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濕地公園
學校自助參觀專案–
「濕地展覽廊之旅」

香港濕地公園
此資料冊只供學校作教育用途 1



濕地展覽廊之旅

1.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2.推行模式：全班活動（建議不多於40人/隊）

3.教學時間：105分鐘

•參觀前課堂活動（30分鐘）

•「香港濕地公園-濕地展覽廊之旅」參觀活動

（60分鐘）

•參觀後鞏固活動（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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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常識科
課程單元

動物和植物
 動植物的生長環境及互
相依存的關係

 植物的生長環境

到公園去
 愛護公園

郊遊樂
 遵守規則，保護環境

環保生活
 自然環境對生活的影響
 保護環境與節省資源的方
法

我愛大自然
 大自然的面貌
 香港常見的動植物
 愛護及保育大自然

年級 小四 小五 小六

常識科
課程單元

生活在地球
 人類和生物在不同氣候
地區的生活

生命的接棒
 生物的多樣性與分類
 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
 關注瀕危物種

資源的泉源
 防止污染，善用資源

適者生存
 生物形態和功能對環境的
適應

 人類活動對大自然的影響
 善用資源及實踐綠色生活

4.學習範疇#：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17）

濕地展覽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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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展覽廊之旅

5.活動簡介

•在活動中，學生能夠學習濕地的基本知識，並透過
參觀濕地展覽廊，了解生活在世界不同濕地中動植
物的適應特徵和習性，培養保護大自然的意識

6.學習目標：

•認識濕地的定義、功能和種類
•認識濕地生物多樣性
•認識動植物的適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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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展覽廊之旅
•教學程序

活動 時間 課堂/活動大綱 教學活動及參觀

參觀前課堂活動 30分鐘 • 認識濕地的定義、功能
和種類

• 「甚麼是濕地?」

「濕地公園–濕
地展覽廊之旅」
參觀活動

60分鐘 • 認識濕地的生態價值
• 認識濕地中的動植物及
牠們的適應特徵和習性

•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濕地展覽廊（濕地
知多少、北地苔原、
熱帶沼澤和香港濕
地）和貝貝之家

參觀後鞏固活動 15分鐘 • 鞏固學生對濕地及其動
植物的認識

• 室內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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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019

參觀前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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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前課堂活動（30分鐘）

「甚麼是濕地?」

學習重點及目標 課堂活動 地點 參考資料
• 引起動機
• 認識濕地的概
念、種類及功
能

• 認識香港濕地
公園

事前準備﹕
• 教師讓同學預先在家中上網搜尋一些
會在濕地見到的動物圖片

學校課室 • 香港濕地公
園資料頁第2
號 –濕地的
功用

• 工作紙1.1 –
這是濕地嗎？

• 工作紙1.2 –
濕地的功用

• 教師先引導同學說出他們心目中濕地
是甚麼模樣，例如濕地有甚麼要素？
在濕地會見到甚麼？

• 請同學完成工作紙1，辨別甚麼是濕地
然後請同學再完成工作紙2，選出各種
濕地的功能

• 由教師說出工作紙答案，介紹濕地的
定義及功能，並簡介香港濕地公園的
背景，讓同學對即將到訪的地方有初
步的概念

• 教師在課堂中抽出幾位同學分享自己
搜集的動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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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濕地？
•濕地就是水陸交接的地方，潮退時水深一般不超過六米。
•廣泛分布於世界各地，擁有眾多野生動植物，是一種獨特和重要的
生態系統

•濕地包括：沼澤、溪流、池塘、濕耕農地、珊瑚礁及紅樹林等

濕地

靜止的水體 流動的水體

永久

鹹水鹹淡水淡水

天然

人工建造 臨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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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人類與濕地

•水是濕地的主要元素
•對一切生物（包括人類）都十分重要
- 生命之源

- 供應日常生活必需品

•保護濕地對保護水資源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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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濕地公園的背景
•於2000年開始工程，2006年峻工

•面積約61公頃，包含人工及天然
濕地，以及世界級的展覽廊

•本港首個主要綠色旅遊設施
•推廣綠色旅遊、環境保護教育、濕地保育

1988 : 魚塘
1990s : 建築物料傾倒點 3 / 2000 10 / 2004

5 / 2006



「香港濕地公園–

濕地展覽廊之旅」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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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濕地展覽廊之旅」
參觀活動（60分鐘）

學習重點及目
標

參觀活動 地點 參考資料

• 認識濕地中
的動植物及
牠們的習性

• 認識濕地的
生態價值

事前準備﹕
• 教師了解濕地的資料（根據此教案及所提
供的參考資料）

• 濕地展覽
廊（濕地
知多少、
北地苔原、
熱帶沼澤
和香港濕
地）

• 貝貝之家

• 香港濕地公園
資料頁第2
號 –
濕地的功用

• 香港濕地公園
資料頁第3
號 –
濕地—野生
生物之家

• 香港濕地公園
資料頁第14
號 –
拉姆薩爾濕地

• 教師先與同學重溫學習內容﹕「甚麼是濕
地」、「濕地的功能」

• 指出參觀活動的目的：學習各種濕地中的
動物

• 透過提問，讓學生觀察濕地生物，教師可
介紹生物適應環境的特徵及習性（教師可
根據此教案，在各個室內參觀點抽選3至4
種生物介紹），並強調濕地的生態價值

• 教師總結參觀活動的學習內容（如重温和
配對當天介紹的生物及其生境），帶出不
同濕地生境對不同生物的重要性，任何濕
地都不應被破壞的信息，鼓勵同學在日常
生活中保育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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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公園建議參觀路線

展覽廊

貝貝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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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廊參觀路線

2. 北地苔原

3. 熱帶沼澤

4. 香港濕地

5. 貝貝之家
1. 濕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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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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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濕地知多少?」講解內容

2. 北地苔原

3. 熱帶沼澤

4. 香港濕地

5. 貝貝之家
1. 濕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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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知多少
• 甚麼是濕地？
• 濕地的功能
• 生命牆
（可一見珍貴動物模型及標本）

• 拉姆薩爾濕地與香港濕地公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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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知多少」展覽廊 –陸地與水
•濕地泛指水陸交接的地方，並以水為基本因素

• 水體可以是靜止或流動
• 可以是永久或季節性
• 可以是人工建造或天然
• 可以是鹹水、淡水或鹹淡水
• 包括沿海地區潮退時水深不高於6米

•全球不同類型的濕地可分為三大類
• 海洋及岸濕地（例如：紅樹林沼澤、珊瑚礁）
• 內陸濕地（例如：河溪、淡水沼澤）
• 人工濕地（例如：魚塘、水耕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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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知多少」展覽廊 –濕地的功能

19

儲存

保護

過濾 供給

庇護



「濕地知多少」展覽廊 –濕地的功能
•儲存

• 濕地如沼澤和湖泊，像一塊吸滿水的巨型
海綿，能儲存水分

•過濾
• 濕地不少植物如蘆葦床就像天然的濾水器，
能過濾水中廢料及污染物，淨化污水

•保護
• 紅樹林能保護海岸線不受大風浪、水浸等
自然現象破壞，生長在河岸的濕地植物也
能抓緊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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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知多少」展覽廊 –濕地的功能
•庇護

• 為眾多生物提供居所及覓食地
• 是超過10萬淡水動物品種的家*

•供給
• 濕地能提供多種食物，如在海邊的海藻及海產，
同時亦為我們提供日用品的原材料

• 超過6.6億人口依賴濕地為生*

*來源: http://www.rams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ibrary/factsheet1_why_should_i_care_0.pdf 21



• 《拉姆薩爾公約》是在1971年2月2日於伊朗拉姆薩爾（Ramsar）簽訂

• 不同國家簽訂《拉姆薩爾公約》，確保濕地得到保護和善用，避免濕地損
失

• 1995年，米埔及后海灣被列入《拉姆薩爾公約》中受保護的重要濕地（香
港濕地公園並不是受公約保護的濕地）

• 香港濕地公園可作為一個緩衝區，以減輕市區發展對米埔內后海灣的衝擊

「濕地知多少」展覽廊–世界各地的濕地

香港濕地公園

天水圍
新市鎮

米埔內后海灣

拉姆薩爾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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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一：綠海龜

1.會在甚麼地方找到我? 2.為甚麼我叫綠海龜?

3.香港可以找到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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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一：綠海龜

1.綠海龜通常在海岸出沒，包括泥灘、沙岸或淺海
珊瑚區等。

2.牠們的食物以海草和海藻為主，食物中的綠色色
素累積在體內脂肪，因而呈現淡綠色，故被稱為
「綠海龜」。

3.香港南丫島的深灣是本港唯一發現綠海龜產卵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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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二：蘇門答臘虎

1.會在甚麼地方找到我?
2.我會游泳嗎?

3.我是大老虎嗎?
4.為何老虎的斑紋會

是直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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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二：蘇門答臘虎

1.蘇門答臘虎居於印尼蘇門答臘島上的原始森林。

2.牠們趾間有蹼，善於游泳。

3.蘇門答臘虎是世上體型最小的老虎。

4.因為老虎主要生活在叢林中，所以這些直條斑
紋是牠們的保護色，以便牠們在樹叢間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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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三：三趾樹懶

1.會在甚麼地方找到我? 2.我每天睡多久?

3.我會吃甚麼?
4.是甚麼原因使我
從樹上爬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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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三：三趾樹懶

1.三趾樹懶生活在中南美洲茂密的熱帶森林。

2.一天平均在樹上睡19小時。

3.牠們以樹為家，吃樹葉、嫩芽和果實。

4.排便。約一週一次。牠們在地面時只能趴著，
以前肢拖著身體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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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四：長鼻猴

1.會在甚麼地方找到我?
2.為甚麼我有長鼻?

3.我會游泳嗎? 4.人類對我有威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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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四：長鼻猴

1.長鼻猴是婆羅洲的特有動物。

2.大鼻子代表牠是雄性，而且鼻子愈大代表年
齡愈大及愈強壯，在族群中的地位也愈高。

3.牠們趾間有蹼，有助於游泳，以躲避在水中
的鱷魚的攻擊。

4.由於人類對木材、牧地、耕地的需求增加，
砍伐了很大面積的熱帶雨林，長鼻猴因此也
面臨滅絕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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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五：玳瑁

1.我是海龜嗎? 2.我的嘴和甲殼有甚麼特別?

3.我的肉有甚麼特別?
4.人類對我有威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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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牆精選生物五：玳瑁

1.玳瑁是現時世界上記錄的七種海龜之一，分
佈於大部分的熱帶海洋。

2.玳瑁特點是嘴部外形像鷹喙及鋸齒邊緣的甲
殼，故又名鷹嘴龜。

3.牠們喜歡吃海綿，不受海綿本身的毒素影響，
而那些毒素往往會積聚在玳瑁肉中。

4.牠們背甲的花紋漂亮，會被人類製成飾物，
因此牠們已面臨滅絕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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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總結
•生命牆的動物（例如：綠海龜、蘇門答臘虎、三趾
樹懶、長鼻猴、玳瑁）都須住在特定類型的濕地

•人類活動令牠們的家園受到破壞

•動物因而失去棲息和尋找食物的地方，對牠們的生
存構成威脅

•為了保護這些數目不斷減少，甚至瀕危的動物，我
們應該一同保護濕地，保護大家的家園



專題展覽廊

34

熱帶沼澤

香港濕地北地苔原



2.「北地苔原」講解內容

2. 北地苔原

3. 熱帶沼澤

4. 香港濕地

5. 貝貝之家
1. 濕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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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苔原
•北地苔原位於北極圈附近的地區
•冬夏是截然不同的環境

•冬天：
- 溫度可低至零下30℃或以下，日照時間很短，黑夜很長，非常寒冷

- 大多數動物都會冬眠，或南遷過冬

•夏天：
- 溫度約20℃，日照可長達24小時

- 各種生物都忙於繁殖及哺育新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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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苔原

•探索北地苔原濕地的生物

•生物適應環境的方法

•生理適應

- 保暖

- 保護色

•進行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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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雪鴞
•雪鴞（音：囂）是強悍的猛禽，牠
們是貓頭鷹的一種

•長滿厚厚的白色羽絨毛，腳部亦被
羽毛覆蓋著，能有效地為身體保暖

•視覺和聽覺十分敏銳，配上強而有
力的爪能讓牠們獵食旅鼠

•與其他貓頭鷹不同，雪鴞主要於白
天捕獵

•牠們每天可獵食7-12隻旅鼠，也會
捕捉其他細小的哺乳類、鳥類及魚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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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色：北極狐
•白色的皮毛形成保護色，可讓牠
們隱身在雪地當中

•保護色能避免被獵物或獵食者發
現，從而增加成功獵食或生存的
機會

•冬天時，北極狐披上厚白的皮毛，
有保暖、防水及隱藏自己的作用

•夏天溶雪時，牠們會換成薄薄的
棕色皮毛

•牠們的主要食物是旅鼠
•具備靈敏的聽力幫助他們尋找積
雪下的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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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苔原精選生物：北美馴鹿

1.我吃甚麼?

2.雌鹿也會有角嗎?

3.我最怕哪一種小動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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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苔原精選生物：北美馴鹿

1.北美馴鹿主要食糧是苔蘚和草。

2.不論雌雄都長有鹿角，雄性的鹿角會較大。

3.蚊子。夏季時蚊子大量繁殖，成年馴鹿可於
1小時內被牠們吸去約1公升血液，所以夏季
時會走上較冷的高地，暫避蚊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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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遷移
•很多候鳥，如黑臉琵鷺都是濕地的
旅行家。牠們會在冬天時，由北方
飛往較溫暖的南方度冬

•苔原的夏天，因為日照長和食物較
豐富，所以候鳥會返回北地苔原繁
殖

•香港位處東亞-澳大利西亞飛行路線
（即是牆上的黃色路線）範圍內，
是其中一個遷徙中途站，所以特別
多候鳥在香港度冬

•由此可見，保護雀鳥需要各國合作。
我們必須好好保護我們的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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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熱帶沼澤」講解內容

2. 北地苔原

3. 熱帶沼澤

4. 香港濕地

5. 貝貝之家
1. 濕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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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

•模擬婆羅洲熱帶雨林沼澤，遊人從水底
走到樹冠，探索當中不同的生物

•泛洪森林是由季節性河水泛濫，樹林被
水淹沒而形成

•泛洪森林的濕地生境，高溫多雨，全年
氣候溫暖而潮濕，全年平均氣溫25-
26℃，植物生長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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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一：龍魚

1.我怎樣照顧幼魚?

2.我的嘴有甚麼特別?

4.人類對我有威脅嗎?3.我可以躍出水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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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一：龍魚

1.龍魚是口孵魚，雌魚產卵後，雄魚會把魚卵含在
口中約2個月直至魚苗孵化，使魚卵不會被其他
獵食者吃掉。這段時期，雄魚會暫停進食。

2.生活在湖泊、沼澤深處和泛洪森林，牠們嘴巴向
上，以掉到水面的昆蟲為食。

3.牠們是跳高能手，能躍出水面達1.5米，捕獵昆
蟲及小型動物。

4.牠們外形優美，因此被人過度捕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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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二：射水魚

1.我如何捕捉獵物?

2.我射水可以射多遠?

3.我可以躍出水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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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二：射水魚

1.射水魚是一種熱帶肉食性的魚類。牠們會向
樹枝上的昆蟲噴水，以擊落獵物跌至水中，
方便進食。

2.牠們眼界非常好，可射擊遠至150厘米外的目
標。

3.除了射水，牠們有時也會躍出水面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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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三：馬來鱷

1.我是鱷魚貝貝的家人嗎? 2.我吃甚麼?

4.我受到甚麼威脅呢?3.會在甚麼地方
找到我?

49



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三：馬來鱷

1.馬來鱷的口鼻比較細長，與屬於灣鱷的貝貝是不
同品種。

2.牠們會吃魚、昆蟲、甲殼類及哺乳類動物。

3.牠們主要生活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淡水沼澤及泛
洪森林。

4.牠們屬於瀕危的動物。伐木、建築和抽乾濕地等
人類活動令牠們的生境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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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四：網紋蟒

1.我有毒嗎?
2.我吃甚麼?

4.人類對我有威脅嗎?3.會在甚麼地方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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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四：網紋蟒

1.網紋蟒，又稱網斑蟒，是世界上最長的蛇之一。
有牙可作攻擊之用，但沒有毒性。主要靠身體
的肌肉纏繞動物至窒息而死，再將整個獵物吞
下。

2.牠們會進食如穿山甲、箭豬、鼷鹿等動物。

3.牠們一般住在東南亞，棲息於溪流附近的叢林。

4.由於網紋蟒表皮的斑紋漂亮，可用來做皮革品；
蛇肉也受到市場歡迎，故此常成為人類捕獵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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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五：小鼷鹿

1.我會在甚麼時候活動?

2.我吃甚麼?

3.我是大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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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沼澤精選生物五：小鼷鹿

1.小鼷鹿在晚上活動以避開日間的獵食者。牠們的
大眼睛可以看清楚黑暗中的事物。特別靈敏的嗅
覺和聽覺有助牠們避開獵食者及尋找食物。

2.主要吃樹上掉下的葉子及果實。

3.小鼷鹿是全世界最小的偶蹄類動物。牠們生活在
低地森林，感到危險時會躲在林下或樹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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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濕地」講解內容

2. 北地苔原

3. 熱帶沼澤

4. 香港濕地

5. 貝貝之家
1. 濕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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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

•認識具代表性、特別保育價值的物
種和了解本港多樣化的濕地生境

•香港面積雖然細小，但位於亞熱帶，
陽光及雨量充沛，濕地類型極多

•香港的地形以山崗和河谷為主，平
坦土地集中在沖積平原及沿岸地帶

•濕地類型包括淡水的河溪、鹹淡水
的紅樹林、鹹水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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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一：香港瘰螈

1.我是爬行類嗎?
2.我肚子有甚麼特別?

3.會在甚麼地方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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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一：香港瘰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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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瘰螈看起來像蜥蜴，但其實和青蛙都是屬於
兩棲類動物。瘰螈幼年時長有手指狀的外鰓，成
年後就會消失，和青蛙不同的是，香港瘰螈長大
後仍然有尾巴。

2.牠們肚子有橙紅色花紋。那些斑紋可作為警告色，
嚇退獵食者。每隻香港瘰螈的花紋都獨一無二，
就像人類的指紋。

3.牠們不是香港獨有物種，在香港及廣東省境內的
山間溪流生活。



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二：金錢龜

1.為甚麼我叫金錢龜?
2.我吃甚麼?

3.為甚麼我的數量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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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二：金錢龜

1.金錢龜又名三線閉殼龜。背甲的三線直紋像古錢
幣圖案，加上古時有把小錢放入龜殼作占卜的習
慣，故取其名。牠們受驚時除了會把頭和四肢縮
進殼內，更會閉上殼邊的蓋，因而得名閉殼龜。

2.生境包括林木繁茂的山溪、水潭和沼澤。待晚上
才出來獵食魚、甲殼類、昆蟲和水生植物。

3.常被捕殺製成傳統中藥 — 龜苓膏，現在數量已
變得非常稀少，是極危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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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三：招潮蟹

1.為甚麼我叫招潮蟹? 2.是不是所有招潮蟹
也有大螯呢?

4.我經常挖洞，
洞穴有甚麼用途?

3.我的大螯和小螯
分別有甚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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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三：招潮蟹

1.牠們喜歡在潮退時出來泥灘覓食，而雄性招潮蟹
在求偶或遇敵時會揮動它的大螯，動作像把潮水
招來，所以被稱為「招潮蟹」。

2.不是。只有雄性的招潮蟹有一大螯一小螯，雌性
則有兩隻小螯。

3.雄性會揮動大螯來嚇退敵人和吸引異性，而小螯
是用來覓食。

4.洞穴是招潮蟹在潮漲或遇到敵人時躲避的地方，
亦是牠們繁殖產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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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四：彈塗魚

1.我究竟是魚類還
是兩棲類?

2.為甚麼我可以
在陸地上呼吸?

3.我在甚麼時候
才會跳躍?

4.為甚麼我的眼睛
生長在頭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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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四：彈塗魚

1. 彈塗魚是住在的泥灘的魚類。牠們用鰓呼吸，也
有一般魚類擁有的魚鱗、魚鰭、魚尾等特徵。

2. 因為彈塗魚的腮有一腔室，可以短暫儲存水分或

氣體供陸地上呼吸用，正如我們也可屏氣短暫留

在水底一樣。另外，濕潤的皮膚也可以幫助牠們

在陸地上呼吸。

3. 牠們會跳躍嚇退入侵者，或在繁殖期時吸引異性。

4. 牠們的眼睛生長在頭頂，可讓牠較容易發現天上
的捕食者（例如雀鳥），並及時逃走或躲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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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五：馬蹄蟹

1.我喜歡躲藏在哪裏? 2.我是蟹嗎?

4.我面對甚麼威脅?3.我的血是甚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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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濕地精選生物五：馬蹄蟹

1.馬蹄蟹居住在沿海的泥灘，喜歡埋藏在沙泥裡，
保護自己。

2.牠們並非真的蟹，而是蜘蛛和蠍子的近親。馬蹄
蟹早在三億年前已出現，其形態至今沒有太大改
變，故被譽為「活化石」。

3.牠們的血是藍色，可用作測試醫藥產品是否受細
菌感染。

4.因城市發展，填海工程會破壞沿海生境，對牠們
的生存構成很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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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貝貝之家」講解內容

2. 北地苔原

3. 熱帶沼澤

4. 香港濕地

5. 貝貝之家
1. 濕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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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貝之家：鱷魚貝貝

1.我是甚麼品種的鱷魚? 2.我怕熱嗎?

4.我會吃甚麼?
3.我是如何捕捉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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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貝之家：鱷魚貝貝

1.鱷魚貝貝是雌性的灣鱷，今年大約18歲（2018
年），身長約2.7米。

2.灣鱷屬於爬行類動物，是變溫動物的一種，即身
體的溫度會隨環境而變化。白天天氣較熱時，貝
貝的體溫隨此升高。因此牠便留在水中消暑或在
植物下張開嘴巴散熱乘涼。

3.灣鱷捕獵時採取伏擊，以用最少的體力消耗來捕
捉獵物，所以牠的活動量不大。

4.貝貝每星期只吃一餐，主要是冰鮮雞和魚， 冬
天甚至兩個星期才吃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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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貝補充資料
為甚麼叫「貝貝」？

•鱷魚貝貝在2003年於元朗山貝河被人發現

•為免市民受到傷害，漁農自然護理署捕獲鱷魚貝貝
•於2006年，鱷魚貝貝遷入貝貝之家

•在一個命名比賽中「貝貝」這個名字有趣和易記，更有「寶
貝」的意思，適合形容這條來自山貝河的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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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濕地是世界上最多元化和具生
產力的生態系統

•濕地亦為人類和野生動物提供
了糧食和水資源

•濕地是眾多動物的家園，濕地
動物為了適應濕地的環境，發
展出不同的習性和身體特徵

•一旦濕地的類型減少，甚至消
失，除了動物未必能適應環境
的轉變而導致絕種，人類也要
面對糧食和資源不足的危機，
所以人類是不能獨善其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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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濕地?
•參觀濕地時：

- 帶走垃圾及避免污染水源

•避免購買來自瀕危物種的產品

- 如玳瑁飾物、魚翅、虎皮等

•少用紙張

•在日常生活中珍惜水源，例如：

- 將每次淋浴的時間縮短1分鐘=>慳10升水

- 刷牙和洗手時，不長開水龍頭=>慳5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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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後鞏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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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後鞏固活動（15分鐘）

學習重點及目標 課堂活動 地點 參考資料
• 鞏固學生對濕
地中的動植物
的認識

• 訓練學生的手
眼協調

• 濕地的重要性

• 教師先引導同學說出在香港濕地公園參觀
時，觀察了甚麼動物？或哪一種動物令其
最深刻？

• 再引導同學回想該動物居住在甚麼類型的
濕地；牠是甚麼模樣或有甚麼特徵讓牠適
應其生境 ; 為甚麼這些濕地生境那麼重要?

• 請同學完成工作紙3
• 利用參加香港濕地公園「濕地自遊賞」派
發的立體摺紙或於香港濕地公園網頁下載
摺紙，摺出不同的動物，如招潮蟹及鱷魚

學校課室 • 香港濕地
公園網頁
的立體摺
紙

74



參考資料
• 香港濕地公園資料頁 第二號 <<濕地的功用>>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Factsheet%202.pdf

• 香港濕地公園資料頁 第三號 <<濕地 — 野生生物之家>>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Factsheet%203.pdf

• 香港濕地公園資料頁 第十四號 <<拉姆薩爾濕地>>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Factsheet%2014.pdf

• 工作紙1.1 – 這是濕地嗎？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Worksheet_1_1_Chi.pdf

• 工作紙1.2 –濕地的功用
http://www.wetlandpark.gov.hk/images/wcms/Worksheet_1_2_Chi.pdf

• 香港濕地公園立體摺紙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tc/download/gadgets-3d-origami

• Wetlands: why should I care?
http://www.rams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ibrary/factsheet1_why_should_i_care_
0.pdf

• 小學常識科課程指引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curriculum-
docu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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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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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擇日期及時間
• 香港濕地公園開放時間：

• 10:00–17:00（除假日外，星期二關閉）

(售票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正)

• 放映室影片播放*

*備註：放映室影片播放可參閱公園網站的「 活動日誌 」

(https://www.wetlandpark.gov.hk/tc)及放映室外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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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觀方式
自行參觀

網上訂票 /即時購票 濕地自遊賞



「濕地自遊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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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借用
•免費教具借用服務，教師可在帶領活動當日使用

動物拼圖 是日午餐（食物鏈活動） 紅樹林潮汐A3圖片

導賞用動植物A4圖冊 生物/雀鳥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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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觀安排
• 分組
- 建議每位老師帶領不多於25位學生

• 用膳
- 需自行安排午餐

- 可飲食：訪客中心中庭

及二樓觀景廊

- 訂餐：訪客中心地下餐廳

（電話：2617 2030）

• 請勿野餐

• 保持場地清潔

中庭

二樓觀景廊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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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場地安排
•場地租借

•多用途室 1︰50人

•多用途室 2︰50人

•放映室︰200人

多用途室 2 放映室多用途室 1

訪客設施

可供租用設施



參觀守則

•保持安靜
•不要在展館內追逐嬉戲
•不要拍打玻璃
•在室內拍照前，先關掉閃光燈
•不要觸摸室內展覽廊內的標本
•不可拿取任何動植物樣本
•要注意其他訪客，例如：小孩、長者及輪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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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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