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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不同種類的動物一起生活，透過是次「動物」
主題的討論、分享生活經驗、視察自然環境等，小朋友
更了解不同動物的特徵和習性，亦能學習尊重動物的生
存價值。而且藉著新聞分享及戲劇扮演，與小朋友一同
討論郊外環境與動物生存的相互關係，認識真正愛護野
生動物的方法，亦嘗試以同理心感受動物的需要。

引起動機

如果小美屋企有
池塘，都可以諗下
養唔養鴨仔嘅！

大象唔適合拎返
屋企養架，因為太
大隻啦，佢會踩爛
曬屋企啲嘢架！

熊都唔適合，因為佢
會攻擊人架！

透過手偶小美想飼養寵物，引發
小朋友聯繫生活經驗思考動物與
我們的關係，認識野生動物與寵物
的分別，而且運用「動物有趣小知
識」引起小朋友對此主題的興趣。

小美想養寵物，你
哋可以幫下佢嗎？

原來世界上最大
嘅藍鯨，咁最細
嘅動物係咩？



探索活動

小朋友自製了感謝卡，
感謝講員的分享！

我哋要先讓小狗聞拳頭，
如果佢無抗拒，就可以
慢慢伸手摸佢既身體！

要順方向梳毛，唔係會打結架！

透過愛護動物協會到校的講座，小朋
友學習對生命要尊重、愛護動物的重
要，並知道飼養寵物前需慎重考慮。而
且他們能夠接觸動物，也是一個體驗。

小朋友很踴躍地舉手發問，
看來他們有很多事情想知道。

動物也有感受，小朋友
知道對待動物要溫柔。



老師邀請小朋友進行討論，先分
辨野生動物與寵物的不同。然後
再運用故事中主角飼養的經過，讓
小朋友思考一個好主人的責任。

小美同小俊好想養寵物，但係
做一個小主人嘅責任係咩呢?

做主人最重
要有愛心！

寵物唔識自己
搵 嘢 食 架 ，
所 以 主 人 要
負責餵嘢食！

主人要預備休息
嘅地方，啲寵物
先 會 開 心 架 ！

除咗食物，仲要
俾水啲寵物飲！



從資料搜集中，小朋友發現若真的
要養寵物，要預備的物品也不少。

因為貓要多啲位置
周圍走，所以間屋
一定要大先可以！

陪寵物嘅時間要
多，因為佢哋會
成 日 想 玩 ！

要有足夠嘅錢先可
以養寵物，因為買
籠同魚缸都要錢！

既然知道小主人的責任，接下來
就要了解養寵物前要注意的事項。

如果我哋出街，
個窗都會閂埋少
少，咁隻貓就唔
會跳咗出去！

要買擺食物同
裝 水 嘅 盆 ！

要買特別俾寵物嘅
梳，幫佢哋梳毛！

小朋友分享了不同的意見，
看來他們真的認真思考要做
一個「盡責小主人」不簡單。

如果要帶佢哋出街，要買
一個特別嘅籠，因為咁先
保護到佢哋，等啲寵物唔
會係街上太嘈而嚇親！

最後，緊係要買啱
寵物玩嘅玩具啦！



透過影片分享，讓小朋友明白「領養」代
替購買寵物，才是真正愛護動物的方法。

呢隻流浪狗好想個
女仔帶佢返屋企呀。

好嘢！你睇吓，個
女仔決定帶佢返屋
企，隻狗仔幾開心，
終於又有人錫佢啦。

除「寵物與主人」
外 ， 動 物 與 人 類
也有不同的關係。

老師運用程序卡，讓小
朋友了解領養嘅程序。

如果動物病咗，獸
醫可以醫返好佢！

駱駝可以幫
我哋運貨！

呢隻係導盲犬，
係幫啲睇唔到嘢嘅
人，帶佢哋行路！

寵物美容師會幫
寵物剪毛、扮靚！



我哋出發去睇下
桃源街公園啦！

我哋聞呢塊葉，覺得有啲臭
呀！原來佢叫做「臭花」，
蝴蝶好鍾意食入面嘅花蜜
架，所以對蝴蝶好重要！

睇下，吸引咗蝴蝶嚟啦！我哋見到怕醜草呀！

我哋用咗望遠鏡，睇得好清楚
隻雀仔，佢哋好似傾緊計咁呀！

多謝姐姐教咗我哋
咁多嘢，我哋一定
會好好愛護動物架！

原來雀仔幫咗我哋好多架！
佢留低嘅大便，可以俾多啲養
分植物，生長得更好！而啲羽
毛仲可以俾我哋整羽絨！

其實我們生活中亦常有動物
、昆蟲及自然環境在附近，
是次觀鳥會在高班進行「樂
在自然教室」與小朋友到桃
源街公園發掘及探索一下。



我哋可以喺公園見到馬
騮、鴨仔、雀仔同野豬！

小朋友出外參觀後，便分享曾
在郊野公園看見猴子。老師亦透
過不同的情境圖，請小朋友說出
當中的問題，以及討論應該如何
做才是正確及愛護動物及環境。

我伯伯試過無拎住膠袋，
但隻馬騮都撲向佢度呀！
啲馬騮真係唔驚人架！

我婆婆試過買完麵包，
拎住個膠袋，點知隻馬
騮就衝過嚟搶咗呀！

我哋唔可以成日困住佢哋
架！要多啲陪寵物，愛錫
佢 哋 ， 做個好 主 人 ！

因為有很多人會主動餵飼猴子，所以
猴子不再怕人，甚至會搶人的食物。

呢個膠袋繞住咗隻海龜呀！
我地唔應該拋垃圾落海嫁！

要愛護海洋環境！

有人拋好多垃圾落海，
海洋裡面嘅生物受咗
傷，好唔開心呀，同
埋個環境都污糟曬啦！



你哋唔應該成日困住
啲動物，應該要帶佢哋
去散步！陪佢地玩！

我哋唔可以捉太多海
洋既魚嫁！咁樣啲大
魚就無小魚食嫁啦！

啲馬騮搶咗我
哋啲野食呀！

我哋都要學習唔
可以餵啲馬騮同雀
仔！仲有遇到馬騮
要收埋啲膠袋呀！

老師邀請小朋友模擬「處境劇」，並運用手偶小美當小天使，
教導小朋友如何親身實踐愛護動物和與動物相處的方法。

我哋唔應該拋垃圾落
海嫁！睇下個膠袋套住
咗條魚，郁唔到呀！



總結

“Sh!”靜啲啦！
老師講緊嘢!

你哋唔好再拗
呢件事啦，一
於去圖工區啦！

如果用筷子
夾通粉，會
夾到2020年！

我們出發宣傳了！

小朋友十分用心製作！

最後，小朋友很想將「愛護動物」
的訊息宣揚出去，提出自己也要
成為愛護動物的一份子，所以他們
決定製作宣傳海報和創作口號。

童話童真

貼係度俾多啲
人知道愛護動
物嘅重要啦 !



小朋友聽《我來保護你》的故
事，裏面有隻膽小的大野狼，
被勇敢的姐姐用面具嚇得張大
嘴巴、睜大眼睛逃跑了。小朋
友們還偷偷告訴老師，誰最勇
敢，誰是膽小鬼。

我們的第一堂拼音課，認識了普通話的四個聲調，學會了a o e的
正確發音，當我們讀得很準確，老師就會給我們100分。

普通話活動



During our first theme we read the book

“The Merry-go-round”. We played “On Off”,

this activity helped children to verbalize the

sentence “The ___ got on”. Teacher showed

them an animal name card and children had

to read the name of the animal and

verbalize the sentence, for instance “The

hippo got on”.

Children learned some phrasal verbs and animal names from the storybook.

This activity was designed to train their speaking and reading skills. They

had a lot of fun playing ON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