribute about India is their style of dress.  They 

are very colourful and exquisite with their clothing.  Therefore, 

the children enjoyed dressing in Indian attire and were excel-

lent at presenti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dian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Some of the vocabulary for the clothing is quite 

difficult, such as, saree and turbans.  Therefore, good job to 

our kids for remembering them and using them correctly.   
 
 

Dance 

Our children were immersed in India’s culture by learning and performing a Bollywood 

dance (Indian form of music and dancing).   What a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All the 

practicing and hard work paid off as clearly they had fun and everyone love it!  Well 

done to our K2A class for a brilliant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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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乙―日本 

小小 世 界展 覽 會 2013  

展覽一開始，課室便人頭湧湧，當值的幼兒和家長都忙個不停，有的忙著製

作壽司、有的忙著邀請嘉賓試食…… 

    

整個過程看來有點兒混亂，但每個到來參觀的人都非常開心，特別是幼兒，

表現得更雀躍，也吃得津津有味，更有參觀的家長和幼兒也想參與製作。 

幼兒感受 

幼兒表示當走進課室，便嗅到「壽司」的味道，當天很多人，課室很擠迫，

有點兒混亂，但同時可以讓這麼多人看到他們製作壽司，也有很多人喜歡吃

他們製作的壽司，心情很興奮。可以吃和爸媽一起製作的壽司也特別好味！

也有幼兒表示很喜歡是次活動，但真的很辛苦，很疲累，不過，倘若再有同

類的活動，他們一定會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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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小小世界」的主題內，認識了韓國的文化、習俗、語言和文字

。幼兒對於韓國的語言和文字甚感興趣，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曾嘗試

慕寫韓國文字和拓印文字，雖然其書寫模式與我們所認識的中文字截然

不同，但幼兒都樂於嘗試，完成後，更懂得利用韓文把文字說出來，可

見他們有一定的興趣。 

    

於是，老師讓他們一展所能，請幼兒在展覽會當日教其他幼兒拓印韓國

文字和說韓國語，包括﹕「你好」、「謝謝」、「再見」及「對不起」

。而每位幼兒都分配了一項工作，如﹕接待員、登記員和小老師，而老

師更借來韓國傳統服飾讓接待員穿上。幼兒知道自己要當工作人員都十

分雀躍，在展覽會前，老師請幼兒進行綵排，嘗試擔任各個工作崗位。 

    

展覽當日，大部分幼兒都有按時到課室內幫忙，而由於當日人數眾多，

所以無論是接待員、登記員或是小老師都十分忙碌，部分「小老師」即

使超過了當值時間，仍留下來幫忙，在這裏，實在感激幼兒和家長的幫

忙及體諒，讓活動順利完成！謝謝！ 

低丙―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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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高甲―荷蘭  風車芝士 CAFE 

小小 世 界展 覽 會 2013  

展覽前一週 

模擬招待的程序    

我們按著自己的工作崗位分成兩組，A組先做職員，B組則做客人，預習整個程序，然後交換角

色，再預習一次。 

練習對話      

每位幼兒除了要負責角色的工作外，也擔任荷蘭大使，為客人介紹荷蘭的特色。他們有的說英

文，有的說中文。 

Before the Easter holiday, the class wrote the descriptions about tulips and Edam 

cheese together during Circle Time. The children brainstormed different ideas and the 

teacher helped them group the concepts together. Over the Easter break, children 

practiced their own part and many were able to remember all the key points when they 

came back.  

 

 

 

 

 

製作書簽      

噢!原來我們之前製作的玻璃畫書簽數量不足送給客人，所以我們立即「加班」製作書簽。今次

我們除了用鬱金香做題材外，也可讓幼兒選擇其他有關荷蘭的事物為繪畫對象。你們看!幼兒畫

了荷蘭設計師的巨形橡皮鴨、EDAM CHEESE、荷蘭國旗和風車，把荷蘭四寶盡現眼前，我也 

很想收藏這些書簽呢! 

 

 

Clogs 

The children made their own clogs by painting their white sports shoes brown or yellow. 

They also added Holland-related decorations on top: windmills, tulips, Dutch houses, bi-

cycles, and the Netherlands flag. After the shoes 

dried, the children were eager to try them on and 

dance around in their make-belief c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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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準備: 我們一起清理課室的雜物，盡量把課室佈置成一間餐廳。 

       

 

 

 

 

 

 

 

 

幼兒心情 

他們非常興奮，但也很擔心太多人客會應付不來。 

 

當日表現 

全日高甲班所有幼兒都參與展覽會的開幕禮。由於幼兒及家長的出席率相當高，所以侍應生和廚

師在這兩小時內都是忙不停，還要用中文和英文與來賓分享荷蘭風車、芝士和鬱金香的特色，他

們都很賣力和認真，分享時非常流暢。  

 

當幼兒和家長離開的時候，他們收到一張由幼兒親手畫的書簽，他們讚賞書簽很美麗，也不相信

鬱金香玻璃畫書簽是幼兒親手做的! 在此，感謝高甲的家長協助我們招呼客人，感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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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乙―意大利 

小小 世 界展 覽 會 2013  

高乙班的幼兒花了數星期分享和研究意大利的各種事物，他們學會了意大利的節日、

文化、特產、食品及天氣等。同時，因應幼兒的興趣製作了不少的圖工作品，其中包

括紙黏土製的薄餅、意大利粉及自製鞋子等。經過幼兒的提議、商討及投票後，他們

決定把作品於小小世界展覽會時展示出來。 

  

此外，水都威尼斯的面具節對上高乙班幼兒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決定在學校設計面具

及繪畫貴族衣服設計圖，再與家長一起製作衣服。在展覽會當天他們充滿自信地擺出

不同的動作展示其華麗貴族服飾，及配戴著閃閃發光的面具，在眾人前展示威尼斯面

具節的時裝表演。 

  

另外，下高乙班的幼兒對製作意大利水牛奶芝士生菜番茄沙律很有興趣，他們決定在

展覽會中招待到課室的參觀者。故幼兒在前一天預先製作了沙律，在展覽會時他們嘗

試向參觀者講解沙律的製作過程、材料及不同的意大利食物，同時派發水牛奶芝士生

菜番茄沙律給現場的參觀者品嚐。 

  

是次展覽會得到幼兒用心地預備及練習，亦得到家長全力協助最後在一片歡樂笑聲中

順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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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英國 

高丙班幼兒在「英國」這個方案活動裡，製作了很多充滿濃厚英國色彩的作

品，包括:英國紀念版名信片、英式茶具、英國下午茶糕點擺設、巨型英國

建築物模型、音樂劇面譜和蘇格蘭服飾等等。這些作品全部都在4月13日的

「小小世界」的展覽會當日展出，並由幼兒親自作介紹。當日，幼兒穿著了

英國特色的服裝，一本正經地以“Welcome to United Kingdom” 

來迎接參觀者。 

 

幼兒很認真地介紹，緊守著崗位，負責音樂歌劇面譜的小朋友更不停主動地

走向家長們詳細介紹面譜的做法和特色，令家長十分讚嘆。另外，幼兒還提

醒參觀者製作的模型是倫敦塔橋不是「London 

Bridge」，令家長發出回心微笑。當有幼小的孩子想觸摸作品時，幼兒懂得

立即作提示，好好看守所展覽作品，他們的認真態度令老師和家長十分欣賞

。這次展覽會，不但讓幼兒深刻體驗英國的文化，而且更成為他們一個美好

又成功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