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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主題下，小朋友認識到水是地球上重要的資源，
如果我們沒有水，就無法生存。老師透過手偶小水滴帶小朋友
一起探討水從何來，並在校園內尋找水的來源，學習到水與日
常之間的關係，掌握到如何珍惜用水。過程中，邀請小朋友進
行資料搜集和進行匯報，也進行不同的水實驗，培養了他們的
探究精神。最後，小朋友製作「節約用水」的海報，向其他人
分享珍惜水資源的重要性。

引起動機
⼩朋友擔任校園⼩偵探，在校園不同的位置尋
找⽔資源，發現到原來很多地⽅都需要⽤⽔。

課室個⽔⿓頭有⽔，
所以我哋先有⽔洗⼿架嘛！ 男洗⼿間個

⽔⿓頭都有⽔！

⼥洗⼿間個⽔⿓頭
會出⽔，係因為有
呢條⽔管傳啲⽔！

花園呢度有條粗⽔管，
仲有個⽔箱呀！

裏⾯⼀定有好多⽔啦！
我⾒過姐姐⽤
呢條⽔喉洗地！

四圍也有很多⽔呢！



探索活動

⽼師邀請⼩朋友嘗試只⽤⽔進⾏
種植，他們每天也會觀察綠⾖的⽣
⾧。過程中，他們體驗到⽔的重要性。

沒有⽔ 有⽔
⼩朋友天天都會輪流
記錄綠⾖的⽣⾧過程。

嘩！有⽔同無⽔真係好⼤分
別呀！有⽔呢棵⾧得好⾼呀！

⽔除了有灌溉的⽤途外，⼩朋友還搜集不同的
資料，然後向其他⼩朋友匯報⽔的其他⽤途。

⽔可以⽤嚟救⽕！

⽔可以⽤嚟沖涼！ ⽔可以⽤嚟做清潔！



⽔還有⼀個重要的⽤途－烹調。於是⽼師把⽔加
熱時，加⼊綠⾖，煮成綠⾖沙。當⽔沸騰時，⼩朋友
發 現 ⽔ 蒸 氣 ， ⽼ 師 便 邀 請 ⼩ 朋 友 ⽤ ⼿ 感 受 ⽔
蒸 氣 。 ⽼ 師 提 醒 ⼩ 朋 友 是 次 實 驗 有 危 險 性 ，
⼀定要有成⼈陪同，否則容易燙傷⽪膚，發⽣意外。

啲⽔沸騰緊嘅時候，就會
有好多泡泡出咗嚟㗎啦！

他們發現⽔蒸氣遇到冷
空氣時，會變回⽔珠！

啲⽔蒸氣暖暖地，
同埋我感覺到隻⼿
都有啲濕濕地！

⼩朋友認識到⽔遇熱，會變成⽔蒸氣；
接著，⼩朋友隨即表⽰⽔遇冷，會
變成冰。透過親⾝感受和觀看影⽚，
他們學習到⽔的三態和⽔循環。

啲冰好涷呀！好在我
對⼿夠熱，搓搓下，
好快就融返變做⽔啦！

我哋仲試做冰畫，
啲顏⾊冰⼀融⽔，
就可以油顏⾊啦！

⽔循環 ⽔的三態

⽔遇熱

⽔遇冷



⼩朋友提問⽼師，當⼩⽔滴「降⽔」到地
下⽔或海洋時，⽔應該有很多細菌
和骯髒物，那麼⽔是經過甚麼過程，
才讓⼈們開⽔⿓頭便有潔淨的⽔？⽼師延
伸「過濾」污⽔過程，並邀請⼩朋友
⼀同製作過濾器，親⾝進⾏實驗。

⾃製過濾器

⼤⽯頭

碎⽯頭

幼沙粒

濾紙

最⾼個層放⼤⽯頭，可以阻住啲樹葉、樹
枝呢啲⼤啲嘅垃圾；第⼆層要放碎⽯頭，
阻住啲碎碎地嘅骯髒嘢；之後第三層就
要放好幼嘅沙粒，因為沙夠幼，就可以
隔得乾淨啲；最後個層放濾紙，最細粒
嘅都可以隔埋出嚟，咁就準備好啦！

嘩！過濾得好快呀！
啲⽔真係乾淨好多！

⽼ 師 也 再 運 ⽤ 影 ⽚
介紹正式的濾⽔廠。

⼤⾃然啲⽔係乾淨咗好多，但都未消毒，
仲有好多細菌，未可以⽤嚟⾷⽤㗎！



⼩朋友開始探索⽔與不同物料的關係，所以他們
⽤⽔進⾏不同的實驗。第⼀個就是「吸⽔」實
驗，看看哪些物料是吸⽔的，哪些不是吸⽔的。

⽑⼱可以吸⽔！吸⽔
之後，會摸到濕濕地，
因為啲⽔⼊咗去裏⾯！

⼩朋友分組討論，
先⽤記錄表進⾏
預測，再把實驗
結果記錄下來。

紙

第⼆個進⾏的是「浮沉」實驗。他們
聯想到造船的物料不是吸⽔，所以可
以浮在⽔⾯。⼩朋友運⽤泥膠搓出船
的形狀，嘗試把泥膠浮到⽔⾯上。

⾸先，放泥膠船嗰時，要慢慢放喺
⽔⾯。如果唔⼊⽔，就可以浮；
如果有⽔⼊咗船到，就會沉㗎啦！

⼩朋友感到好奇，為什麼
泥膠放在⽔裏時間久了，
⽔的顏⾊會有所變化。

⼩朋友表⽰有些物料
吸⽔後，會有所損毀，
所以⽇後會多加注意。

⼩朋友初步明⽩物
件是浮或沉，不是只
在於輕重，空氣的流
動也會有所影響。



有⼩朋友表⽰泥膠會溶在⽔裏，
所以⽔的顏⾊會有所變化。⽼
師便邀請⼩朋友⼀同進⾏「溶解」
實驗，認識甚麼是溶解，⽽且
⽔的温度會影響溶解的速度。

⽼師以沖可可粉作⽰範，讓⼩朋
友觀察粉狀溶解⾄⽔中的過程。
然後他們親⾝運⽤三種温度
的⽔來進⾏「⿊糖溶解實驗」。

⼩朋友的預測和實驗結果

我哋數3聲，
⼀⿑放！
令實驗結
果準確啲！ 嘩！熱⽔個杯溶得最快呀，因為

係最深⾊架！第⼆快係温⽔個杯！
最慢就係冰⽔個杯啦，最淺⾊嘅！

除咗顏⾊有啲深，有啲淺之外，未溶
曬個粒⿊糖都唔同⼤細架！熱⽔個粒
最細，因為已經溶咗好多喺⽔⼊⾯啦！

透過實驗，⼩朋友明⽩到溶解是指物質溶
在⽔中後，便不能再分開。⽽且他們分享
⽇常⽣活中，家⼈也會⽤熱⽔沖泡飲品。



「⽔」有很多有趣的實驗，⽼師邀請 了⼩朋友和
家⼈⼀起搜集有關⽔的⼩實驗，⼤家都很踴躍參與，
提供了多個有趣的實驗。 ⼩朋友以投票選出兩個
⼩實驗，在課室⼀同進⾏，當個「⼩⼩科學家」。

⼩朋友以⼆⼈⼀組，分享所搜集的資料。

投票結果：
實驗⼀：「會浮的圖案」
實驗⼆：「不漏⽔的筆袋」

呢個實驗最緊要⽤油
性嘅⽔筆，匙羮⽤咩
物料都得，⼀放落⽔，
啲圖案就會浮出嚟！

呢個實驗⽤嘅筆要尖啲，同
埋要⼀⼝氣插⼊去，咁樣
啲⽔就唔會漏出嚟架啦！

最後，⽐預期多了
兩枝筆，總共成功
插⼊⼗⼆枝，第⼗
三枝才開始漏⽔。

⼩朋友發現⽔實驗真的很有趣，當中認
識到⽔與油的關係、⽔的張⼒等等，他
們表⽰在家會繼續嘗試不同的⽔實驗。



⼩朋友閱讀⼀則有關旱災的新聞後，更加關注⽔資源，所以主動
學習節約⽤⽔的⽅法。⽼師與⼩朋友閱讀⽔務署出版有關節約⽤
⽔的故事，然後他們很想與⾝邊⼈分享⽔的珍貴，所以⼀起設計
了⼀張《節約⽤⽔海報》，希望⼤家都能認識更多慳⽔的⽅法！

呢塊地乾到裂開曬，啲
植物⽣⾧唔到個喎！ 呢本故事講咗好多節約

⽤⽔嘅⽅法，⼤家記得
要努⼒珍惜⽔資源喔！

⼩朋友分⼯合作書寫海報上
的⼝號和⽂字，並繪畫相關
節約⽤⽔⽅法的圖畫。



總結活動

⼩朋友共同製作完《節約⽤⽔海報》後，
他們便拿著海報，向其他班級的⼩朋友分
享節約⽤⽔的⽅法，希望⼤家都能認識
更多慳⽔的⽅法，⼀同珍惜⽔資源！

童話童真

沖涼沖得4分鐘，太快啦！
不過我會努⼒㗎，
7分鐘我⼀定得嘅！

嘩！點解你畫畫咁勁嘅？
係咪你爸爸媽媽教你㗎？

你教下我啦！

欣賞⼩朋友很認真分享節約⽤⽔的⽅法！

⽼師，你可唔可以考我
難啲嘅字呀？我依加識
咗好多好難嘅字㗎啦！



Special Moment

Children learned about the density of an object. This activity was designed

to train their speaking and analytical skills. They had a lot of fun with the

science experiment.

Sink or Float

Sink or Float?

During our fourth theme “Water” we had some science experiments that children

really enjoyed, and one of them was “Sink or Float?” Children learned that the density

of an object determines whether it will float or sink in another substance. Children

had to toss the objects into the water one at a time, trying to guess if they

would sink or float before they hit the water.

This activity helped children to verbalize the sentence “It will sink/ float” They had

such a great time and were able to predict if the object would sink or float.



這次活動通過欣賞、朗誦詩歌，讓小朋友感受語言的美。老師首先出
示春天背景圖，提問小朋友這是什麼季節，什麼天氣，春天下的雨叫什
麼雨？（春天）（雨天）（春雨）引出詩歌主題並把詩歌内容分成角色
（種子、桃樹、麥苗、小朋友）看看他們遇到春雨後怎麼樣了？

滴答，滴答，下小雨啦！

下吧，下吧，我要發芽。

下吧，下吧，我要開花。

下吧，下吧，我要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