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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重點：字詞：apple, banana, pear, pineapple, watermelon。

聖誕老人正在弄沙律，他預備了甚麼水果？請在  內貼上字詞貼紙。
What is Santa Claus preparing for the fruit salad?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pear

pineapple

apple

watermelon

banana

請記錄你在假期內其中三天的進食量，並說一說你的飲食習慣是
否健康。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keep a record for three days of what you eat. Do you 

think your diet was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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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sons.

聖誕老人改變飲食習慣，注重營養均衡，很快便健健
康康地出發去派禮物了！

聖誕老人每天做運動，身體越來越強壯。
在聖誕節那天，他可以出發去派禮物給小朋友了！

（自由作答。）

請按聖誕老人的指示，把他們的衣服塗上顏色。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and colour in Santa Claus's clothes.

習重點：字詞： blue, green, orange, purple, red, yellow。

請你替聖誕老人設計一套新衣服。
Design new clothes for Santa Claus.

green

blue

orange

yellow

purple

red

（自由作答。）

（把帽子和鞋塗上相配的顏色也可。）

習重點：認識生活在雪地的動物。
 字詞：獅子、大象、大熊貓、猴子。

在雪地生活的動物要去參加派對，請把牠們圈起來，並畫線帶到冰屋去。
Circle the animals that live in very cold places. 

Then draw lines to bring them to the igloo.

動物園裏也正在舉行聖誕派對，有甚麼動物參加？請把動物名稱圈起來。
Circle the names below of the animals you can see in the zoo.

大象     老虎     猴子     大熊貓     獅子     熊

請根據提供的時間，在  內貼上鐘面貼紙。
What time is it?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circles.

請根據鐘面顯示的時間，在  內貼上時間貼紙。
What time is it?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習重點：看時鐘（整點和半點）。

3時 9時半7時

6時 5時

習重點：	字詞︰游泳、跑步、跳舞、踢球。
 句子︰「＿＿和＿＿一起＿＿。」

小欣一家和聖誕老人做甚麼運動？請在  內貼上字詞貼紙。
What are Yan and her family doing with Santa Claus?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爸爸和聖誕老人一起 。

小欣和聖誕老人一起 。

哥哥和聖誕老人一起 。

媽媽和聖誕老人一起 。跑步

跳舞

游泳

踢球



答案頁

2

高班   

p.10

p.12

p.14

p.11

p.13

p.15

習重點：字詞：one to ten.

e i r uf n s vh o t w x

請根據對話中的密碼，寫出正確的英文生字。
Use the secret code to finish the sentence below.

  和   分別買了多少份物品？把物品的數量圈起來。
How many things do the children buy? Circle the correct number of cars and cups.

I have  cars. 

I have  dolls. I have  cups. 

I have  candies. f i v e s e v e n

s i x f o u r

（答案合理便可。）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1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2月

下面的月曆漏掉了一些日期，請在  內寫上正確的數字。
Write the correct dates in the boxes to complete the calendar.

習重點：月份、星期、今天、明天和昨天的概念。

查看上面的月曆，在  內寫上正確的日期。
Look at the calendar above and write down the correct dates in the boxes.

 1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1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12月

今天是星期 。

明天是星期 。

昨天是12月24日星期 。

3

18

25

30

二

三

四

習重點：分辨新鮮食品和加工食品。

聖誕老人到超級市場買食物，請在貨架上貼上食物貼紙。
Santa Claus is shopping in the supermarket.  Put the stickers on the correct shelves.

你昨天吃過哪些新鮮食品和加工食品？請說一說。
What fresh food and processed food did you eat yesterday? 

新鮮食品 加工食品

習重點：不同的立體圖形。

數一數大圖中各種立體圖形的數量，然後把答案寫在  內。
How many of each 3-D figure can you see on the picture? Write the numbers in the boxes below.

猜猜右圖會摺成怎樣的立體圖形？請在

上圖找出來並圈起來。
What 3-D figure can you make by folding the 

cross-shape shown? Circle it on the above picture.

  有  個。    有  個。

  有  個。    有  個。

2

1

2

1

1
2

4
5
6

8
9

10

習重點：運用牙刷和廣告彩進行創作。

在  內填上適當的數字，並用牙刷和水彩在圖中的夜空畫煙花。
Write the correct numbers in the circles. Paint a picture of fireworks by using poster colours and a 
toothbrush.

3

7

（自由作答。）

習重點：健康的烹調方法及均衡飲食的重要。
不同烹調方法的健康程度。

哪一種烹調方法較健康？請在  內加 3。
Which cooking method is healthier? Tick the correct box.

哪一份套餐的營養較均衡？請圈起來。
Help Santa Claus. Which meal is the healthiest? Circle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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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p.18

p.21

p.17

p.19

p.23

習重點：句子：'Do you want some juice / pasta?',   
'No, thank you.', 'Yes, please.'。

一起來參加聖誕派對吧！請在  上寫上英文字詞，並讀出句子。
What did the children say at the Christmas party? Fill in the blanks and read the sentences aloud.

Do you want some          

 ?

No,  .

Yes,  .

Do you want some  ?

 please      juice      pasta      thank you 

please

juice

pasta

thank you

習重點：10 以內的組合和分解。
 比較 10 以內數量的多少。 

請數一數聖誕禮物，在  內寫上數字。
Count the toys. Write the correct numbers in the boxes.

請把數量最多的禮物塗上紅色，最少的塗上綠色。
Look at the toys above. Find the largest total and the smallest total. Colour two pictures: red for 
the largest total, green for the smallest total.

  和  是 和

  和  是 6和

3 和  是 7和

2 和  是 5和 3

4

4 2

5 5 10

左

左

右

右

右

左

左

右

右

右

小鹿要依照木牌的指示送禮物，請你畫出路線，帶牠到正確的房子去。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Draw the path to the correct house.

習重點：左和右的概念。

請根據聖誕老人的話，在  內貼上適當的禮物貼紙。
Read the instructions and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我左邊的小鹿有 ，我右邊的小鹿有 。

聖誕老人想做甚麼新工作？在  內貼上適當的字詞貼紙。
What jobs does Santa Claus want to do?  Put the stickers in the correct boxes.

的士司機 巴士司機 貨車司機

習重點：警察、郵差、消防員、醫生及巴士司機的工作。
字詞：警察、郵差、醫生、消防員。

 

猜一猜今次聖誕老人想做甚麼，把答案圈起來。
What job is Santa Claus talking about?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

每天駕駛一輛很大的車，
接載人們去不同的地方。

警察 醫生消防員郵差

I can  .

聖誕老人寫日記，請你替他完成吧！把正確的字詞圈起來。
What does Santa Claus write in his diary? Circle the correct words.

12月25日

　 　 今 天 ， 我 坐 鹿 車 到

香港 / 北京 給小朋友派

禮物，我經過 海洋公園 / 

萬里長城 ，那裏的風景

真 美麗 / 快樂 ！　

習重點：字詞：北京、香港、萬里長城、美麗。

搜集北京風景圖片，把圖片

貼在空格內。
Find a picture of another famous sight 
in Beijng. Stick it in the box.

（答案合理便可。）

來寫一張聖誕卡給聖誕老人吧！
Let’s write a Christmas card to Santa Claus.
來畫一張聖誕卡送給聖誕老人，並寫上你的心意。
Make a Christmas card for Santa Claus. Draw and write in the white space below.

（自由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