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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班/幼儿一班 PG / N1



家庭辅助学习课程的说明：
敬爱的家长们：

鉴于目前2019冠状病毒的发展情况，我们已经为幼儿二班（N2）、幼稚一班（K1）和幼稚二班（K2）
的孩子提供了家庭辅助学习课程。

本课程是专为豆豆班（PG）和幼儿一班（N1）的孩子提供的。它是根据我们PCS价值导向课程第二学
期的主题内容简化而成。

我们考虑到豆豆班（PG）和幼儿一班（N1）孩子年龄小的特点， 专门为家长提供了华文课程的音频
材料。家长只需扫描课程左下角的二维码（QR码），就可以得到课程的音频材料。家长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课程中提供的在线链接，获取课程中的故事、歌曲、儿歌和律动活动的视频。

同时，为了方便家长，我们将课程中的故事，歌曲，儿歌和律动活动的内容，下载并整理成一个视频
集。 有兴趣的家长可以从班级教师处获取。

请放心，当您的孩子在2020年6月1日返校学习后，教师将在整个6月期间，复习和讲授第二学期课程内
容。以确保您的孩子能跟上学习进度。我们的老师也将继续与您保持联系，对HBL课程中有任何疑问，您
都会得到及时的回答。

谢谢家长们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让我们继续团结一致！注意安全！保持健康！

Home-Based Learning Programame
Dear Parents,
In view of the Covid-19 situation,we have provided Home-Based Learning Programame for Nursery 2 , Kindergarten 1 and 
Kindergarten 2.  We have also designed lessons for  PG and Nursery 1. Theses are simplified version of our lessons based on the 
theme of the second term of our PCS’s Value-Inspired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children in PG and N1, we have provided Chinese audio lesson for parents. To access to the 
audio lesson, you just need to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lower left corner of the lesson.   You can also get the video through the online 
link we provide in the lesson for the stories, songs, nursery rhymes and rhythm activities in the lessons.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parents, we have downloaded the stories, songs, nursery rhymes and rhythm content in the 
lessons into a video collection. Parents who are interested may obtain it from the class teacher.

Please be assured that when your child returns to school after June 1, 2020, the teacher will review the lessons for Term 2 to ensure 
that your child can keep up with the progress of learning. Our teacher will also keep in touch with you,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timely answers to any questions you have with regard to our HBL programme.

Thank for your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Let us continue to unite! stay safe! stay healthy! 



教学主题：我真的喜欢你/节日

活动名称：妈妈，母亲节快乐！ 活动目标：

1、喜欢妈妈，能跟着音乐演唱歌曲《我的好妈妈》。

2、从手指谣里了解防范病毒的方法，培养防范病毒的意识。

小朋友早上好！小朋友我们都很爱自己的妈妈，那么妈妈的节日——母亲节快到了，我们要学唱一首好听的歌，唱给妈妈听，

歌名就是《我的好妈妈》，现在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吧（视频链接：https://youtu.be/O_nowILm86I）。歌曲听完了，是不是很好听

啊，你们喜欢这首歌吗？你们听到歌曲里唱的是谁呀？(对，是妈妈）

歌曲里的小朋友都为妈妈做了什么啊，（看到妈妈下班回家了，倒了一杯茶给妈妈，亲亲妈妈）。是啊，现在外面有病毒，

我们要留在家里学习，妈妈在家要工作，还要为我们煮饭，洗衣，妈妈真辛苦。让我们来亲亲妈妈，抱抱妈妈,帮妈妈锤锤背、锤

捶肩膀。在母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大声告诉妈妈：“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妈妈！”“妈妈母亲节快乐！”

因为现在外面有病毒，我们不能出去运动，所以接下来老师要请小朋友和老师或妈妈一起唱歌做运动，歌曲《向前走》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BKwnOVbVA），小朋友让我们跟着歌词一起动一动，因为多运动，才能使小朋

友快快长大长高。

歌曲挂图《我的好妈妈》见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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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我真的喜欢你/节日

活动名称：我喜欢妈妈 活动目标：

1 、喜欢唱歌，喜欢歌曲《妈妈我要亲亲你》。

2、体验妈妈与孩子之间的亲情。

小朋友，早上好，我们好久没见了，老师想你们了，你们想老师吗？你们在家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吗？老师想你们一定都是

乖宝宝。

小朋友都喜欢妈妈吧，我们今天来听一个故事《我爱你妈妈》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nXX0x0diM&feature=youtu.be）。故事听完了，你们是不是更爱自己的妈妈了，

告诉妈妈你喜欢她，你要亲亲她。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妈妈我要亲亲你》（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QFIKzz9OQ），小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歌曲也听完了，等会小朋友就可以去亲亲妈妈的脸，

亲亲妈妈的额头、亲亲妈妈的鼻子，摸摸妈妈的眼睛，摸摸妈妈的耳朵，抱抱妈妈，对妈妈说：“我喜欢你”。这堂课我们就

到这里了，小朋友在家要注意安全，天气热，要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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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我真的喜欢你

活动名称：我喜欢自己 活动目标：

喜欢自己， 培养幼儿的自信心和坚强。

小朋友早上好。今天我们先来做一做伸展体操，向我们的“朋友问问好”（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cw49xdcvnY&t=27s）。体操做完了，累了吧，那小朋友坐下来，请听一个故事吧，故事的名

称叫《我喜欢自己》，我们一起来听听（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aJ7oTkyz-c）。小朋友，故事里的小朋友

可喜欢自己了。她自己会做好多的事情，她会照顾自己，碰到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小朋友，你喜欢这样的

小朋友吗？老师想你一定喜欢，小朋友只要好好学习，也会成为那样的人。让我们都喜欢自己吧。

故事：
《我喜欢自己》

我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自己。
我和自己会做好玩儿的事。我会画漂亮的图画。我
骑车骑得很快！我还会和自己读好看的书！我喜欢
照顾自己。我自己刷牙，洗澡，吃有营养的食物。

早上起来，我都会对自己说：“嗨，你看起来
棒极了！”

我喜欢自己卷卷的尾巴，也喜欢自己圆圆的肚
子，还有自己细细的小脚。

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开心。
每次跌倒的时候，我会叫自己爬起来。每次做错事
的时候，我会鼓励自己，试一次，再试一次！

不管我去哪里，不管我做什么事，我都要做我
自己，而且我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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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我真的喜欢你

活动名称：我喜欢笑 活动目标：

1、喜欢笑，知道笑是高兴的表现。

2、培养幼儿快乐、开心、幸福、满足等积极乐观的心态。

小朋友好，你今天开心吗？小朋友一定很开心，每天都能感受爸爸妈妈满满的爱，家中一定充满了哈哈的笑声吧。今天老

师要和小朋友一起唱一首很有趣的歌曲噢，它的歌名就是《大家一起哈哈笑》，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视频链接：

https://youtu.be/Wb0isxRYM9k-)。小朋友歌曲唱完了，你哈哈大笑了吗？你知道除了哈哈的笑声，你听到过还有哪些笑声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呵呵呵、哈哈哈、嘻嘻嘻、嘎嘎嘎）有趣吧，原来笑声有那么多种，你又会哪些笑声呢？等会笑给爸

爸妈妈听一听，让他们也跟着乐一乐，笑一笑。接下来我们要来唱唱跳跳动一动了。做一做早操（唱唱跳跳-早操歌）

（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KElLhAGI8）。好，早操做完了，小朋友也累了吧，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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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我真的喜欢你

活动名称：我喜欢听故事 活动目标：

1、喜欢听故事，感受作品的语言美。

2、初步感受人多力量大的意思，体验同伴间相互合作的快乐。

小朋友好，今天老师给小朋友带来了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吧，我们要听的故事是《拔萝卜》（视频链接：

https://youtu.be/zJI1rj5Pbtc ）。小朋友故事听完了，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大家团结，什么事都能办到。现在我们新加坡有一个病毒

大坏蛋，害得我们不能出去玩，不能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小朋友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一起努力打死病毒这个大坏蛋。故事

听完了，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动一动吧。萝卜已经拔起来了，我们来炒炒吃吧（视频链接：https://youtu.be/cJeD0DQIQGc）

小朋友很好玩吧，等会你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玩炒萝卜的游戏噢。

故事文本《拔萝卜》见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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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拔萝卜》

老公公种了个萝卜，他对萝卜说：“萝卜啊，长吧长吧，长得甜甜的！长吧，长吧，长得

大大的！”萝卜越长越大，大得不得了。老公公就去拔萝卜。他拉住萝卜的叶子，“嗨哟，嗨

哟”，拔呀拔，拔不动。

“老婆婆，老婆婆，快来帮忙拔萝卜！”“哎，来了，来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

公拉着萝卜叶子，一起拔萝卜。“嗨哟，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

老婆婆喊：“小姑娘，快来帮忙拔萝卜！”“哎，来了，来了。”小姑娘拉着老婆婆，老

婆婆拉着老公公，“嗨哟，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

小姑娘喊：“小花狗，小花狗，快来帮忙拔萝卜！”“汪 汪 汪！来了，来了。”小花狗

拉着小姑娘，小姑娘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一起拔萝卜“嗨

哟，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

小花狗喊：“小花猫，小花猫，快来帮忙拔萝卜！”“来了，来了，喵 喵。”小花猫拉

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姑娘，小姑娘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

一起拔萝卜。“嗨哟，嗨哟”拔呀拔，还是拔不动。

小花猫喊：“小老鼠，小老鼠，快来帮忙拔萝卜！”“吱 吱 吱！来了，来了。”小老鼠

拉着小花猫，小花猫拉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姑娘，小姑娘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

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一起拔萝卜。“嗨哟，嗨哟”拔呀拔，大萝卜有点动了，再用力地拔呀

拔呀，大萝卜拔出来啦！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大萝卜抬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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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我爱我家

活动名称：打倒病毒大怪兽 活动目标：

1、幼儿能对冠状病毒有初步的了解。

2、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预防病毒的措施。

小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文课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在家里学习吗？为什么爸爸妈妈需要在家里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为什么不可以出去》这个故事吧！（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58uc_yH-Z4）原来，

现在有一种病毒正在新加坡乃至全球传播，它的名字叫冠状病毒。它具有传染性，会侵害我们的身体。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这段时间需要在家里，多吃水果和蔬菜, 一起预防病毒！

小朋友，今天老师还带来了一个好玩的手指律动《预防病毒》的游戏。（视频链接：https://youtu.be/hJNxuBWOmIc）

让我们一起伸出小手学一学、做一做吧！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学了手指律动《预防病毒》我们也了解了防范病毒的方法。小朋友，把你了解的关于预防新冠病毒

的方法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吧！如，多在家，少出门 。多吃蔬菜和水果。让我们爱我们家人的同时，也关爱家人的身体健康！

好啦，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了，小朋友，再见！

故事文本《为什么不能出去》见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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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为什么不可以出去》

好多天了，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家里没有出去。妈妈说现在所有人都不能外

出，大家都要待在家里。可是我很想去学校，想要出去吃东西，很想要

shopping ，想要到公园也想去游泳。看到外面没有人走动，也没有车子来来往

往，很多店也没开，我觉得好难过。为什么不可以出去？因为冠状病毒来了喔！

这就是冠状病毒，也叫Corona Virus.它是可怕的妖怪，它会让给我们生病、发

烧、咳嗽……新冠状病毒是很危险的妖怪！病毒没有手和脚，但如果我们碰到

它，它会粘着我们，会跑进我们的身体里面。病毒进入我们的身体以后，会开

始跟我们的身体打架，让我们生病、发烧、咳嗽……让我们不舒服。

因为外面有很多病毒，所以我们不能去学校上学，找同学，shopping。每

一天我会好好和家人待在家里，好好保护自己，不让病毒找到我。在家里可以

玩玩具，画画写字，玩水，玩球，做家务，自己学冲凉，我有好多好的东西可

以做。我会喝多多水，吃水果和蔬菜，保持身体健康。我跟自己说没关系，我

会耐心等待开学。开学以后就能见到老师和同学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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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我爱我家

活动名称：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活动目标：

知道自己很幸福。有妈妈疼，爸爸爱。

小朋友好，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欣赏欣赏吧（视频链接：https://youtu.be/OsaZrJMd1XQ）

歌曲听完了，熊爸爸胖嘟嘟，熊妈妈很苗条，熊宝宝真可爱，熊爸爸很有力气，可以保护熊妈妈和熊宝宝，熊宝宝有一个幸福

的家。老师知道，小朋友也有一个幸福的家，爸爸勤劳，妈妈美丽，小朋友聪明又可爱，一家人互相爱护，天天笑哈哈。小朋

友今天我们要学唱一首歌曲，歌曲就是唱小朋友有一个幸福的家，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Q3Vu_KqCQ）。歌曲唱完了，小朋友你喜欢吗？喜欢的话你可以每天都唱噢。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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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节日

活动名称：我家有几口 活动目标：

知道自己家里有几口人，感受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

小朋友我们上堂课学了“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小朋友也都知道自己有一个幸福的家，爸爸妈妈都爱自己，那老师想知道

你们家除了爸爸妈妈和你，还有其他的人吗？有的小朋友会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那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呢，你知道吗。请

小朋友伸出手指数一数，有爸爸、妈妈、我、还有谁呢？今天老师就带来了一首歌曲，叫《我家有几口》，歌曲会告诉你那个

小朋友家有几口人。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aVRBQ-

TGI&feature=youtu.be）。歌曲中的四口人，原来还有一个布娃娃啊，小朋友你家有布娃娃吗？你刚才在伸出手指数一数时，有

没有算上布娃娃啊。等一会你再数一数，然后告诉爸爸妈妈家中有几口人。

好了，接下来老师还有一个故事想讲给小朋友听，故事的名字叫《可爱的妹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rcRrXIXW4&feature=youtu.be）故事听完啦，小朋友们喜欢今天的活动吗？让我们明天再见

吧！

故事文本《可爱的妹妹》见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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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可爱的妹妹

我有一个又淘气，又可爱的妹妹。有一天，妈妈鼓鼓的肚子一下变小了，怀里却多了一
个小毛孩。妈妈微笑着告诉我：“她是你的妹妹。”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看起来都分不
清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的小毛孩怎么会是我妹妹？如果真的是我妹妹，应该和我一样漂亮才
对啊？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她饿了也哭，困了也哭，尿裤子了还要哭。只要她一哭，大家都
要去哄她。哼，就知道哭，做错了事还好意思哭，有话就说好不好？

过了一段时间，妹妹变得胖嘟嘟的、白嫩嫩的，又可爱又漂亮。嗯……越来越像我了。
但她见了谁都只知道咯咯咯地傻笑，这一点可不像我，看我笑得多甜啊！等再大一点的时候，
她就开始跟我们耍心眼儿了。我们站着走路，她却爬着走，是不是故意想让妈妈抱着？哼，
这点小把戏是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的。

妹妹一出门，就会坐上她的专车，爸爸妈妈轮着推她，她在车上咿咿呀呀地不停地指挥
着，真舒服。妈妈说这是我小时候坐过的车，我才不信我有那么娇气过。瞧，妹妹像只可爱
的小企鹅，左右摇摆着，笑眯眯地走过来了。赶快！进入一级战备，把东西藏好。真是奇怪，
妹妹有那么多好玩的玩具，却偏偏喜欢我的蜡笔。有好几次我一不留神蜡笔落入她手中，她
就画了满屋子的彩虹。

渐渐地，妹妹像踩了轮子似的走路越来越快了，成了我的跟屁虫，走哪儿跟到哪儿，甩
都甩不掉。只要允许她跟着，不管什么事她都会绝对服从，当司令的感觉还真过瘾。

妹妹刚学会说话时，就像满屋子的鸟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妈妈，跟妹妹比像我这样
文文静静的多好带啊，是不是？自从妈妈从肚子里把妹妹抱出来后，家里变得更忙碌了。但
淘气又可爱的妹妹带来更多的是欢笑、快乐和幸福。

妈妈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妹妹可爱的时候就从肚子里抱出来，淘气的时候就把妹妹再
装回肚子里。哦，真是一个天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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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节日

活动名称：我喜欢我爸爸 活动目标：

萌发孩子对爸爸的情感，体验父子亲情，喜欢和爱自己的爸爸。

小朋友们好，老师很想念你们，期待早日见到你们哦。今天，老师邀请你来听一听故事《我爸爸》（视频链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8t1HQe3ec）小朋友故事讲完啦，故事中的爸爸是不是很棒，他爱爸爸，爸爸也爱他。小朋

友的爸爸一定也很棒。你喜欢自己的爸爸吗？老师知道，你肯定也非常喜欢和爱自己的爸爸。

小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首《爸爸好》的歌曲吧！（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8t1HQe3ec）。这节课就

到这里了，再见，小朋友。

文稿:            故事《我爸爸》

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
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大坏蛋，大野狼都不怕。
他可以从月亮上跳过去，他会走高空绳索（不会掉下去）。
他敢跟大力士摔跤，就连大力士也拜倒在他的手里。
在运动会的比赛中，他轻轻松松地就跑了第一名。
我爸爸真的很棒！
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
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
我爸爸真的很棒！
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啊又像泰迪熊一样柔软。
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有时候呢也会做一些傻事，
可是无论怎么样，我爸爸真的很棒！
我爸爸是个伟大的舞蹈家，也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
他踢足球的技术一流，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
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13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 Copyright 2020 by Presbyterian Community Servic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8t1HQe3e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8t1HQe3ec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5/9活动名称_我喜欢我爸爸-PGN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5/9活动名称_我喜欢我爸爸-PGN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5/9活动名称_我喜欢我爸爸-PGN1.m4a


教学主题：我真的喜欢你/我爱我家

活动名称：爸爸节日快乐 活动目标：

1、知道父亲节是爸爸的节日。

2、自己要送给爸爸的礼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小朋友们好，你们知道父亲节要到了吗？你们知道父

亲节是谁的节日吗？对，它就是爸爸们的节日。爸爸的节

日要到了，小朋友准备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呢？有的小朋友

告诉老师，我要送给爸爸巧克力，有的说我要送给爸爸一

个拥抱，还有的小朋友告诉老师，他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少让爸爸妈妈为自己操心。这就是他要送给爸爸的礼物。

你们说这个礼物好吗？老师觉得很好。

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我是爸爸的小帮手》的歌曲，看

看我们可以自己做哪些事情

（视频链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hffl6ZkJE）

小朋友真棒！原来小朋友能自己做这么多的事情啊，能收

拾东西，还能擦桌子。我们小朋友现在在家，让我们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送给爸爸一个父亲节最好的礼物。

下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爸爸我爱你》（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2HQG9evh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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