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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環保」主題中，透過觀察課室內的垃圾桶，

知道每⼈每天都製造了很多不同的垃圾。⼩朋友亦認識了

處理垃圾的過程，透過觀察圖片和影片，令⼩朋友知道垃

圾對我們的影響⼗分⼤，了解到環保的重要。

在主題活動中，⼩朋友透過與家⼈搜集資料及進⾏不

同與環保有關的活動，認識了不同愛護地球的⽅法。除了

分享平⽇我們可以做的環保⾏為外，還學習了要提醒他⼈

⼀同努⼒愛護地球。同時，在課室中我們亦實踐了不同的

環保⾏為，讓⼩朋友由認知環保到⽇常⽣活中實踐。

在主題的最後階段，適逄學校50週年校慶，⼩朋友都

希望可以利⽤環保的⽅法，製作圖⼯來佈置學校和課室，

他們親⼿做的再造紙製作了彩旗，亦利⽤回收的紙盒製作

⼤型立體藝術裝置，⼀同慶祝學校50週年。



引起動機

老師以⼿偶-熊弟弟作引入，
向⼩朋友介紹熊弟弟平⽇製
造了甚麼種類的垃圾。

熊弟弟你買麵包時，
應該只用一個袋。

熊弟弟你出街要自己帶
環保袋，用少啲膠袋。

熊弟弟食淨好多嘢呀。

我們都向熊弟弟建議了
⼀些減少浪費的⽅法。

熊弟弟你要叫少啲嘢食，
食得哂先叫啦。

我們檢視課室內的垃圾桶，
發現和平班製造最多的垃
圾是不同的包裝紙。



探索活動

究竟垃圾桶內的垃圾會去哪
裡呢？我們透過影片及情景
圖，認識了垃圾的旅程。

堆填區好臭架，
因為有好多垃圾。

堆填區啲垃圾好似
山咁高，垃圾山呀。

垃圾桶啲垃圾會
被姐姐收起。

之後啲垃圾會放
入大垃圾桶收集。

啲垃圾會倒入垃圾車。

垃圾最後倒哂喺堆填區。

我們認識到垃圾桶內的垃圾，最
終都會送到堆填區，⽽且堆填區
有太多垃圾了，令「地球先⽣」
⽣病。老師邀請⼩朋友在家中搜
集有關環保處理垃圾的資料。

垃圾車收咗好多
垃圾呀。

我們與家⼈⼀同搜集有關更
環保地處理垃圾的⽅法。舊嘅電器都可以回收架。

綠色回收箱負責收集
玻璃樽。

藍廢紙、黃鋁罐、
啡膠樽。



我們在⾃選時間，製作了
「地球先⽣」圖⼯。

我哋將剪淨嘅紙放
入回收箱回收。

「⼤哂⿁」提醒我們不要浪費食
物，造成廚餘，還有記得要減少
使⽤即棄餐具。

環保4R 我們認識了「環保4R」，只
要跟隨「環保4R」就可以學
習到愛護地球的⾏為了！

Reduce
減少浪費



我們認識原來回收物不是
送到堆填區，⽽是再造成
另⼀些有⽤的物件。

首先我們在課室
進行分類回收。

然後我們把收集好的回
收物拿到公園的回收箱
進行分類回收。

我哋離開課室，
所以要熄燈。

另外，我們認識到要節約⽤
⽔及節約⽤電都是減少浪費
和愛護地球的⾏為。

電制都有電。

冷氣機都用電。

Recycle
循環再造

Reduce
減少浪費



認識循環再造後，我們發現紙張可以
循環再造成「再造紙」，我們⼀同搜
集資料，學習製作「再造紙」。

首先我們將廢紙
撕成小塊，成為
紙碎。

接著我們把紙碎
浸在水中。

再把紙碎和水倒
入攪拌機攪拌。

我們把攪拌好的
紙漿倒入清水。

我們運用網架把
紙漿造成紙張。最後用毛巾印乾

並風乾。

然後把紙漿
和清水拌勻。

我們亦透過觸摸，探索了普通紙
和「再造紙」的不同。

再造紙好似
紫菜呀。

普通紙滑啲，
再造紙無咁滑。

再造紙凹凹
凸凸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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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覺回收了的物品可以有其他
⽤途，例如做樂器、環保玩具等。

紙盒可以
用嚟做鼓。

可以用棒
敲玻璃樽。

放啲沙落去，
就變咗沙錘。

鐵盒都可以
用嚟做鼓。

回收的物品亦可以做成不同的遊
戲，我們利⽤廢紙製成紙球，⼀
同玩「紙球⼤戰」呢！

我們在家中亦利⽤不同環保物料製作了
環保玩具，帶回校與其他⼩朋友分享。

依個係降落傘。

依個係怪獸，
用紙袋整嘅。

依個係迷官玩具，
用紙盒整嘅。

依個係用罐整
嘅拋圈遊戲。

呢份玩具按一
下就會跳起。

我哋用環保物料做樂器合奏。

Reuse
物盡其用



我們認識了要多使
⽤可重⽤的物品，
代替即棄的物品，
例如⾃備⼿⼱。

我們在「拯救失控⼤海洋」的環保劇
場中，了解到更多有關保護海洋的⽅
法，令我們對「環保4R」有更深的認
識，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劇場呢！

總結活動
我們實踐「環保
4R」，利⽤再造
紙製成彩旗，慶
祝學校50週年。

我哋都有帶毛巾，
用少啲紙巾！

Replace
替代使用



童話童真

我們決定利⽤回收的紙箱和紙
盒，合併成⼤型的裝飾，⼀同
慶祝學校的50週年⽣⽇！

（小朋友正在分享復活節假期工作紙）
小朋友指著相片說：「你哋睇下，我笑得幾開心！」

（小朋友看見老師派發魚肝油丸贈品）
小朋友說：「呢個係Kawaii le喎！」

（小朋友聽到老師說「幫緊你」）
小朋友說：「我都有睇幫緊你，幫緊你喎！」

把紙箱和紙盒塗上顏⾊，再加以創作及拼砌，
便會變成獨⼀無⼆的50週年校慶圖⼯！



普通話活動

我會珍惜⽤⽔。

我會珍惜紙張。

我會珍惜食物。

透過活動「我是環保⼩天使」，老師運⽤句式「我會珍
惜_____（⽔、食物、紙張）。」逐項說出環保⼩天使會做
的事情。如⼩朋友能做到以上三項事情，及運⽤句式「我會
珍惜_____。」説出珍惜資源的⽅法 ，老師就獎給他們⼀根
「環保天使棒」，並讚許他們是環保⼩天使。



Art and craft-Lion MaskIn our fourth unit while
reading the max story ‘ Max
is roaring’ we decided to
make ‘lion mask’. We used
paper plates and colors as
the main materials for this
activity. As soon as the
activity was introduced to
the kids it was a treat to our
eyes to see the excitement in
the classroom.

Children colored the plate
for lion’s face and cut the
outer port to make the mane.
Lastly, an elastic string was
tied to complete the mask.
Soon we could hear loud
roars with so many lions
around in the classroom!

This activity was designed
to promote motor skills along
with developing creativity
and giving our children a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to
take pride in their work
which builds confidence.

Special Mo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