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戲活動計劃VII

A. 農作物區 

可在此區進行兩項活動：「我是小農夫」和「保護小幼苗」。

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活動地區： A.農作物區

活動(二)：保護小幼苗

安全注意事項
•• 教師須留意幼兒的使用工具的狀況和提
醒幼兒注意安全。
•• 幼兒使用工具時，教師須提醒幼兒小心
擺放工具，以防幼兒不慎踏在其上，引致
絆倒。
•• 幼兒使用長短竹枝築網時，教師須提醒
幼兒不要將竹枝指向自己或別人。
•• 小心凹凸不平的地面。

區域簡介
•• 農作物區位於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
心的低谷，田內種植了合時的農作物，包
括豆類、水作生物、瓜類、蘿蔔、蒜及韭菜
類、根莖類、茄果類和短期葉菜（生長期
約30至40天）。中心的工作人員會按季節
種植不同的農作物，幼兒可觀察和比較
不同品種的農作物，例如：蕃薯（根莖類）、
生菜（葉類）和蕃茄（茄果類），也可以透
過親身操作，體驗農夫的工作，從而認識
農作物的生長條件和耕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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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理念及設計構思
•• 香港的幼兒較少機會接觸鄉郊田野，未
必知道耕種方法和食物的來源。在農作
物區，幼兒能認識農作物（或植物）的生
長條件；體驗耕種的過程；以及了解到大
自然和人類生活是息息相關，藉此帶出
愛護大自然和珍惜食物的態度。
•• 在活動一「我是小農夫」中，幼兒透過翻
土和澆水初步認識農作物（或植物）的生
長條件。幼兒科學活動可讓幼兒自由探
索，發現問題，並嘗試作預測、假設和試
驗，自行找出答案，所以此活動不但讓幼
兒有第一手的經驗，更讓幼兒主動探索、
預測和試驗。
•• 在活動二「保護小幼苗」中，幼兒能進一
步體驗農夫的工作，了解到除了播種、耕
種和灌溉，還要保護農作物免受害蟲或
其他動物侵害。幼兒十分喜歡模擬遊戲
和建構遊戲，於活動中他們會嘗試合力
製作保護網，藉此能讓幼兒發揮創意和
合作精神。製作保護網目的是物理防治
方法，防止動物吃農作物，例如野豬、雀
鳥吃禾穀等，並非只有驅蟲之作用。

教學技巧事宜
•• 教師於過程中宜抱持開放的態度，鼓勵
幼兒自由探索、自行發現及解決問題，應
先讓幼兒猜想或分享工具的使用方法，
避免過多的示範，扼殺幼兒的思考空間。
•• 於幼兒自由探索／建構的過程中，教師
須觀察幼兒表現，提供適切的協助，引導
幼兒進行活動，但避免主導幼兒的探索。
•• 鼓勵教師在耕作體驗前與幼兒討論帶備
甚麼工具到農地翻土，以提升幼兒對活
動的興趣及投入感。至於高班幼兒，教
師更可在活動前與他們進行討論，一起
製作概念圖以掌握幼兒的已有知識，並

請幼兒各自預備一項翻土工具到農地翻
土。
•• 在安全的情況下，教師於過程中應讓幼
兒自由選擇用具和方法進行灌溉和翻
土，不必限制幼兒使用場內提供的物品，
例如可使用自備的水壺或雙手去灌溉，
或用自備的工具去翻土。但教師應避免
使用即棄膠瓶和膠杯進行灌溉，以灌輸
源頭減廢及回收的環保概念。
•• 在邀請幼兒觀察耕作用具特徵及分享
時，幼兒可能有其他有趣的發現，例如幼
兒可能在灌溉過程中，發現了水中的倒
影，教師可靈活地與幼兒進行探討，亦可
把問題記錄下來，回校再作分享。
•• 教師應讓幼兒自由建議及試驗不同的方
法去築網，避免過份主導。
•• 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設有「農館」
展示牲畜及農作品標本、以及有機耕種
農作物，教師亦可靈活利用中心內的其
他設施進行輔助教學。
•• 教師可按實際情況及幼兒興趣，回校作
延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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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建議級別 幼兒班 K1

區域名稱 農作物區

建議活動人數 每組6人

活動時間 約30分鐘

教具／教材 可向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預先登記免費借用：
 • 耕作用具，如不同大小的耙和鏟
 • 澆水用具，如不同種類的盛水器皿、不同物料的水瓶、水杯、勺子
和水桶

幼兒發展特徵
3-4 歲

 • 喜歡進行模擬遊戲
 • 喜歡利用身體、動作進行探索

建議學習目標 [知識] 幼兒能認識不同的耕具如耙、鏟
[技能] 幼兒能利用不同器具灌溉
[態度] 幼兒能享受和欣賞大自然

活動重點 讓幼兒初步認識不同的耕作用具和灌溉用具，及讓幼兒嘗試操作
工具來翻土和灌溉。

建議活動計劃
（流程）

活動引入
教師與幼兒一起來到農作物區參觀四周環境，問幼兒這是甚麼地
方？看見甚麼？以前有否見過農田？知否農田有甚麼用途？蔬果有
甚麼顏色？最喜歡農田的哪一種蔬果？讓幼兒自由回答及分享自
己的見聞，以了解幼兒對農田的已有知識及經驗。

過程
 • 教師邀請幼兒嘗試體驗農夫的工作。
 • 教師向幼兒展示不同的耕作用具（如耙、鏟），讓他們嘗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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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 若幼兒未能操作工具，教師可作示範。
 • 翻鬆泥土之後，教師問幼兒，知否農夫還需要做甚麼（幼兒可自
由回答）。
 • 教師總結幼兒的分享及教師模擬播種，並指出農夫還要灌溉，農
作物才能成長，就好像我們每天也要喝水一樣。教師展示不同的
澆水和盛水用具（如玻璃瓶、水瓶、水杯、勺子、水桶），請幼兒嘗
試研究使用方法及輪流嘗試灌溉。
 • 灌溉時，教師須觀察及注意幼兒操作工具的情況，如有需要，加
以協助。

總結（分享）
 • 教師與幼兒重溫當天的發現，例如使用甚麼工具去翻土和灌溉，
以及植物需要水才能生長。
 • 最後，教師可以請幼兒分享自己在農田的感受，例如模擬農夫的
工作是否很辛苦，讓幼兒思考食物是否得來不易，從而帶出要愛
護大自然和珍惜食物。

可調適的地方  • 香港的幼兒較少接觸農田，未必清楚了解農夫的工作，而且每位
幼兒的已有經驗和知識亦不同，教師在外出參觀前，可先了解幼
兒的已有經驗或作簡單介紹，讓幼兒能順利體驗農夫的工作。
 • 幼兒的手眼協調能力未純熟，教師可能需要協助翻土和澆水。

教師參考問題
（配合建議學習 
目標，按幼兒情況
選用）

教師根據幼兒對該活動的已有知識及技巧，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
引導幼兒思考和發問。

活動前
 • 你有否嘗試過為植物澆水？如有，你會如何澆水？

活動中
 • 你覺得觸摸泥土的感覺如何？
 • 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翻鬆泥土？
 • 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為農田灌溉？
 • 我們可以使用甚麼工具翻土／灌溉？
 • 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活動後
 • 你能分享做農夫的感受嗎？
 • 你認為水是否很有用？它有甚麼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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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延展活動 教師可根據此活動的理念，自行配合學校的課程主題，進行其他延
展活動，例如：

活動一
由於種子發芽成長需要很長的時間。故此，教師可在回校後與幼兒
一起種植，讓幼兒觀察種子成長過程。

活動二
教師回校後，可鼓勵幼兒珍惜食物，例如配合特區政府「惜食香港
運動」，教導幼兒不要浪費。

17



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建議級別 低班 K2

區域名稱 農作物區

建議活動人數 每組6 至8 人

活動時間 約30-45 分鐘

教具／教材 可向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預先登記免費借用：
 • 耕作用具，如不同大小的耙和鏟
 • 澆水用具，如不同種類的盛水器皿、不同物料的水瓶、水杯、勺子
和水桶

幼兒發展特徵
4-5 歲

 • 喜歡進行模擬遊戲
 • 喜歡發問，對身邊事物充滿好奇心

建議學習目標 [知識] 幼兒認識不同灌溉和翻土的工具
[技能] 幼兒能比較不同工具的功用
[態度] 幼兒能享受種植的樂趣

活動重點 讓幼兒比較不同的耕具和灌溉用具、體驗耕種樂趣，以及明白大自
然能為我們提供食物。

建議活動計劃
（流程）

活動引入
教師與幼兒一起來到農作物區，觀察不同的農作物，向幼兒提問農
夫是如何種植出這些農作物？有甚麼蔬菜是喜歡和不喜歡吃？以
及遇到不喜歡吃的蔬菜時應怎樣做？

過程
 • 教師引導幼兒思考和分享耕種的步驟及所需工具。
 • 幼兒應能簡述耕種的過程，教師在請幼兒分享之後，可讓幼兒輪
流嘗試翻土和灌溉，體驗耕種的過程。
 • 活動時，教師先展示不同的耕作用具（如耙、鏟），再引導幼兒思
考、提問和分享用具的使用方法和耕作方法，操作不同的工具並
作比較。
 • 翻土後，教師可和幼兒一起模擬播種，然後教師再展示不同的澆
水和盛水用具（如玻璃瓶、水瓶、水杯、勺子、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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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 請幼兒自行選擇用具澆水，並比較這些澆水工具的不同。例如使
用勺子舀水和使用水樽倒水有甚麼不同；澆水的水壺有手柄，但
水樽則沒有，在使用時，哪一個較方便呢？

總結（討論及分享）
 • 教師可以請幼兒分享自己耕種的感受，例如翻土時是否要很用
力？使用不同工具灌溉時，有甚麼分別？
 • 最後，帶出農夫的工作很辛勞，所以要愛護大自然和珍惜食物。

可調適的地方 幼兒未必了解不同工具的使用方法，也未必能選擇合適的工具，但
教師無需急於提示正確答案，可引導幼兒觀察不同工具的特徵。

教師參考問題
（配合建議學習 
目標，按幼兒情況
選用）

教師根據幼兒對該活動的已有知識及技巧，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
引導幼兒思考和發問。

活動前
 • 為甚麼要為植物澆水？

活動中
 • 你認為播種之前，要做些甚麼？
 • 我們可以使用甚麼工具翻土／灌溉？
 • 你認為我們可以如何為農田灌溉？
 • 在甚麼情況下我們需要為農田灌溉？為甚麼？
 • 如何使用這些翻土／灌溉工具？
 • 請比較這些翻土／灌溉工具，它們有何不同？
 • 你猜猜為甚麼農夫要灌溉和翻土？
 • 你猜猜種子撒在泥土上會怎樣？

活動後
 • 你能分享做農夫的感受嗎？
 • 既然食物得來不易，當點餐時，我們應該怎樣做？

19



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延展活動 教師可根據此活動的理念，自行配合學校的課程主題，進行其他的
延展活動，例如： 

活動一
由於種子發芽成長，需要很長的時間。故此，教師可在回校後與幼
兒一起種植，讓幼兒觀察種子成長過程。

活動二
教師可與幼兒重溫在農田灌溉所用之工具，讓幼兒使用收集到的
廢棄膠樽，製作環保花灑，用作灌溉植物。

活動三
教師回校之後，可鼓勵幼兒珍惜食物，例如配合特區政府「惜食香
港運動」，教導幼兒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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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建議級別 高班 K3

區域名稱 農作物區

建議活動人數 每組8人

活動時間 約30-45 分鐘

教具／教材 可向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預先登記免費借用：
 • 耕作用具，如不同大小的耙和鏟
 • 澆水用具，如不同種類的盛水器皿、不同物料的水瓶、水杯、勺子
和水桶

幼兒發展特徵
5-6 歲

 • 喜歡進行模擬遊戲
 • 語言發展日漸成熟，能與同伴一起進行探索和討論

建議學習目標 [知識] 幼兒能明白耕種的過程，知道食物得來不易
[技能] 幼兒能根據預測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耕種
[態度] 幼兒能欣賞農夫的貢獻及珍惜食物

活動重點 讓幼兒能預測使用不同耕具和灌溉工具的效果；明白耕種需時及
農夫的貢獻，懂得珍惜食物。

建議活動計劃
（流程）

活動引入
教師與幼兒一起來到農作物區，讓幼兒自由分享自己對農田及耕
種的已有經驗，從而與幼兒重溫耕作方法。另外，我們應否一次購
買大量蔬果，還是按照實際需要而買？為甚麼？

過程
 • 教師展示不同的耕作用具，帶領幼兒小組討論，分享用具的使用
方法。
 • 教師可以引導他們觀察不同用具的特徵，預測使用不同用具的
效果。例如澆水壺的壺咀像花灑，澆水時與水樽會有何分別呢？
除了出水量及灑水範圍外，亦可猜測土壤沖刷的情況。
 • 在幼兒體驗耕種的過程時，他們可察覺不同工具的功用和特點。
例如教師可以請幼兒觀察用壺咀像花灑的水壺澆水時，會有很
多小水柱，而且灑水的範圍也廣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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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 教師可以進一步引導幼兒推想原因是甚麼。
 • 教師亦可以示範翻土，帶出翻土作用；亦可引導幼兒思考大自然
的土壤、空氣和水是農作物生長的必要條件。
 • 教師亦可引導幼兒，分享農夫灌溉的作用和植物生長要素，以及
預測植物之生長過程。

總結（討論及分享）
 • 教師可以請幼兒分享自己預測使用不同工具的結果，例如使用
大的泥鏟可以鏟起多些泥土，但同時比較重的泥鏟，使用時很吃
力。
 • 在分享耕種的感受後，教師帶出農夫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所以
要愛護大自然和珍惜食物。
 • 教師亦可以請幼兒分享和討論避免浪費食物的方法。

可調適的地方 幼兒未必能以不同工具的特徵來預測結果，教師可引導幼兒自行
操弄不同工具並比較其效果。

教師參考問題
（配合建議學習 
目標，按幼兒情況
選用）

教師根據幼兒對該活動的已有知識及技巧，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
引導幼兒思考和發問。

活動前
 • 為甚麼要為植物澆水？
 • 我們可以使用甚麼工具灌溉？
 • 為甚麼要翻土？
 • 我們可以使用甚麼工具翻土？

活動中
 • 請觀察這些翻土／灌溉的工具，你會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 請比較這些翻土／灌溉工具，它們有何不同之處？
 • 你認為使用哪個工具更佳，為甚麼？你喜歡使用哪個工具？
 • 哪種器皿能灌溉更大的範圍，為甚麼？
 • 你猜猜為甚麼農夫要灌溉和翻土？
 • 如果不灌溉和翻土會怎麼樣？
 • 如果過度灌溉會怎麼樣？
 • 為甚麼森林裏的植物不用灌溉？
 • 是否可用污水和清水灌溉農作物？為甚麼？
 • 植物需要甚麼才能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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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我是小農夫

活動後
 • 你能分享做農夫的感受嗎？
 • 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浪費食物？

延展活動 教師可根據此活動的理念，自行配合學校的課程主題，進行其他的
延展活動，例如： 

活動一
由於種子發芽成長，需要很長的時間，故此，教師可在回校後與幼
兒一起種植，讓幼兒觀察種子成長過程。

活動二
教師可與幼兒重溫在農田灌溉所用之工具，讓幼兒使用收集到的
廢棄膠樽製作環保花灑，用作灌溉植物。

活動三
教師回校之後，可鼓勵幼兒珍惜食物，例如配合特區政府「惜食香
港運動」，教導幼兒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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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農作物區植物資料

附件一

紫蘇

特徵：葉片帶紫色、被毛，有紫蘇香味
花期：10-12 月開花，11-2 月結果
用途：作香料用、藥用

薄荷

特徵：葉片對生，有薄荷香味
花期：8-9 月開花，10 月結果
用途：提煉精油、作香料用、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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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資料及相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提供。

辣椒

特徵：果實成熟時呈紅色
花期：夏天至秋天開花及結果
用途：果實可食用、藥用

亞香茅，楓茅

特徵 ：大型草本 ，有香茅味
花期： 11 月至翌年4 月開花及結果
用途 ：提煉精油、作香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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