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 第五期, 第二册, 文章三，第一页(二零零四年八月)
郑美红、蔡庆麟

科学学习日示例 --「电与生活」（小学四年级）

 

 
Copyright (C) 2004 HKIEd APFSLT. Volume 5, Issue 2, Article 3 (Au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科学学习日示例 --「电与生活」（小学四年级） 

郑美红 

中国 香港 

香港教育学院科学系 

电邮︰maycheng@ied.edu.hk 
 

蔡庆麟 

中国 香港 

香港教育学院科学系 

电邮︰hltsoi@ied.edu.hk 
收稿日期︰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于八月十八日再修定) 

 

内容  

引言  

常识科课程与提倡学生自主学习的取向  

科学学习日的设计  
科学学习日活动简介  
科学学习日的推行  

 确立问题阶段  
 研习阶段  

 检讨阶段  

活动回顾  

总结  

参考数据  

 

引言 

本文辑录了一项小四年级的「科学学习日」活动，供教师参考。此探究活动是

「寰宇学校计划」（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Project, SAW）香港研究小组与本

地常识科教师的合作成果。透过科学学习日的形式，让学生自主地学习“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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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这个课题1。 

本计划小组先与校长及有关的科任老师接触，了解学校课程发展的目的及需

要，然后就特定课题设计教学建议。期间，计划小组与教师保持紧密联系，为

他们提供顾问服务，并按个别学校的实际需要，制订教案、活动、教材及学生

习作。校方因应学生的需要而选出合适的教学建议，并尝试于课堂上使用。 

常识科课程与提倡学生自主学习的取向 

在二零零二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02）重新修订小一至中三的科学教育学

习领域课程指引，提出了帮助学生学习科学的建议，如下：  

 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着重发展科学思维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科学  

 帮助学生作出明智的判断  

 照顾对科学有浓厚兴趣及有才能的学生  

为了发展上述的建议，多元化的学习模式是必要的，科学学习日是其中一种。

活动以主题形式环绕科学科的课题加以延展，让学生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按各

自的进度进行探究和学习，并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课程发展议会，

2002）。科学学习日与平日的课堂不一样，学生随着个人能力，以自主的活动

模式学习，自然地发挥出想象力及创意。在进行探究活动时，他们除经过不断

的尝试，从错误中学习外，还透过朋辈协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藉此培养学

生的责任感和自主学习能力。其推行模式是密集式的，在特定的时间内进行一

连串多元化的科学探究活动，优点是集中、深入地介绍主题，刺激学生的思维，

增加他们对主题的思考。 

根据科学学习日的特色，可培养学生对学习科学的兴趣和主动性，因为所延展

出的问题多与日常生活有关，并且新奇、特别，学生会受着好奇心的驱使，发

挥寻根究底的精神，主动参与学习。为了达致上述的学习目标，活动内容应多

元化，在后文会详细阐述科学学习日应包含的元素。 

 

                                                 
1 本活动承蒙啬色园主办可立小学的校长及有关老师参与，藉此向他们一一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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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习日的设计 

The Ohio Academy of Science (2001)提出，科学学习日给予学生机会，展示与评

估由他们主导的科学探究性专题研习；而一个科学学习日应包含以下的学习目

标： 

1. 提高自我形象 

2. 发展探究及解决问题的技巧 

3. 发展创造能力 

4. 增进组织能力 

5. 发展沟通能力 

6. 增进对科学概念的深层认知 

而 Fredericks & Asimov (1990)认为科学专题研习，应包含三个主要部分： 

(1) 陈列单位（Display unit）-- 提供有关研习的背景资料，展示与研习相关

的数据，例如图表、相片、印刷品等； 

(2) 展示材料（Exhibit materials）-- 搜集所得的物品、仪器、实验摆设，让

其它人更清楚研习的内容； 

(3) 书面报告（Written report）-- 详细记录整个研习过程，由确立问题到设计

研习方法，清楚地指出每项步骤。 

另一位学者 Guest (2001)亦对科学学习日进行个案研究。他的研究是探讨实习

教师在科学学习日教授科学的成效，并从中归纳出三项优点。第一点是提醒教

师教授科学的方式可以富有很大的趣味，并且可藉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其

次是让实习教师观察不同的教学模式和策略，例如示范活动、解决问题活动、

小组活动、策划工作活动、摊位式活动。 后一点是让所有实习教师在同一天

向不同年纪的学生教授科学。 

科学概念介绍 

透过科学学习日，介绍一些课本以外的科学概念，或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课题，

或一些从课题延伸出的科学理论。如果学生未曾接触过这些科学概念或课题，

内容篇幅不需太多，应尽量简单扼要，让学生容易掌握。如果学生的集中力较

薄弱，进行时间亦不应太长，教师应以生动有趣的方法，推动学生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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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示范 

由于一些科学概念较为抽象，学生较难明白，因此须要进行简单的实验示范，

作辅助说明，让学生观察及提问不明白的地方。或者，选用较互动的教学模式，

例如：Russell (1998)和 Baird and Northfield (1995)引入的 P.OE.〔Predict (预
测)--Observe (观察)--Explain (解释) 〕模式，帮助学生完全掌握这些抽象的科学

概念。但是，因为一般的实验示范需要的准备较多（例如设置实验器材），以

及所需时间较长，所以限制了在课堂上进行上述活动的机会。如以科学学习日

的形式进行，一方面可减省预备工作的时间，例如减少装卸实验器材的次数、

需要较少量的实验器材；另一方面亦可解决活动逾时的问题，避免因逾时而删

减活动内容的机会。 

学生自制及展览模型 

为了提升学生的投入感及兴趣，科学学习日通常会加入运用学生创意的环节，

如模型制作。根据科学学习日的主题，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子题，运用已有的

科学知识，设计及制作模型。完成制作后，学生须要示范模型的操作原理，介

绍所牵涉的科学理论及设计理念，解答其它同学的疑问。藉此，学生可亲身感

受科学家创作新发明的历程，增加他们对探究科学的热诚。 

动手学习实验 

科学与生活理应不可分开，但很多时学生都不能完全了解两者的关连。透过亲

身进行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科学实验，学生可学习抽象的科学概念之余，还

可认识科学于生活上的应用。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可体验科学是如何产生的，

令他们的印象更深刻，更了解所探究的科学概念。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较难控

制，因为学生能力有所差异，以及会有发生突发事件的机会，以上两个可能性

都会影响实验活动所需的时间，所以透过科学学习日形式，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讨论／问答／延展环节 

在学习新的概念时，学生很多时已有自己的一套理解；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

建立出错误的观念，或不能完全正确掌握所学的概念。因此，教师从旁协助是

十分重要的，透过讨论或一些简单的提问，便可澄清不正确的概念。或者，可

向学生介绍一些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延展课题。 

本文所介绍的活动是以小学常识科课程纲要内小四年级的主题--“电与生活”

为基础，让学生从电池的探究延展至能源危机的问题。因为是次活动对象是小

学四年级的学生，举行时间为三小时，所以科学学习日的活动内容首先会集中

让学生进行动手学习实验，亲身体验抽象的科学理论和其应用，然后让学生搜

集数据，以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学习领域。实验部分是巩固学生对电的概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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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搜集部分则是引发他们探讨能源危机的问题。 

科学学习日活动简介 

本科学学习日是课题「电与生活」的延展部分。因为该课题的学习目标主要是

闭合电路、电的效应、电和生活和安全用电，但所教授的内容并未能解答一些

与电相关的日常生活问题，所以本科学学习日透过四个活动：“不一样的干电

池”、“水果电池”、“自制防盗器”及“用之不竭的能源”，分别介绍电池的选

用方法、电池的发电原理、闭合电路的应用、再生能源的定义和种类。以下会

逐一作简单的介绍： 

不一样的干电池 

干电池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但是我们对其认识有多深呢？干电池的种类很

多，以 1.5V 电池为 普遍，常见的有 AAA size(1.5V)、AA size (1.5V)、C 
size(1.5V)、D size (1.5V)。在活动中，学生须要测试上述各电池的特性，找出

选择电池的原则，详情如下： 

• 观察电灯泡的特征，电灯泡的金属外壳印有一些数字（例如：3V 0.3A），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 分辨电池的正确接驳方法  
• 测试一个 3V 的电灯泡，找出哪种电池（ＡＡＡ／ＡＡ／Ｃ／Ｄ）及电池

的数目，才能使其发亮。〔只要两枚电池串联接驳在一起，不论上述哪一

种类，都可以令电灯发亮，这引申出一个问题：这些电池有什么分别呢？〕

• 分析及总结选择电池的规则（选择电池有什么规则呢？）  
• 测试以下三种配搭：  

电池种类 一枚电池 二枚电池 三枚电池 
ＡＡＡ       
ＡＡ       
Ｃ       
Ｄ        

水果电池 

透过制作水果电池，找出构成电池的所需部分，以及影响其效能的因素，详情

如下： 

• 首先，进行柠檬电池的实验示范，并且进行讨论，找出构成电池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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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 运用日常生活的物品，自制水果电池，测试不同的水果，找出能产生电

力的水果。〔每组学生测试一至二种水果，然后综合各组的测试结果。〕 
• 估计水果电池的电压值。  

自制大门防盗器 

让学生运用闭合电路的原理，根据大门防盗器的设计，进行制作及测试，详情

如下： 

• 提供两种铁片和两种吸管，让学生制作不同组合的大门防盗器。  
• 找出铁片的大小和胶吸管的弹性如何影响防盗器的功能。  
• 找出哪一组合才可达到防盗器预期的效果。  

用之不竭的能源 

这活动主要透过模型示范、数据展板，让学生认识不同种类的再生能源。另外，

学生还在场内的图书角，找寻有关再生能源的资料。 

因为学生是第一次进行该类活动，所以活动旨在提升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将科

学概念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连系起来，并藉此启发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学习日的推行 

科学学习日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确立问题阶段、研习阶段和检讨阶段。在确立

问题阶段，教师与学生讨论从“电与生活”这个课题中所延展出的问题，逐步

引导他们思考，连系到科学学习日的活动主题上。在研习阶段，让学生根据指

引，进行三个与电有关的实验，以及透过数据搜集认识再生能源。在检讨阶段，

让教师和学生一同评估整个科学学习日。图一展示了本科学学习日的教师备

忘，简单列出了目的、活动形式、工作时间表等有关数据，以便作进一步的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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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科学学习日教师备忘 

 

确立问题阶段 

在“电与生活”这个课题上，学生会学习电的效应、闭合电路、使用电力和安全

用电四个主题。本科学学习日的活动内容是以能源为主题，一方面向学生介绍

「课程综合周」科学学习日教师备忘
（一） 目的： 

1. 认识干电池的种类 
2. 制作防盗电铃 
3. 使用水果来发电 
4. 认识再生能源发电的方法、原理及好处 
5. 实践安全及节约用电 

（二） 年级：P.4 
（三） 日期：30/3（8:45-12:10） 
（四） 地点：礼堂 
（五） 主题：电与我们的生活 
（六） 形式： 

1. 于礼堂设大桌 20 张，礼堂旁边设一个阅读角及一个展板区 
2. 每班学生被分成 4 组（每桌 9 人），作实验时再细分为 4-5 人一组 
3. 每大桌由 1 位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实验【班主任 5 人+实习教师 4 人+主持 3

人+家长义工 10 人=22 人】 
4. 三个实验的时间分别约为 20，40 及 40 分钟 
5. 学生完成实验后，需填写由寰宇学校提供的工作纸及学习日志 
6. 教师示范再生能源的模型，解释其原理及优点 
7. 完成以上的实验，可分班到科学图书角阅读图书及完成阅读工作纸，及到

展板区找寻数据，完成展板区工作纸。如若时间紧迫，将取消此部份，由
该天往 5 楼值日的老师带同 P.4 学生(连 6F)到礼堂补做 

8. 活动进行前，提供工作坊予有关指导老师【日期：25/3（4:00）美劳室】 
9. 事前准备： 
日期 工作内容 负责人 
27/2 联络及跟进寰宇学校提供实验指引/器具/书本 陆 

17/3 筹备会议（讨论设计实验/交件项目） P.4 科任老师及常识小
组 

交分组名单 P.4 科任老师 
制作展板(再生能源)(安全及节约用电) 连该部份的工
作纸(A4 半版)  

(妙)、(琪) 
 

设计电子简报及阅读角工作纸 
（简报内容:封面 目的 当日活动流程 实验安全守
则 科学探究的精神(如:公平测验,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忠于实验结果)  
(工作纸内容:用课程综合周版头,自设标题,学生需阅读
2 本书,填写书名,作者及出版社,学到的科学原理或现
象,附上绘图位) 

(权) 
 
 
 
 
 
 

设计实验用的教学简报 
(内容:解释上述 3 个实验的小总结及有关再生能源的
原理(利用风力,水力及太阳能发电的方法、运作原理及
优点，若有时间可介绍其中一至两个网站) 

(王) 
 
 
 

17/3- 
23/3 

编写当天指引 陆 
16/3 购买实验用品（科学学习日及指导老师工作坊） 陆 
25/3 指导老师工作坊 寰宇学校 
29/3 跟进礼堂座位及器材 陆 
 检讨会 常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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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电路中的重要组件--电池；另一方面让他们思考能源危机问题，并介绍各

种再生能源的信息。  

在活动当日，学生须要进行三个实验，因此他们在事前必须学习一些基本实验

技巧和和注意事项。在课堂上，学生可进行以下活动，初步体验实验的过程： 

i. 测试电的四种效应--光、热、声和磁力 
ii. 导电体和绝缘体测试 

另外，在举行科学学习日前，学生应清楚知道上述三个实验的有关资料和活动

安排。教师会透过与学生讨论实验工作纸的引入部分和知识篇，介绍实验相关

的资料。以下的描述是有关各工作纸的引入部分和知识篇： 

不一样的干电池 

因为电池的种类很多，所以我们应依据什么条件来选择，是很多人都会提出的

问题。在选择电池时，一定要认识电池的两项重要参数--电压和电流。根据图

二所描述，在引入部分，让学生观察一般电灯泡的特征，以便思考选择电池的

条件。此外，这部分亦会向学生介绍电池接驳的方法及其原因。 

透过上述的讨论内容，一方面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电灯泡的认识，以及他们观

察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因为大多数学生都知道电池的接驳方法是将电池的

负极接驳到另一电池的正极，但他们未必知道当中的原因，所以须要让学生加

深对电池的了解，才能清楚知道选择电池的条件。 

生果电池 

果电池的引入部分（图三）包括了一题判断性问题和一个实验示范。判断性问

题须要学生根据已有知识作出判断，一方面可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

加深他们的学习印象；而透过示范实验活动，除可验证学生的判断外，教师还

可运用一些启发性问题，帮助学生发展他们的观察技巧，并可带出科学学习日

的活动主题，让他们作出初步的思考。 

自制大门防盗器 

图四展示了自制大门防盗器的引入部分，当中只辑录了几部分作进一步讨论。

在这部分，首先讨论使用大门防盗器的动机，然后介绍防盗器的结构和制作要

求，并探讨影响其效能的因素。经过上述讨论，学生可更加掌握问题所在，清

楚制作及测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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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不一样的干电池”的引入部分工作纸 

 

电灯泡外壳刻有 
2.5V 0.3A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有帮助 
 没有帮助 

电池的外壳上都有相似的标志，例如：1.5V、

9V 等。这与电灯泡上的标志是不是有什么关

系呢？ 

你们可透过进行实验，找出答案。

1 5V 1.5V 1.5V 1.5V 1.5V 1 5V

4.5V3V 

知识篇 

如果将两枚电池串联接驳在一起，电压会便成 

1.5V+1.5V=    V。 

  

如果将三枚电池串联接驳在一起，电压会便成 

1.5V+1.5V+1.5V=    V。 

如是者，串联一起的电压数值 = 1.5V × 电池的数目。 

以下是常见的电池接驳方法： 

〔第一页〕 

〔第二页〕

帮助教师了解学

生对电灯泡的认

识，以及他们观察

事物的能力。 

电池是电路中的重

要组件。大多数学生

都知道，如果要接驳

电池，是将电池的负

极接驳到另一电池

的正极，但他们未必

知道当中的原因。透

过此讨论，让学生加

深对电池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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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水果电池”引入部分的工作纸 

生果 

电池 

可以用来制造 
电池吗？ 

我想  可以 

 不可以 

是否可以像电

池般产生电

力？

 
 
 
请留意以下的实验示范，只须利用一个半柠檬、三片

铜片、三片锡片，就可以令“发光二极管”发光。 

 

 

 

 
 
铜和锡是属于哪一类物质？          
 
透过上述观察，你认为是利用了柠檬的哪一个部分来

发电？   柠檬皮／柠檬汁／柠檬核 
 
在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可令电灯泡发电？          
 
你认为上述的实验示范，是不是解释了电池发电的原

理？如果是，要符合什么条件才可发电？ 

 只要选用合适的      和      ，便可产生     作
用，放出      。 

现要搜集材料制作自制的电池。在日常生活的用品中，

哪一种用品是由铜制造的？            

哪一种用品是由锡制造的？            

 

发光二极管 

锡

锡

锡
铜

铜

铜

知识

篇

 我们该如何接驳所需的物料？ 

另外，除了柠檬外，还有哪些水果

可 
以用来制作电池呢？

〔第一页〕 

〔第二页〕

让他们根据已有的知识，作出

判断。这些批判性问题一方面

可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另一方

面可加深他们的学习印象。 

透过示范实验活动，验证

学生的判断。教师可运用

一些启发性问题，帮助学

生发展他们的观察技巧。

此外，还可带出科学学习

日的活动主题，让他们作

出初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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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大门防盗器”的引入部分（节录部分） 

介绍防盗器

的结构。 

介绍防盗器

的运作原

理。 

指出防盗器的

制作要求。 
引导学生思

考影响防盗

器效能的因

素。 

铜片
电池

胶饮管

电灯泡连灯座

地毯

图二  

胶饮管 

电池 

电线 

电灯泡连灯座 图一 

铜片 

防盗器受着两个因素影响： 

 
 
 
现有两种胶饮管和两种咭纸： 

 

 

 
 

预测哪一配搭是 好的？ 配搭：     

咭纸的硬度 胶饮管的弹性

弹性低的饮管
弹性高的饮管

硬身的咭纸
软身的咭纸

配搭一 配搭三 

配搭二
配搭四

知识篇

i. 由于两片铜片被两支胶饮管分隔开，所以

形成「断路」。  
ii. 当某人站在地毯上面时，因为其体重远超

饮管的弹性，所以当上面的铜片受压下而

接触到下面的铜片时，便会形成「闭合电

路」。因此，当家中的电灯泡亮起时，即

表示有人正站在门外。  
iii. 如果原本站在地毯上的人走开，饮管的弹

性会把两片铜片分开形成「断路」，而灯

泡便会熄灭。 

现就下列的提供材料，制作防盗器，找

出哪类型胶饮管（一共二种）和咭纸（一

种）才是 合适的材料，其它材料包括

锡纸、电灯泡、电池盒、电池、鳄鱼夹

电线。 
防盗器的尺码规定为：20cm×11cm  

 20cm 
11cm 

防盗器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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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阶段 

是次科学学习日是全级四年级学生进行，除五班四年级的班主任和四位实习教

师外，还邀请了十数字家长协助。该四名实习教师是教育学院的学生，于活动

期间，刚巧在校内进行实习教学，所以一同参与科学学习日。在进行研习过程

中，每一张桌（包括两组学生）都会由一位教师或家长负责，引导学生进行活

动，完成实验工作纸。  

另外，根据当天的活动程序（见图五），活动进行的先后次序为：（一）不一样

的干电池、（二）水果电池、（三）自制防盗器、（四）用之不竭的能源。这样

的编排是让学生从基本的观察开始，发展到科学性思考，由浅入深地逐步体验

产生科学的过程。“不一样的干电池”是让学生观察结果，并作简单的比较；“水
果电池”是延续前一个活动，进一步探讨干电池的发电原理，透过进行实验，找

出发电的条件；“自制防盗器”是根据制作及测试大门防盗器，当中须要学生应

用闭合电路的知识和接驳电路的技巧； 后是阅读资料，让他们自我学习，从

展板和参考书籍找寻有关能源危机的资料。先进行实验后阅读数据的好处是可

较灵活控制时间，如遇到时间不足的问题，数据阅读部分可压后于小息或午餐

时间进行；同时，学生亦可藉此机会找出有关资料，解答在实验部分发现的问

题。 

在研习过程中，学生主要依据工作纸上的指示，所以工作纸的内容编排十分重

要。之前已提及工作纸的引入部分和知识篇，其余的部分还包括探究篇、讨论

篇和思考篇。以下会简单阐述这五部分： 

引入部分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环绕学生经常遇到的日常生活现象，一方面可容易吸引学生

的注意；另一方面可透过帮助他们找出这些现象的原因，触发他们的好奇心，

继续找寻其它问题。在这部分的内容设计上，集中与学生讨论他们遇到的日常

生活现象，并尝试引导他们提出对该现象的想法，提升他们对该主题的学习兴

趣。因此，多数是以开放式的问题刺激学生思考，例如：「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认为是」、「与什么科学理论有关」等等。 

知识篇 

在进行活动时，学生必须具备某些基本技巧和知识，所以这部分的作用是协助

学生回顾一些已学会的知识和技巧。故此，内容设计与编排会与课本习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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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问题形式包括“是非题”、“配对题”、“填充题”和“问答题”。 

探究篇 

探究篇是介绍活动的各项部分，让学生清楚知道学习目标和步骤。这部分的问

题可以指导性问题或开放性问题为主。指导性问题的好处是能帮助学生完成活

动要求；开放性问题能帮助他们扩阔思维空间，给予自由发挥的机会。故此，

须要因应活动的难度、学习目标来决定问题形式。 

图五：科学学习日程序表  

一.年级: 四年级 
二.日期: 3 月 30 日 
三.题目: 科学学习日--- 电与我们的生活 
四.课程编排: 陆老师及「寰宇学校」蔡先生 
五.主持人: 陆老师、梁老师、陈老师、4 名实习教师 
六.活动:   

时间 活动名称 目的 进行方法 资源 备注 
8:45-8:50 学生进入礼

堂 
  把学生分为 4 组，按组别坐 自备: 

(1)     文具 
(2)     纸巾 
(3)     经已切开一半并

含有大量水份的

水果(除柠檬外),

放在食物盒中 

见「场地布置」

8:50-9:00 简介 认识活动的注

意事项 
老师讲述细则 简报 ~见「科学学习日

教师备忘」 

~实验时,材料应

放置在桌底 
9:00-9:25 不一样的干

电池 
认识干电池的

不同类型及分

别 

1. 观察电灯泡及电池的外壳，找出此两类

对象的所附电压 
2. 尝试每次把灯泡接驳到不同类型及不同

数量的干电池上 
3. 学生记录，老师总结 

~鳄鱼夹 2 条 
~灯泡 1 粒 
~AAA/AA/D 电池(若

干) 
C 电池(2 粒)连电池盒 
~教学简报 

见实验指引(一)

9:25-10:05 水果电池 认识水果中的

电解质可帮助

发电 
  

1. 制造水果电池，(把锡纸放底，在上放上

已沾满柠檬汁的海绵，顶部再放上 5 角)

使形成一粒柠檬电池 
2. 把水果电池接上灯泡 
3. 不停测试及加上水果电池，直至使灯泡

发亮为止 
4. 记录结果 
5. 每组派队长出去把 5 角洗净，防止硬币

氧化 
6. 使用学生自备的其它水果，代替柠檬电

池再测试 
7. 记录结果 
8. 学生作汇报，教师总结 
9. 再派队长出去把 5 角洗净 

~正方形海绵 10 块 
~正方形锡纸 10 块 
~凸形锡纸 1 块 
~LED 一粒 
~5 角 10 个 
~鳄鱼夹 2 条 
~教学简报 

见实验指引(三)

10:05-10:20 小息       学生只可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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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及地下的洗手

间 
10:20-11:20 自制大门防

盗器 
实践接驳电路

的方法 
1. 设计一个闭合电路，使灯泡发亮 
2. 取出 2 块已经上了锡纸的纸皮，把两小

半支的白色胶饮管分别贴在纸皮的两

端 
3. 用鳄鱼夹接驳一个灯泡及纸皮，形成一

个可供开关的电路 
4. 在电路板上盖上纸张(当作地毯)，测试

防盗器的功能 
5. 把白色胶饮管取出，换上质地较软的透

明饮管，再作测试，比较哪种物质较好

6. 学生记录，老师总结 

~鳄鱼夹 4 条 
~锡纸纸皮 2 块 
~白色饮管 2 小半支 
~透明饮管 2 小半支 
~小灯泡 2 个 
~教学简报 

见实验指引(二)

11:20-11:40 用之不竭的

能源 
认识再生能源

发电及其好处 
1. 教师在实物投影器上展示风力、水力及

太阳能发电的模型 
2. 解释利用风力,水力及太阳能发电的方

法、运作原理及优点 

~实物投影器 
~风力、水力及太阳能

发电模型 
~教学简报 

参考电邮中的网

站 

11:40-11:50 总结 巩固学习 1. 教师总结 
2. 提醒学生完成工作纸及学习日志 

~教学简报   

11:50 学生返回课

室 
        

 备注：是日午息时间，由该天往 5 楼值日的老师带同 P.4 学生(连 6F)到礼堂到图书角及展板区找寻数据，完成图书工作纸及展板区工

作纸。 

讨论篇 

根据活动结果，进行多方面的讨论。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只须完

成了工作纸上所描述的工作，而往往会忽略了 重要的一环 -- 活动检讨。进

行活动检讨目的是透过有系统的分析，找出改善活动的方法。对于一些初次进

行该类活动的学生来说，这部分的问题应以指导性问题为主导，引导学生进行

思考；相反，如学生已有相关的经验，则可加入开放性问题，或者是以开放性

问题为主导。 

思考篇 

当学生经历过一个完整的探究过程后，会提出林林总总的问题，有些是与活动

主题相关，有些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些问题都是刺激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

所以教师须要掌握这方面的信息，以助订定下一个学习目标和模式。另一方面，

由于活动内容都是简单为主，让学生容易跟随，如在完成活动后提出一些深层

思考问题，可引领他们作进一步的探究。 

提示问题可发展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指导性的，帮助学生找出问题的答案；

而第二种是开放性的，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上述有关工作纸设计的描述，

其用途是透过提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虽然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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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能会减低活动的自主性，但对初次进行该类活动的学生来说，这是必须的。 

图六内的三张工作纸是探究篇、讨论篇和思考篇的一些重要部分。现根据这三

张工作纸作简单的分析： 

• 探究篇 
因为学生是第一次进行该类活动，他们对大门防盗器的认识又不多，所

以须要提供较多直接的指示。但是，为了让学生逐步体验自主学习的模

式，因而引入了一题开放性问题，让学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测试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指示，测试多少重量能

令防盗器的电灯泡发亮；第二阶段是测试防盗器的效能，教师会提供三

个方法，然后要求学生想出另外三个方法。这编排的目的是从指导性问

题延展至开放性问题，可令学生慢慢熟习自主学习模式，以便他们作进

一步的思考。 
• 讨论篇 

在讨论篇中的提示问题全都是指导性的，让学生根据提供的指示，比较

实验结果，找出影响防盗器效能的因素。这编排的目的是引导初学者有

系统地分析数据，经历当中的各个步骤。 
• 思考篇 

要求学生根据实验结果作进一步探究，当中他们须要发挥创意，提出修

改防盗器设计的建议。这种形式属于开放式思考，让学生表达意见，增

加他们思考的空间，以培养自主学习精神。 

图六：“自制大门防盗器”的探究篇、讨论篇、思考篇（只辑录了某些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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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篇

1 2 

3 4 

（ａ） 

1 2 

3 4 

（ｂ） 

除了上述三个情况外，想
一想盗匪还会在哪些情况
下，启动防盗器呢？(提出

1 2 

3 4 

（ｃ） 

防盗器 脚 

防盗器分为 
四个区域

第一测试阶段 
在防盗器上加上一迭＜科学学习日工作纸＞当

作地毯，慢慢用手掌按下去，测试用力多少才

可启动防盗器（电灯发亮）。 
 
第二测试阶段 
模拟盗匪会在什么情况下踏在防盗器上，以测试

其效能。正常运作的防盗器应该会： 
（ｉ）踏在防盗器上，电灯泡会发亮。 
（ｉｉ）把脚移开，电灯泡会熄灭。 

请圈出适当的答案。 

1. 根据测试结果，哪配搭可通过所有测试？

            

    

 

 
2. 哪种类饮管较适合用来制作防盗器？  

弹性高的饮管／弹性低的饮管 
 
3. 你认为用哪种类咭纸较适合用来制作防

盗器？ 硬身的咭纸／软身的咭纸 
 
4. 哪一配搭 好？ 配搭一／配搭二 

讨论

配搭 配搭二 硬

身

的

饮

管

比

较

软

身

的

饮

管 

思考篇

1. 你认为该防盗设计有没有须要改良的

地方呢？ 
有／没有 

2. 承接上题，如答“有”，请在下列地方

绘图你的设计。 

这是开放性问题

的部分，让学生根

据测试原则及真

实的情况，作出考

虑，并表达自己的

见解。 

以下的指示是帮助学生理解

测试防盗器效能的方法。

这问题是开放

性，引导学生发

挥创意，提出改

善的建议。 

在讨论篇中，因

为学生是第一

次进行实验活

动，所以全部提

示问题都是指

导性的，以协助

他们进行逻辑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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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读者更了解当日的活动情况，现辑录了三个实验的部分录像片段，以供

参考（请点选两下实验名称）： 

1. 不一样的干电池 (7.5MB) 

2. 水果电池 (15.5 MB) 

3. 大门防盗器 (2.6 MB)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比，教师与学生在科学学习日中的角色有很大的改变。下

面将会作简单的阐述。 

教师的角色 
整个专题研习活动是由教师策划设计，为学生提供一个互动的学习模式。教师

带领学生经历计划的各种阶段，从发现问题、搜集资料、进行研习、汇报结果、

检讨研习，以至于新的或是后续研究的规划。研习是以学生为学习中心，教师

只从旁协助，包括：提供资源、给予意见、鼓励和支持学生进行有关活动；亦

负责以进展评估来评核学生的表现和向学生提出改善的建议。 

学生的角色 
透过讨论引导问题，学生对主题有初步的认识，并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尝试

发掘有兴趣进一步探讨的范畴。活动过程中，学生承担自我控制及调适整个学

习进程的责任，负责搜集、整理及分析资料，以及汇报与评估研习结果，发展

有利学习的思维模式及人格特质，变成自主及自我管理的学习者。另外，学生

亦应参与评估的部分，进行自我评估、组员互评、小组互评，全面地掌握学习

目标。 

因为是次活动邀请了家长协助，所以他们亦须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家长的角色

跟教师的大致相同，都是从旁协助，包括：提供资源、给予意见及鼓励和支持

学生进行有关活动，而不是当学生遇到困难，便直接给予答案或帮助他们完成。  

检讨阶段 

在科学学习日当日，学生随身携带学习日志，用来提示学生各实验的注意事项，

以帮助他们运用已学会的知识完成实验。每当完成一个实验后，让学生实时填

写学习日志，回顾在实验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以及表达对活动的感受。

透过了解学生的回馈，这会有助检讨活动的成效，修正当中不完善的地方，以

http://www.ied.edu.hk/apfslt/v5_issue2/chengtsoi/CELL.MPG
http://www.ied.edu.hk/apfslt/v5_issue2/chengtsoi/FRUIT.MPG
http://www.ied.edu.hk/apfslt/v5_issue2/chengtsoi/DOOR.M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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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致 有效学习的条件。 

活动回顾 

回顾整个科学学习日，笔者作为活动协办者，从筹备到科学学习日当天，都参

与其中，所以在以下部分会总结举办该类活动的考虑事项。首先会讨论一下活

动的筹备工作，然后回顾活动当日的情况。 

因为是次活动包括三个课文以外的实验，所以教师须要就实验内容设计、实验

仪器和实验材料三方面作出准备。该三个实验是由「寰宇学校」计划小组与数

字常识科教师共同设计，但在活动当日，除这数字教师外，还包括其它参与的

教师和家长，所以会透过工作坊的形式向他们详细介绍活动内容。在工作坊中，

各教师和家长分组进行上述三个实验，尝试实验的各项步骤，从而了解实验的

各项细节，预算学生将会遇到的困难。这个过程是必要的，可当作实验的模拟

测试，一方面检讨整个实验过程，找出须要修订的地方，例如：「实验指引是

否清晰」、「实验仪器是否足够」等；另一方面可检查实验仪器是否正常操作和

实验材料是否齐备。 

在科学学习日当天，教师、学生和家长都十分投入。先说时间控制方面，因为

进行实验的时间超出教师所预计，学生只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三个实验；而

将数据阅读活动压后进行，该活动是要求学生从数据展板中找出答案，完成资

料搜集工作纸。其次是安全事项的考虑，因为完成生果实验后须用清水清洁地

方，所以为了避免弄湿地面以造成混乱，事先须预备地拖抹地。此外，当教师

或家长响应学生提问时，他们会运用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找出 有

效的方法协助学生进行活动。 

就整个活动的成效，教师给予以下的回应： 

「学生很喜欢科学学习日中的实验活动，并希望多些机会进行类似的活动。」 

「实验活动的主题十分新鲜、有趣。」 

「在科学学习日的活动过程中，学习气氛较为浓厚，学生亦表现出积极参与，

突破了课堂的传统学习框框。」 

总括而言，虽然各实验都出现逾时的情况，但都能顺利完成，其成功原因是事

前的工作准备充足。另外，各组的实验结果都跟教师的预测大致相同，这有赖

教学工具的辅助，亦证明了工作纸设计能有效地辅助学生学习。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 第五期, 第二册, 文章三，第十九页(二零零四年八月)
郑美红、蔡庆麟

科学学习日示例 --「电与生活」（小学四年级）

 

 
Copyright (C) 2004 HKIEd APFSLT. Volume 5, Issue 2, Article 3 (Au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总结 

科学学习日的活动主题是从课程纲要内的课题延展至日常生活的话题，综合多

种的学习模式，让学生体会多元化的学习。是次活动加入家长和实习教师的协

助，一来令学习形式更加完备，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二来家长可藉此机会

体验学生的自主学习模式，以便清楚知道如何充当一位学习协助者；三来可让

教师经历如何运用多元化的学习模式教授科学知识。为了使学生更容易融入活

动中，教师运用了两种教学工具，分别为指导式与开放式兼备的工作纸和学习

日志。总括来说，此类活动可帮助学生、教师和家长理解科学探究的过程和精

神，认识学习科学的多元化方法，了解科学的趣味性、应用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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