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2021-2022年度非華語學生暑期銜接課程 檢討報告 

 

1. 活動日期： 

15/8/2022 -31/8/2022  

 

2. 活動時間︰ 

10:30-12:45pm  

(課程最後一天 完結時間為1:00PM，以作課程總結) 

 

3. 對象︰ 

升小一至小四非華語學生 

 

4. 活動詳情︰ 

暑期銜接課程共分為兩組，透過各項多元化的教學活動，以日常生活作例子，提升非華語生在聽、説、

讀、寫四方面的能力，讓他們及早適應主流學生的學習模式，為學校生活作好準備。 

 

5. 參加人數 

級別 人數 

升小一 (初班) 5 

升小二 (初班) 11 

升小三 (高班) 5 

升小四 (高班) 6 

 

6. 檢討及成效 

6.1 課程內容生活化，循序漸進，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據觀察所得，學生踴躍參與課堂活動，

學習具主動性，老師亦能針對學生表現給予適當的回饋。 

6.2 學生出席率偏低，需經常聯絡學生家長提醒出席。 

6.3 學生能力差異較大，雖然我校亦請助理入班協助，但導師同時照顧兩個年級學生仍感吃力。 

 

 

7. 財務安排 

 收入 支出 

津貼批款 $24,320  

課程費用 

(承辦機構︰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屯門會所) 

 $24,320 

合共 $24,320 $24,320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2021-2022 年度非華語學生暑期銜接課程 課程大綱(初班)

週次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建議方

法 

一

15/8-19/8 

1. 自個介紹及興趣 

2. 認識家庭成員 

朗讀練習: 

1. 能作簡單自我介紹 

1. 練習演說自我介紹及興趣 

2. 練習各家庭成員讀音 

3. 練習飲品和食物讀音 

4. 同學一起跟從導師朗讀文章 

5. 完成閲讀理解練習 

6. 透過遊戲加強同學的投入感及

參與感 

 3. .認識飲品和食物 2. 能記得各家庭成員稱謂讀音 

  3. 能記得指定飲品和食物讀音 

  4. 能跟從導師閱讀指定文章 

  寫字練習: 

  1. 能掌握執筆的方法 

  2. 能掌握筆劃，(點、橫豎等學習筆劃) 

  3. 能寫自己的名字 

  4. 能書寫生果及食物生字 

  活動： 

  1. 問答小遊戲 –  互相認識及輪流盤問答遊戲 

二 

22/8-26/8 

1. 認識顏色詞語與水果或 

2. 不同物品的關係 

朗讀練習: 

1. 重溫上星期教學內容 

2. 能夠分辨不同顏色的字形與不同物品的關係。 

3. 能夠分辨「吃」及「喝」的用法 

4. 能認識交通工具及其字形(電車、地鐵、巴士、飛機及船) 

寫字練習: 

1. 能書寫顏色與水果詞語 

2. 能書寫形容詞 

 

活動： 

1. 顏色小兒歌 –  一同練唱 

2. 認識本地小遊戲 –  猜皇帝 

1.   介紹各種顏色、水果及物品的詞語 

2.   完成閱讀練習 

3. 導師教授動詞用法 

4.   一同練習及唱出顏色兒歌 

5. 透過交通工具圖片介紹加深印象及 

重複練習 

 3. 認識時間詞語及用法 6.     導師教授形容詞用法 

 4. 認識動詞及用法  

   

   

   



週次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建議

方法 

三

29/8-31/8 

1. 認識時間詞 

2. 學習表達時間 

3. 認識及運用動詞 

朗讀練習: 

1. 重溫上星期教學內容 

2. 能辨識時間詞( 上午、下午、晚上) 

3. 能運用日常生活動詞(想要、買、講、問、答、收) 

4. 能清楚讀出時鐘上的時間寫字

練習: 

5. 能書寫時間詞 

活動： 

1.   報時遊戲 – 列出時鐘，同學以搶答方式比賽， 

勝出者獲得禮物 

1. 導師講解時間詞運用，請同學嘗試

造句 

2. 透過問答對話形式，練習報時 

3. 利用報時遊戲加深對時鐘的概念 



21-22 年度 暑期非華語學童中文銜接課程大綱(高班) 

週次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建議方法 

一

15/8-19/8 

1. 自我介绍 

2. 認識家具詞 

3. 配詞練習 

朗讀練習: 

1. 鞏固對自我的了解 

2. 完成閱讀練習 

1. 完成「自我介绍」的寫作練習 

2. 做一份閲讀練習 

3. 解釋閲讀練習難字 

   4. 介紹本地遊戲 – 包剪揼 

  寫字練習:  

  1. 能掌握筆劃，(點、橫豎等學習筆劃)  

  2. 能寫自己的名字  

  3. 能背寫有關家具的詞彙  

  
溫習： 

 

  1.培養學生閲讀理解  

  活動：  

  1. 互相認識及對不同「包剪揼」玩法認識  

二

22/8-26/8 

1. 重組句字 + 加標點符號 

2. 學習連接詞語 

3. 學習形容詞 

朗讀練習: 

1.  重溫上星期教學內容 

2.  能夠解讀海報及演說小故事。 

 
寫字練習: 

1. 練寫連接詞練習 

 
語文技巧練習： 

1. 學識「複句」的條件和用處。 

2. 提升學生們的詞彙技巧。 

3. 對標點符號有更好理解。 

 
活動： 

1. 介紹本地遊戲 – 接龍 

1. 介紹一些連接詞 

2. 做簡單默書 

3. 完成複句工作紙 

4 .完成第兩份閱讀練習 
 

 
 

 



週次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建議方法 

三 

29/8-31/8 

1.認識顏色的字詞 

2.認讀有關主題的字詞 

朗讀練習: 

1.   重溫上星期教學內容 

2. 認識顏色詞 (紅、綠、黃、藍、紫、橙、

黑、白、啡) 

寫字練習: 

1. 顏色詞練習及工作紙 

2. 顏色認識遊戲 

1.   介紹各種顏色詞 

2.   完成一份工作紙 – 顏色詞 

3. 利用遊戲加深對顏色詞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