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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答案頁

p. 2

p. 4

p. 6

p. 3

p. 5

p. 7

小動物排隊去玩！請按 1-5 的次序，把不見了的小動物貼在  內。
The animals are lining up for a race.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習重點：1-5 的排序。

A
B C

C

D

E
FGHI

K
J

L M
N

OPQR

RS

T
U V

請把 A - V 順序連起來，替小白兔尋找胡蘿蔔。
Help the little rabbit to the carrots. Draw a line from A-V.

學習重點：大楷英文字母 A-V。

魔術師把兩種顏色混合，他把蛋變成了甚麼顏色？請在  內貼上復活蛋貼紙。
What colour will the Easter Eggs be? Put the correct stickers in the egg shapes.

習重點：探索顏色的變化。

在兒歌中把你認識的生字圈起來，然後和爸媽一起唸兒歌。
Circle the words you know and read the rhyme aloud with your parents.

復活節

復活節，快樂多。

哥哥公園玩皮球，

弟弟妹妹笑呵呵。

把兒歌唸給家人聽。唸的時候，可以配合兒歌創作動作。
Read the rhyme aloud to your family and do the actions.

習重點：字詞：哥哥、妹妹、弟弟、皮球、公園。

（按實際情況作答。）

快來替小兔塗色，每隻兔的顏色都不相同啊！
Colour each rabbit a different colour.

習重點：不同的顏色。

（自由作答。）

習重點：增強安全意識。
 懂得有需要時請成人幫忙。

小白兔有沒有注意安全？請把他做得對的行為圈起來。
Look at how the rabbit behaves. Circle the pictures which show good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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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8

p.12

p.14

p. 9

p.13

p.15

習重點：按物件相同屬性分類。
 分享玩具。

你會和朋友一起分享玩具嗎？請把

你和朋友分享的玩具畫下來。
Do you share your toys with your friends? 
Draw the toys you share.

小朋友要收拾玩具了，請把玩具貼紙分類，貼在正確的玩具箱裏。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trays to group the toys.

（自由作答。）

請為故事選一個你喜歡的結局，在  內塗上顏色，並說說原因。
Which ending do you prefer? Colour in the circle and give your reasons. 

你的飲食習慣健康嗎？請說一說。
Do you think your diet is healthy?

小美聽從醫生的話，以後少吃一點巧克力。

小美不再貪吃了，她決定和同學分享零食。

（自由作答。）

這是 。

這是 。

這是 。

這是 。

神祕箱裏有甚麼？小朋友都猜對了，請在  內貼上適當的字詞貼紙。
Let's see what is inside each box.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習重點：字詞：毛巾、積木、玩具車、布娃娃。

布娃娃

玩具車

積木

毛巾

習重點：字詞：ice cream, jelly, juice, milk。

蛋頭人想吃或喝甚麼？請沿線走找出答案，並在  內貼上英文字詞貼紙。
What do the little egg people want to eat or drink?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jelly

ice cream

juice

milk

習重點：比較長和短、多和少、遠和近。

鴨媽媽有很多問題，你來回答吧！
Help Mother Duck solve her problems.

請把較長的毛蟲圈起來。
Circle the longer caterpillar. 

請把較接近我的小鴨圈起來。
Circle the duckling that is nearer Mother Duck.

請把有較多蛋的籃子圈起來。
Circle the basket with the most eggs.

習重點：探索急救用品。

小冬玩耍時不小心弄傷了手！請從急救箱中找出需要的急救用品，塗上顏色。
Help the boy. Find and colour the first-aid items he needs.



3

幼兒班     答案頁

p.16

p.18

p.20

p.17

p.19

p.21

觀察圖中的家居，把危險的地方圈起來。
Circle the things in the picture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習重點：探索家居潛在的危險。

習重點：探索會滾動的物品。

毛巾盒

小動物玩滾動遊戲，哪些物品會滾動？請把正確的貼紙貼在  內。
Which items can roll? Put the correct stickers on the slope.

回復健康的兔子會有怎樣的表情？請畫下來。
What does the little rabbit look like when he is not ill? 
Draw his face.

小兔子生病了，牠應該怎樣做才可以早日康復？請用線把相關的圖畫連起來。
The little rabbit is ill. What does he need to make him better?

習重點：生病要看醫生和接受治療。
 生病時照顧自己。

（自由作答。）

習重點：1 - 9 的字和量。

小動物參加嘉年華會。數一數不同物件的數量，把相配的數字圈起來。
Count and then circle the correct numbers below.

5     6     7 2     3     5

4     7     8 9     6     8

習重點：字詞：egg, house, octopus, queen。

小朋友，你看到圖中躲藏了甚麼嗎？請把正確的英文字詞貼紙貼在  內。
What is hidden in each picture?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octopus

queen

egg

house 

習重點：圓形、三角形和正方形。

三角形

圓形

正方形

請按蛋頭人的話，將正確形狀貼紙貼在他們身上。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and put the correct stickers on the 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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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頰毛
濃密的獅子兔。

觀察下面的拼圖，找出缺了的一塊，把它圈起來。
Look closely at the puzzle. Circle the correct last piece.

長

滿濃
密幼毛的安哥拉兔。

最多
人飼養的家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