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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主題為「水」，水是地球上很重要的資源，如果沒有水，
所有生物都無法生存。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會接觸到水，
亦知道水的用途。在這個主題下，我們探討了水的來源、水
的用途及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此外，我們做了有關水的
小實驗，透過實驗來認識水的三態及特性，從中培養探究精
神。最後，我們設計了「節約用水」海報並拍攝了宣傳片向
其他班級的小朋友宣傳，分享一些節約用水的方法，提醒大
家要珍惜水資源，愛護我們的地球。

老師邀請小朋友成為校園小偵探，分組在學
校不同的位置尋找水資源，然後進行簡單記
錄和分享。

引起動機

花園有好多地方都有水呀！水龍頭、水箱、水喉同埋水管都水呀！
等我哋畫低去先！

接著，老師與小朋友一起建構
「水」網絡圖，看看小朋友對
「水」有多少認識。

我喺花園個水龍頭見
到有啲水流出嚟呀！

我喺花園見到個
大水箱。



在開展主題網時，小朋友發現水有不同的
用途，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用途就是烹調。
於是我們一起把水煮沸，及利用熱水和溫
水進行溶解實驗。

探索活動

小朋友把溫水倒進鍋子裏。
然後把鍋子的溫度調
較至最高。

水滾了！老師把蓋子取
起，小朋友發現有小水
珠向下滴。

在煲水的過程中，小朋友可以透過觀察水遇熱後的變化及用手感受水蒸
氣的溫度，從而學習水的三態和水循環。老師提醒小朋友在家小心熱水，
因為觸碰熱水及水蒸氣會燙傷皮膚的。

我們分別用熱水和溫水沖
調飲品，測試水的溫度與
溶解速度的關係。

小朋友把水倒進裝有
可可粉的杯，然後用
匙攪拌。

小朋友發現用熱水沖調
可可粉，可可粉能完全
溶化於水裏。溫水則未
能完全溶解可可粉，有
一些粉漿沉在杯底。



我們在煮沸食水的過程中知道水預遇熱後
會蒸發，變成水蒸氣升上天空；當水蒸氣
聚集在一起遇冷後，又會變回小水滴落在
地上。小朋友知道這稱之為「水循環」，
接著，他們扮演成不同角色，演出「水循
環」小劇場。

探索活動

小水點在河流暢快地
流動。

太陽出來了，小水點被太
陽的熱力蒸發上天空。

小水點升上天空後，遇冷
形成白雲。

白雲積聚形成烏雲，烏雲
愈來愈大，愈多愈重。

小水點在天空上降下，
降落到河流、海洋等
地方。



水的用途很多，除了可以用水來烹調食物外
，還可以加入染粉進行進行染布活動。老師
與小朋友分享染布的方法，他們將白色的布
對摺或用橡皮筋紮緊，然後放入不同顏色的
染料，結果可以製成獨一無二的染布。

探索活動

摺染的效果紮染的效果



在進行紮染的過程中，小朋友發現布可以用
來吸水。那麼除了布外，還有什麼物料可以
吸水呢？讓我們一起來做實驗吧！

探索活動

實驗開始了！小朋友分別把手巾、海綿、膠片、紙巾和積木五種物料放入
水中，然後拿上來用手扭捏物件，看看哪一種物料有大量的水被搾出來。

小朋友在做實驗之前，先用記錄表進行預測。
他們與同伴商量哪一種物料會吸水；哪一種
物料不會吸水。

「毛巾、海綿同紙
巾都係吸水架！」

「膠片同積木都吸唔到
水架！」

「好嘢！我全部都估
中晒！」



小朋友透過親手操作實驗，認識更多水的
特質。我們在上一個實驗中發現有些物件
會浮，有些物件會沉在水底裏。於是，老
師派發泥膠給小朋友，請他們想想辦法，
搓出可以浮起的泥膠。

探索活動

有小朋友分享到，可以把泥膠搓得
像一艘船，又有小朋友說要泥膠的
底要平才可以浮起。他們都用自己
的方法嘗試搓出一團可以浮起的泥
膠。

起初有少部分小朋友的泥膠沉到水底，老師與小朋友一起探討原因。之後，
大部分小朋友都發現如何令自己的泥膠浮在水面上，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除了透過實驗認識水的用途和特性外，小
朋友亦在探索過程中對濾水的過程感到好
奇，老師除了播放有關濾水廠的影片小朋
友觀看外，我們還做了一個濾水小實驗。

我們分別利用天然物料和非天然
物料製作了兩個濾水器，比較那
一款濾水器過濾得比較好。

小朋友合作把物料有序地
放好，然後我們就開始倒
進污水。結果發現非天然
物料濾水器過濾出來的水
比較清澈。有小朋友更表
示自己都想在家再做一次
給父母看。

探索活動

天然物料濾水器的材料有：
樹葉、幼沙、小石頭
非天然物料濾水器的材料有：
海棉、濾紙、小石頭、幼沙

老師請小朋友留意自製濾水器只能過濾部份
物質，但未能清除眼看不見的細菌，故自製
濾水器不能作正式的過濾器使用。



小朋友在整個主題中認識到很多和水有關的
知識，而在過程中亦知道水資源的珍貴。我
們想其他小朋友都知道節約用水的方法。於
是，我們一起設計了一張《節約用水海報》，
希望大家都能認識更多慳水的方法！

我們正參考水務署的
海報設計及內容。

最後，因疫情關係，我們未能到各班進行宣傳。我
們把海報的內容拍攝成一段影片。然後由其他班老
師幫忙播放片段。我們亦複印了數張海報給其他班
別貼在課室的當眼處，希望能提醒大家節約用水。

總結活動

然後再由小朋友分工寫上和畫上節約用
水的方法在海報上。



延伸活動
「水」有很多有趣的實驗，老師在活動前邀請
了小朋友和家人一起搜集有關水的小實驗，而
大家都很踴躍參與，提供了多個有趣的實驗。
老師與小朋友在延伸活動期間一起成為小小科
學家，一起進行不同的水實驗。

童話童真

晉鋅的「水的放大鏡」實驗。

德慈的「會浮的蛋」
實驗。

宗霖的「彩虹糖」實驗。

浚熙的「水和油」實驗。

梓善的「毛細作用」
實驗。

巧巧的「小魚缸」
實驗。

晉輝、昕玥、皓初、
梓悅和Alex的「不倒
水」實驗。



普通話活動

小朋友學習了漢語拼音的單韻母「ɑ. o. e. i. u. ü.」老師出示聲母卡片
「b、p、m、f」告訴小朋友這些是聲母，聲母發音的時候要讀得輕些、
短些，老師示範發音。小朋友嘗試拼讀聲母與單韻母組成的音節 ，找出
該些音節與對應的7個漢字「爸、比、婆、怕、摸、媽、服。」

怕與音節pà相對應

b-ǐ比

婆與音節pó相對應

怕與音節pà相對應摸與音節mō相對應
Bb p m f聲母



Special Moment

This activity is quick and easy to set up as well as being great fun to play.

If they make a mistake, they just take a letter brick off and pop the right

one on! They had a blast building words.

Building Words

Building Easy Words

During our phonics lesson we learned Word Family “ip” The target vocabulary

was: ship, trip, slip and sip. This spelling activity gives kids a very visual way of

seeing how letters and phonic sounds are put together to build words. Teacher

called out sight words and they built them. Children were able to spell, say the

right letter sound and read the word. This activity helped them to develop their

spelling and reading skills. We sang the song Zip Slip Sip T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