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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 

分享一个校本课程发展的经验：在正规课堂上教授小学生 DNA 的知识和概念，

并通过审视教学内容、学生各种学习表现以及家长的回馈，加上参与教师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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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总结出在小学课程中引入 DNA 概念与知识的做法确实成功及值得向其它

小学推介。 

1. 引言 

在小学层面，以 DNA 的概念与知识作为学与教的切入点实非易事。因为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常意识到细胞、基因和 DNA 等物质的存在，而且他们更

不可能利用五官真正接触过这些东西，所以很少机会基于已有知识或生活经验

建构出关于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另一方面，在小学的常识科课程中，并没有涉

猎有关 DNA 的课题；但学生却可在现今科学与科技急速发展的社会当中，透

过图书、报章杂志、电视、互联网、参观科学馆等途径，接触到很多与生物科

技有关的信息，如基因食物、复制动物和药物生产等。倘若学生缺乏对于 DNA
及基因的基础知识，他们很难掌握生物科技这应用层面的认识。基于上述的两

点，现在是很值得在常识科的课程中加入一些分子生物学的基础概念作为增

润，一方面帮助他们从阅读或其它媒体了解分子生物学及生物科技，追上时代

的节奏；另一方面亦提供机会诱发学生对科学与科技的学习兴趣及好奇心，从

而为培养未来的科学家铺路。其实，这些出发点跟香港小学常识科课程指引(当
中结合了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三个学习领域)所倡议的

互相呼应和紧扣的。  

本论文的目的旨于分享如何运用一套经翻译及改编的教材，辅以生活化的例

子，教授一班四年级学生认识 DNA 的经验，当中以学生各方面的表现、家长

的回馈及教师的反思对有关的教学作出评估，藉此让其它有兴趣教授 DNA 的

学校作参考。 

2. 发展背景及方法 

在香港，普遍的学校在中央课程的纲领下，建基于本身的优势，可自行规划课

程。因此，教师可就学生的兴趣、学校周年主题及个人专长，发展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的设计可以是沿于中央课程，经过剪裁、调适、增润或延伸而产生，

目的是用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在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六年期间，本校参加由

教统局资优教育组所举办的种籽计划，目的是透过校本资优培育课程推展资优

政策。参与计划的老师跟教统局的课程发展主任共同规划课程，藉此满足在科

学方面学习能力较高的资优学生。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七期，第一册，文章七，第三页(二零零六年六月)
吴佩仪、冯新伟

在小学课程中引入 DNA 概念与知识的经验分享

 

 
Copyright (C) 2006 HKIEd APFSLT. Volume 7, Issue 1, Article 7 (Jun.,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以 DNA 概念作为发展校本资优培育课程的切入点，本是源于一个每年在香港

科学馆举行的活动 ─ 活的科学 (Science Alive)，这是一个普及性的推广科学

的活动，以深入浅出的方法介绍科学的现象和知识，形式多以展览、讲座或工

作坊进行，讲者大多来自英国著名大学或与科学相关的学术机构，每年主题都

不同。适逢 1999 年所举办的一次，是以 DNA 结构作为主题的。故教统局资优

教育组因时制宜，借着这有关 DNA 的推广活动，鼓励各间从事以科学教育为

主线培养资优生的种籽学校，尝试引入 DNA 作为设计校本课程的元素。 

参与学校一向以科学教育及探究之范畴发展校本资优培育课程。在得到教统局

资优教育组课程发展主任的建议及专业指导下，学校老师尝试以 DNA 为主题

发展校本课程。当中所采用的课程内容是取材于由 Assinder 博士所编写的一套

关于 DNA 的教材[1]，当中的内容颇浅白，活动设计又生活，加上辅以生活化的

例子，学生很容易透过亲身经历那些手脑并用的活动，建构 DNA 的概念。因

此，经各参与同工的讨论，决定采用该教材作为蓝本，经过翻译及剪裁，从而

发展一套关于 DNA 的校本课程。  

3. 课程发展 

此部分包括校本课程的发展成果、参与教师对课程及教学的反思及学习评估，

当中辅以学生在参与课程前后的测验成绩、课业和校内常识科学业成绩，以及

学生家长的回馈，作为评估该课程学与教表现的左证，以此反映参与的学生在

知识、技能及态度上的学习得着。 

3.1 课程内容 
上述的校本课程意译为「探索 DNA：生命的蓝图」。课程设计采用了「学习即

参与」的教学理念[2]，其教学原则是为学生提供手脑并用的学习经历，着他们

亲身参与课堂活动及互动讨论，从而认识有关 DNA 及细胞的课题及建构知识。 
该课程共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的教学时间为六十分钟。学生透过手脑并用的

课堂活动，认识植物及动物细胞的基本部分、如何利用显微镜观察洋葱表皮细

胞、DNA 化学结构及作用，以及复制 DNA 简单的原理等科学知识。 

下表是各课程部分教学现场情形的说明，当中包括参与教师的反思。 

课堂一：齐来做蛋糕 

这课堂借着做蛋糕的过程，以不同的食谱做出不同款式的蛋糕作为比喻，引导

学生明白每个人的 DNA 都不相同，就像食谱一样，会决定人的不同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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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学生根据两个不同的食谱分组制作蛋糕，之后老师利用蛋糕向学生作

出提问，着他们想出为何以不同的食谱会做出不同款式的蛋糕；再以此作为比

喻，引导他们认识 DNA 如食谱一样，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食谱，所以每个人

的样貌都不相同。 

其实，透过这个比喻作解说，对学生掌握个中的概念是很有用的，因为 DNA
对于小学生是抽象的，看不见也摸不到。利用做蛋糕过程作比喻，学生便会较

易明白每个人身体内都有一个独特的 DNA 蓝图，就像做蛋糕的食谱一样，不

同的食谱做出来的蛋糕便有所不同。而且在之后的课堂，老师也可引用学生制

作蛋糕的经历，帮助他们建构知识。  

课堂二：查找不同 

这课堂透过简单的活动，着学生比较及讨论相同或不相同国籍人士的特征以及

预先设计之程序在体内是否存在，从而认识每个人拥有一张独特的生命蓝图，

而它会控制我们的样子和特征。 

在过程中，学生分组进行活动。教师首先请三位同学出来作模特儿，着其余的

学生找出这些模特儿的身上在特征上不同的地方。在观察的过程中，教师特意

请模特儿尝试卷起舌头、眨眼、推高头发展示额头，又引导学生留意他们的耳

珠和指纹，目的是使学生更具体的留意三者之间同一部位不同的分别，而不是

着眼于长度与大小主观的判断。之后，再向各组学生展示不同国籍人士的图片，

同样着他们找出这些人士不同的处。活动结束后，教师根据学生从观察中搜罗

到的资料，带领学生作比较和讨论，当中引导学生判断思考，自行建构「体内

有一套程序来指示和控制我们的成长和样貌」、「DNA 存在于身体的细胞内」、

「由 DNA 控制的一些身体特征」等认知。 

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引用蛋糕食谱的比喻，套用在个体间不同地方之上，这

引导学生把新接触到的知识跟已有的连系起来，对较抽象的学习更为牢固。  

课堂三：跟细胞打交道 

在课堂中，教师首先以屋子内的不同部分比喻作人体内不同的器官；以起屋的

砌砖比喻作细胞，藉此向学生灌输人体是由很多个细胞组成的概念和细胞基本

的结构，这初步让他们认识细胞。鉴于学生透过图画认识细胞，他们对于「细

胞是很微小和立体的」观念未必掌握到。所以之后的跟进活动，便让学生制作

细胞模型，并亲自标示细胞不同的部分。细胞模型制作完成后，教师再着学生

观看一套介绍细胞的教育电视，及后以问答游戏作学习的诊断。当中细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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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和教育电视的数据片段，进一步为学生带来亲身经历和视觉刺激，从而掌

握有关的知识，加深他们对细胞微小和立体的概念的理解。  

课堂四：观察洋葱表面细胞 

该课堂的目的是让学生亲身经验，利用显微镜观察细胞，牢固他们前一堂所学

的知识。过程中，他们利用显微镜观察洋葱表面细胞，并标示细胞的不同部分。

教师借着学生绘画细胞的模样和标示的部分，评估他们是否能够找出细胞的基

本部分。  

课堂五：反转 DNA 

这课堂利用简单的剪贴实作活动，让学生亲手尝试把 G-C 及 A-T 结合，制作一

小段的 DNA。之后，教师把数段 DNA 连结起来，并营造在细胞核内的情境，

着学生把自己代入为 G，A，T，C 的其中一种化学物质，参与在 DNA 复制的

过程之中。这种参与形式的学习，小学生不用凭空想象，在参与的过程中，亲

眼目睹 DNA 如何由一条复制成两条 G-A-T-C 次序相同的 DNA，从而掌握 G-C
及 A-T 结合与 DNA 复制之间有所关系的抽象理解。  

课堂六：复制卡通面 

跟第五课的安排类同，这堂也是利用简单的剪贴实作活动，着学生根据 DNA
的密码制作不同表情的卡通面，当中学习 DNA 密码如何决定人的面貌。由于

长长的 DNA 密码对小学生来说过于复杂，所以这课堂的设计，是利用简短的

DNA 密码代表卡通人物不同的特征，学生在活动中尝试解碼，藉此对于 DNA
密码如何决定特征的原理得以初步的掌握。  

 
3.2 课程设计 

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课程首两堂的设计目的是先让学生建立「人的不同面貌

是由每个人体内独特的 DNA 所控制」的认知；之后两堂，目的是先着学生认

识「人体是由细胞组成」及细胞的基本结构，再引导他们找出 DNA 的藏身地。

知道 DNA 存在于每个细胞内的细胞核后，才着他们以分子层面认识 DNA 的化

学结构及复制原理。明白 DNA 如何由一组复制成两组完全相同的物质，学生

便可联想到当细胞分裂后，为什么两个子细胞内的 DNA 可以保留跟母细胞相

同的遗传物质。这可见整个教学流程铺排有序，逐步透过手脑并用的活动，引

导学生由细胞层次至分子层次认识分子生物学中最基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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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本特色 

上述课程首次安排于校内四年级其中一班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参与作为试点，

这是基于学校本身的有利条件而推行的。 

学校一直推行资优教育，在正规课时及课后均有为能力较高的学生作特别照

顾。为使学生更有效学习，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是按能力分班的，这安排对教师

因材施教较有利；另一方面，学校亦以抽离式课程于课后满足能力较高的学生

的学习需要。适逢参加教统局的种籽计划，当中建议试行浓缩课程[3]，做法是

为中上能力学生调整正规课程，删减已掌握的课程部分或以相当他们本身的能

力加速学习，利用「浓缩课程」所提供的时间(浓缩时间)安排学生作充实活动。

结果在分析学校的已有条件后，尝试将三者结合：在正规课堂时间，以浓缩课

程作为教学策略，为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提供原本于课后才安排的充实活动，

着他们善用常识课的时间作增广及加速的学习经历。再因应学生的学习兴趣，

配合常识科的课程理念及方向以及教师的个人专长，学校尝试把「探索 DNA：

生命的蓝图」的课程应用于浓缩课程的发展上，作为当中部分的充实活动。因

此，学校安排四年级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在浓缩时间学习关于 DNA 的课程内

容。这可见有关的课程发展是建基于学校本位而成的。 

3.4 教师协作 

参与教师跟教统局资优教育组课程发展主任协作形成上述课程。在过程中，课

程发展主任为教师翻译教材，并以观课者的角色，为施教的老师于每课后提供

专业指导及改善建议。而教师则负责参考有关教材，编写教案及设计适合该班

及在有关场地进行的课堂活动，在课堂上演绎教案；此外，亦须就课程发展主

任所提出的意见作改善，务求把每一课互相连贯，令学生透过已有知识巩固新

接触的知识。 

3.5 参与学生 

参与学生的平均年龄约九岁，因学校编班制度的关系，他们编于同一班上课，

全班共有 35 人。这班学生在中、英、数及常识的平均学业成绩较理想，而且

根据教师的观察及过往经验得知，这些学生普遍在科学方面有较突出的表现。

于是安排他们参与上述课程。 

3.6 学习评估 

这个校本课程的评估可从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层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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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知识 
透过课堂的提问、活动后的工作纸及小测、前后测比较和课后反思及访问得知，

学生在科学知识上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活动工作纸 
从学生在活动工作纸上的表现(如图一及图二所示)，教师可粗略评估学生是

否能掌握细胞的基本部分及细胞与染色体及 DNA 的关系。整班约有八至九

成的学生可完全正确画出及标示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并写出细胞、染色

体及 DNA 之间的关系。而其余的学生未能完全正确绘画细胞的原因，只是

因为把气泡当作成细胞核及细胞质而已。 

 

 

 

 前后测的比较 
为了评估学生学习 DNA 课程的成效，计划设有前测及后测给参与的学生在

课堂上进行测试，以搜集数据评量有关教与学的成效。前测安排于学生在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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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第一课接触 DNA 教学活动前进行；而后测则安排于最后一节完成复制

卡通人面活动后。  

以下是部分学生完成的前后测比较结果： 
i. 从图三及图四中展示的比较结得知，学生透过课堂活动而理解到 DNA 及

其次序可决定生物的外表和特征。数据显示，当中有四成三的学生，在参

与教学活动之前，普遍认为是面貌、眼睛、脑袋或心脏等身体器官控制人

的外表特征；经过课堂活动后才知道 DNA 决定地球上不同种类生物的外表

和特征。有五成一的学生，他们在学习前已经接触过 DNA 这个名词；其余

的学生则于学习后进一步知道其密码的次序是生物外表特征的决定因素

(如图四)。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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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从图五及图六的前后测比较，可评估学生知道决定生物外表特征的东西

是存在于细胞(核)之内。数据显示，有五成七的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之前，

普遍认为决定生物的外表特征的东西是存在于人体器官，如眼睛、脑袋或

心脏；活动后，则完全能够清楚画出或写出那些东西是存在于细胞(核)之内。

有三成四的学生，在活动前，得知 DNA 可从头发、血液、口/鼻水或指甲

等等抽取出来，故这些学生认为 DNA 存在于这些物质之内；活动后则能清

楚指出 DNA 是存在于细胞核内。 

 

 

 

图五 

图六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七期，第一册，文章七，第十页(二零零六年六月)
吴佩仪、冯新伟

在小学课程中引入 DNA 概念与知识的经验分享

 

 
Copyright (C) 2006 HKIEd APFSLT. Volume 7, Issue 1, Article 7 (Jun.,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iii. 在图七及图八中的前后测比较，可反映学生在学习后能否具体说明来自

爸妈的 DNA 会决定我们有些地方像父母亲。数据显示，有一成四的学生，

于活动前并没有提及样貌似父母亲与遗传基因/DNA 有关；于活动后则可表

达出来。有近五成的学生，于活动前已接触遗传基因/DNA 跟身体特征似父

母有关；于活动后进一步详细说明父亲的精子及母亲的卵子结合把两者的

DNA 遗传令自己有些地方似父母亲。 

 

 

 

图七 

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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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图九的结果反映班中有九成以上的学生，在学习前已有接触 DNA 作为

遗传物质的概念。 

 

v. 图十的结果反映出，大部分的学生于学习前以为 D，N，A 是遗传物质

中的化学物质；学习后，则有约九成的学生肯定 G，A，T，C 是遗传物质

当中所包含的化学物质。 

 

图九 

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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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评估成绩 
可能老师和家长会担心，学校推行浓缩课程会影响学生校内常识科的学业

表现。从该班学生三个学期的校内常识科评估平均成绩显示(见图十一)，平

均分高达 86 分，而这个分数以学校的等级计算为甲等，这反映学生的课业

成绩仍然优异，并没有因实验活动的安排而影响吸收基本课程所涵盖的知

识的学业表现。 

 

3.6.2 技能及态度 

课程完结后，研究小组以书面反思及访问形式收集学生及家长的意见，下面是

一些访问的节录及受访者反思的总结。 

学生一：「…这次课程…我感到新奇、兴奋。…当我完成了自己造的细胞的时

候，我很有满足感。」 

学生二：「…我学会…细胞分为那几个部分、DNA 的排列次序、酸性和碱性混

合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等等。这全都是我没有学过的，我觉得很有兴趣。老师在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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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的实验和说解我完全明白。大多数时间占用了常识科的课堂，但是我们

可以自学，所以不会担心…」 

学生三：「...虽然感到辛苦，因为好多单元都要自学，还要在课堂上小测…虽

然辛苦，但也证明我能自学。俗语说：『一分辛苦，一分收镬。』不是吗?」 

家长一：「她…感觉很兴奋，经常喜悦地忆述上堂的经过和感受。…她以肯定

和自信的态度告诉我，不是单靠外貌，其实 DNA 来自爸爸妈妈各一半的。很

有自信和肯定的将答案讲出来。」 

家长二：「…我觉得原来小朋友是有能力自学的，而且亦有能力学多些课本以

外的知识，所以这个课程能满足到他们的需要。」 

家长三：「…很大帮助。参与浓缩课程后，她对科学课特别感兴趣，求知欲很

强…显得特别专注，经常带很多讨论回家中(与父母一起探讨)…我们作为家长的

也十分高兴，因为他们很难得有机会上这些(关于 DNA 的)课…」 

总括他们的回馈得知，所有学生以不同的程度表示喜欢上述的课堂活动，很投

入参与；认为课程内容非常充实，对科学和实验课感到相当有兴趣。没有学生

给予负向的意见。还有，他们没有因自学的要求而感到压力；相反，他们因为

明白老师额外要求的用意而变得更主动和积极地预早完成课业、阅读课外书或

上网寻找资料，懂得自我鞭策，务求在参与活动之时，也能应付正规常识课的

基本要求。更有部分学生自信地认同参与校本课程后肯定了自己的自学能力。

由此推论，学生自学能力及搜集资料的技巧，因为有关课程对他们的自学要求

而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接受访问的家长认为孩子参加科学实验活动后，其自信心提升了，

对有关科学的书籍和电视节目特别感到有兴趣，对科学的求知欲增进不少。每

每于实验课后，将很多关于科学的话题带回家中与家长讨论。此外，她们认为

子女没有因为老师不利用课堂的时间授课而影响学业成绩；亦很认同老师对小

朋友自学的要求促进了他们自我导向的学习态度；他们更认为子女于小学阶段

已学习到有关 DNA 的课题是十分难得的。由家长的回馈推论，参与有关课程

活动的学生，其自信心及学习态度都得到正面的影响。 

4. 结论 

从上述的校本课程发展经验来看，为小学生发展一套以 DNA 为主题的校本课

程，虽然受到某些因素局限，如学生质素、教师的参与、学校现有条件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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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能够汇聚各种现有的资源及条件，加上协作的努力以及参与者的投入，

仍可发展出一套带校本特色的课程，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 

从学生实质的学习成果和个人反思、家长的认同及回馈、前线教师的自我反思，

可反映出这个将 DNA 概念引入小学课程的构思和实践可算成功，不过当中仍

有改善的地方。日后可以更进一步做的，是让学生亲手尝试从细胞中抽取 DNA，

做电泳法实验，利用电子显微镜观看 DNA 精密的结构等等，从而扩阔小学生

的眼界，引起他们的学习动机，自学更多专业的知识。 

毕竟，于小学课程中引入 DNA 概念与知识，在香港还是第一步。期望有关计

划能够得以持续发展，使课程发展更臻完善；也冀望该课程可推广至其它小学，

让更多学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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