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標本林林區

可在此區進行兩項活動：「小小探索家」和「親親大自然」。

安全注意事項
•• 教師須提醒幼兒不能走出活動範圍。
•• 教師須提醒幼兒，收集活動所需物料（如
樹葉、樹枝等）時要注意安全。教師亦應
從旁觀察幼兒，避免幼兒觸碰尖銳或危
險的東西。
•• 在活動中幼兒會觸摸樹木或葉子，活動
後應帶他們洗手。

區域簡介
•• 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內綠樹成
蔭，除了農作物區種植了合時的農作物
外，其他地區亦種植了不同種類的樹木
及果樹。幼兒可於區內進行觀察及探索，
感受置身於高聳林木中，並在寬敞的空
間內進行不同種類的遊戲，欣賞及享受
大自然帶給人類的樂趣，從而培養幼兒
愛護環境及保育樹木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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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小小探索家

活動(四)：親親大自然

活動地區： B.標本林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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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理念及設計構思
•• 樹木是大自然的重要資源，與人類生活
息息相關，不但能美化環境，改善空氣質
素，也能為雀鳥提供棲身之所。幼兒在日
常生活中會看見樹木，但未必會是一片
林木，也未必會近距離接觸它們。
•• 在活動三「小小探索家」中，幼兒可感受
到在被林木包圍下，仔細觀察不同樹木
的特徵，欣賞樹木的外貌及美態，藉此帶
出珍惜及保育林木之信息。
•• 在活動四「親親大自然」中，幼兒除了觀
賞及探索樹木外，也可享受在這空曠的
環境下進行不同種類的小組及集體遊
戲。這不但讓幼兒有充分的空間舒展大
小肌肉，也能讓他們學習互助合作。幼兒
在進行遊戲期間，更能學到一些早期數
學及科學之概念，在大自然裏，寓學習於
遊戲。
•• 三個年級的集體遊戲只是建議活動，教
師可按幼兒的興趣和能力作調整。

教學技巧事宜
•• 教師於過程中宜抱持開放的態度，鼓勵
幼兒自由探索及解決問題。
•• 教師於幼兒探索活動之過程中，應讓幼
兒在安全的情況下，自由選擇所觀察及
探索之事物，不必強迫或規限幼兒使用
工具，例如幼兒可單憑眼睛觀察及雙手
觸摸樹木。
•• 教師於幼兒自由探索／自由創作的過程
中，須觀察幼兒的表現，在有需要時引導
幼兒進行活動，並提供適切的協助，但避
免主導及過分干預幼兒的探索／創作過
程。

•• 教師須提醒幼兒，要愛護大自然，不能帶
走區內的石頭、枯葉或樹枝，所以建議教
師帶備照相機，把幼兒的創作拍攝下來
作記錄。
•• 教師可把幼兒進行活動之過程以文字及
相片記錄下來，及邀請幼兒分享時，可把
幼兒有趣的問題和發現記錄下來，回校
再作探究和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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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親大自然

建議級別 幼兒班 K1

區域名稱 標本林林區

建議活動人數 每組6人

活動時間 約30分鐘

教具／教材 從活動區域收集：
 • 自然物料

幼兒發展特徵
3-4 歲

幼兒有簡單的空間概念，能比較大、小和進行簡單分類

建議學習目標 [知識] 幼兒能認識大自然有趣的地方和事物
[技能] 幼兒能運用感官感受大自然環境
[態度] 幼兒能享受在大自然進行集體遊戲的樂趣

活動重點 讓幼兒運用大自然中搜集的物品來進行活動，從而產生愛護大自
然的心態。

建議活動計劃
（流程）

活動引入
教師與幼兒進行探索活動，問幼兒在泥地上看見甚麼？

過程
 • 教師請幼兒細心觀察，檢視泥地上的石子和掉下的葉子。
 • 教師請幼兒收集不同的葉子及石頭。
 • 教師引導幼兒把葉子及石頭作出分類，再進行比較。
 • 教師請幼兒在空地上玩「大風吹」遊戲，幼兒可在教師引導下自
訂遊戲規則。
 • 教師請6位幼兒一起選擇一棵大樹，然後手拖手圍繞着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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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親親大自然

 • 教師請幼兒合上眼睛，靜心聆聽周圍的聲音。
 • 教師請幼兒深呼吸，嗅嗅四周的氣味。
 • 教師請幼兒睜開眼睛，抬頭觀看大樹，問他們能看見甚麼？
 • 教師請幼兒分享一項有趣的發現。

總結（分享）
教師請幼兒分享他們今天的感受，讓他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

可調適的地方 教師須注意幼兒對用感官來體驗大自然或會感到陌生及無從入
手，宜放慢節奏讓幼兒在完成遊戲後安靜下來，引導他們逐一以聽
覺，嗅覺及視覺探索大自然。

教師參考問題
（配合建議學習 
目標，按幼兒情況
選用）

教師主要引導幼兒感受大自然，讓他們思考如何利用大自然的物
料進行創作和遊戲，從而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林木的用處。

活動前
 • 你能在地上找到或收集到甚麼？

活動中
 • 你能如何利用這些大自然物料玩遊戲？
 • 當你閉上眼睛時，你感受到甚麼？
 • 你聽見甚麼？
 • 你聞到甚麼？

活動後
 • 你能分享在這裏最特別或你最喜歡的事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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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學校，教師可繼續和幼兒討論樹木的功用，請幼兒在學校或家
中，找出用木材製造的東西，讓幼兒進一步了解樹木對人類日常生
活之重要，所以我們要珍惜和愛護樹木，例如應該減少用紙或避免
使用即棄紙杯、木筷子等，以灌輸源頭減廢及回收的環保概念。

活動二
教師可以請幼兒在幼兒活動冊上畫出他們在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
育中心內最喜歡的景物，鼓勵他們回家後，與家人及朋友分享其作
品，並分享保護林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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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親親大自然

建議級別 低班 K2

區域名稱 標本林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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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活動區域收集：
 • 自然物料
自備：
 • 彩虹傘
 • 沙灘球
 • 網球
 • 相機

幼兒發展特徵
4-5 歲

幼兒開始與同伴共同遊戲

建議學習目標 [知識] 幼兒能初步認識大自然為我們提供優美的環境
[技能] 幼兒能與同伴一起活動
[態度] 幼兒能享受在大自然進行集體遊戲的樂趣

活動重點 讓幼兒利用大自然的物品進行創作，並於林木中進行遊戲，從而感
受到大自然之美及置身其中之樂趣。

建議活動計劃
（流程）

活動引入
教師與幼兒進行探索活動，問幼兒在泥地上看見甚麼？

過程
 • 教師請幼兒把收集了的葉子及石頭，排出不同的圖案。
 • 幼兒完成創作後，教師可以照相機記下圖案的模樣。
 • 教師請幼兒比較及分享其堆砌出的圖案。
 • 教師請幼兒每6至8人為一組，互相手牽手圍圈。
 • 教師派發「彩虹傘」給各組，讓幼兒合作揮動彩虹傘。
 • 教師引導幼兒比較在此空地上與平日在學校裏玩彩虹傘有何不
同感覺？（可帶出風力的作用）

48



活動（四）：親親大自然

 • 教師分派一個沙灘球/網球給每組幼兒，讓他們放置球體在彩虹
傘中滾動。
 • 教師換轉另一球體給幼兒，比較哪種球體較重？幼兒玩的時候又
有甚麼不同的感覺？（可帶出東西會從彩虹傘上滾動之速度與其
重量有關）

總結（討論及分享）
教師請幼兒分享他們今天的感受，讓他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及樹
木的多種用途，從而欣賞大自然和愛護林木。

可調適的地方 進行彩虹傘活動時，幼兒可能會發現不同的現象，教師可以按幼兒
的興趣和能力去討論。

教師參考問題
（配合建議學習 
目標，按幼兒情況
選用）

教師主要引導幼兒感受大自然，讓他們思考如何利用大自然的物
料進行創作和遊戲，從而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林木的用處。

活動前
 • 你能在地上找到或收集到甚麼？

活動中
 • 我們可以利用剛才收集到的物料做甚麼呢？
 • 你能如何利用剛才收集到的物料構成一幅美麗的拼砌畫？

活動後
 • 你覺得在這裏進行遊戲和在學校有甚麼分別呢？
 •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樹木，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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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學校，教師可繼續和幼兒討論樹木的功用，請幼兒在學校或家
中，找出用木材製造的東西，讓幼兒進一步了解樹木對人類日常生
活之重要，所以我們要珍惜和愛護樹木，例如應該減少用紙或避免
使用即棄紙杯、木筷子等，以灌輸源頭減廢及回收的環保概念。

活動二
教師可以請幼兒在幼兒活動冊上畫出他們在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
育中心內最喜歡的景物，鼓勵他們回家後，與家人及朋友分享其作
品，並分享保護林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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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親親大自然

建議級別 高班 K3

區域名稱 標本林林區

建議活動人數 每組8人

活動時間 約30-45分鐘

教具／教材 從活動區域收集：
 • 自然物料
自備：
 • 相機

幼兒發展特徵
5-6 歲

幼兒能明白公平的原則，能嘗試自行設計遊戲和遊戲規則

建議學習目標 [知識] 幼兒能認識大自然為我們提供優美的環境
[技能] 幼兒能與同伴合作創作大型堆砌作品及進行集體遊戲
[態度] 培養幼兒愛護大自然

活動重點 讓幼兒利用大自然的物品進行創作，並於林木中進行集體遊戲，從
而感受到人和大自然有密切的關係。

建議活動計劃
（流程）

活動引入
教師與幼兒進行探索活動，問幼兒在泥地上看見甚麼？

過程
 • 教師請幼兒每6至8人為一組，先各自收集不同的葉子、石頭及樹
枝。
 • 教師請每組幼兒找一個空間位置，運用剛才收集到的物料，在空
地上合作堆砌一幅大型的拼砌圖畫。
 • 幼兒完成集體創作後，教師可以相機記下圖畫的模樣。
 • 教師可邀請幼兒創作集體遊戲，善用大自然空間來進行不同之
跑跳或大肌肉活動。
 • 教師須觀察幼兒在進行活動時安全狀況，有需要時可用哨子或
搖鈴作提示或終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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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親親大自然

總結（討論及分享） 
教師請幼兒分享他們今天的感受，讓他們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及樹
木的多種用途，從而欣賞大自然和愛護林木，明白樹木能為很多動
物提供棲息之所。

可調適的地方  • 幼兒雖能進行合作遊戲，但仍然有機會意見不合，教師可以適時
介入，引導幼兒完成合作拼砌畫和遊戲。
 • 幼兒在進行集體遊戲時，能運用到一些早期數學概念，如數數及
空間概念，教師可從旁觀察並加以提點。

教師參考問題
（配合建議學習 
目標，按幼兒情況
選用）

教師主要引導幼兒感受大自然，讓他們思考如何利用大自然的物
料進行創作和遊戲，從而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林木的用處。

活動前
 • 你能在地上找到或收集到甚麼？

活動中
 • 我們可以利用剛才收集到的物料做甚麼呢？
 • 你能如何利用剛才收集到的物料創作一幅很大的拼砌畫呢？
 • 你覺得在這裏進行遊戲和在學校有甚麼分別呢？

活動後
 • 樹木的作用是甚麼？
 • 如果這世界上再沒有樹木，會怎麼樣？
 • 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保護樹木、保護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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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學校，教師可繼續和幼兒討論樹木的功用，請幼兒在學校或家
中，找出用木材製造的東西，讓幼兒進一步了解樹木對人類日常生
活之重要，所以我們要珍惜和愛護樹木，例如應該減少用紙或避免
使用即棄紙杯、木筷子等，以灌輸源頭減廢及回收的環保概念。

活動二
教師可以請幼兒在幼兒活動冊上畫出他們在漁護署獅子會自然教
育中心內最喜歡的景物，鼓勵他們回家後，與家人及朋友分享其作
品，並分享保護林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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