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5/6 20/6-21/6 15/6 26/6-27/6 27/6 26/6 

互動講座 參觀展覽 話劇表演 集體遊戲 教育劇場 情景模擬活動 

      

 

前問卷 (請學生於活動舉行前完成)(學生可開新一頁，將登入名及密碼複製並貼上) 

 網頁： http://mslpsc.wwf.org.hk/ 

登入名： QEFS6COW 

 密碼： WWFQ1617@S6 

 

後問卷（請學生於 27/6 後完成）（不需要登入） 

  四年級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4_Post 

二年級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2_Post 五年級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5_Post 

三年級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3_Post 六年級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6_Post 

同

大自然教室 

活動問卷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1fjvBUJ5YfkS0JlQWVRNVFndVk
http://mslpsc.wwf.org.hk/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4_Post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2_Post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5_Post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3_Post
https://zh.surveymonkey.com/r/S6COW_P6_Post
http://aero.dcfwms.edu.hk/~tangkt/nature/guardians.pdf
https://docs.google.com/a/dcfwms.edu.hk/forms/d/e/1FAIpQLSdquyQnVzuE1_TbcAcgI8Qf7OUHvsk40k8cqF8YCUgbJSHeCw/viewform?usp=sf_link


學們可直接按網頁連結進入網頁，或將連結複製到瀏覽器，或搜尋網頁名稱或關鍵字。 

同學們能於校內、公共圖書館或各大書店內找到部分參考書，如有疑問，可找鄧家棟老師。 

植物 動物 其他生物 天文地理 

百科或輔助網頁 相關組織 自學影片 自學程式 

 

植物  

網頁名稱 網頁連結 簡介 

植物知多少 http://icontent.nkps.tp.edu.tw/EarthSci/swfobject/index.html  

植物型態 http://www.nkps.tp.edu.tw/00075/plant1.htm  

認識植物 http://kplant.biodiv.tw/index.htm  

認識植物 http://web.mhups.tp.edu.tw/school_plant/plant_knowledge/index.html  

柴娃娃植物網 http://hkcww.org/hkplant/main.htm  

香港野花網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hkwildflower/  

樹木谷 http://www.hktree.com/  

尋找綠精靈 http://mail.lsps.tp.edu.tw/~edith/  

雜草科學網 http://wendar.wixsite.com/weedecologyfunction/untitled-ct2p  

香港植物標本室 http://herbarium.gov.hk/home.aspx  

中國植物圖像庫 http://www.plantphoto.cn/special  

農業知識入口網 http://kmweb.coa.gov.tw/mobile/  

植物參考書 (有興趣時向鄧老師借閱) 

 

香港市區 

樹木圖鑑 

 

植物學圖典 
 

香港野外 

樹木圖鑑 

 

蕨類入門 

 

香港有趣植物 

 

 

 

 

 

 

 

 

 

 

 

按

我

回

頁

頂 

http://icontent.nkps.tp.edu.tw/EarthSci/swfobject/index.html
http://www.nkps.tp.edu.tw/00075/plant1.htm
http://kplant.biodiv.tw/index.htm
http://web.mhups.tp.edu.tw/school_plant/plant_knowledge/index.html
http://hkcww.org/hkplant/main.htm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hkwildflower/
http://www.hktree.com/
http://mail.lsps.tp.edu.tw/~edith/
http://wendar.wixsite.com/weedecologyfunction/untitled-ct2p
http://herbarium.gov.hk/home.aspx
http://www.plantphoto.cn/special
http://kmweb.coa.gov.tw/mobile/


動物（包括昆蟲、雀鳥、魚類等）  

網頁名稱 網頁連結 簡介 

昆蟲資料 http://icontent.nkps.tp.edu.tw/insectinfo/index.htm  

嘎嘎昆蟲網 http://gaga.biodiv.tw/  

香港昆蟲圖鑑 http://hkis.info/book/index.html  

香港蝴蝶網 http://butterflyclub.greenpower.org.hk/chi/  

香港蝴蝶圖鑑 http://www.fotop.net/shun/shun34  

香港蝴蝶 http://old.hkls.org/butterfliesc.html  

數蝶 http://www.butterfly.org.tw/butterflycount/ 常見蝶種辨識指引 

香港常見鳥類 http://www.lcsd.gov.hk/tc/green/birds/overview.html  

鳥鳴集 http://www.hkbws.org.hk/web/chi/bird_call.htm  

中國鳥類圖鑑 http://today.to/cn/family.html  

台灣海洋生態資訊學習網 http://study.nmmba.gov.tw/CP.aspx?TabID=35  

香港魚網 http://www.hk-fish.net/chi/index.htm  

臺灣常見經濟性水產 http://www.fa.gov.tw/fisheasy/ebook/fishlibrary/ 動植物圖鑑 

動物參考書 (有興趣時向鄧老師借閱) 

 

動物百科全書 

 

鳥類圖鑑 

 

昆蟲圖鑑 

 

魚類圖鑑 

 

與香港樹木有密

切關係的昆蟲 

 

香港蜘蛛及昆蟲圖鑑 

 
改變歷史的 50 種動植物 

 
香港觀蝶入門手冊 

遇到危險動物時

的求生祕技 

各種香港昆蟲、兩棲及爬行類圖鑑 各種香港生物蟲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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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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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content.nkps.tp.edu.tw/insectinfo/index.htm
http://gaga.biodiv.tw/
http://hkis.info/book/index.html
http://butterflyclub.greenpower.org.hk/chi/
http://www.fotop.net/shun/shun34
http://old.hkls.org/butterfliesc.html
http://www.butterfly.org.tw/butterflycount/
http://www.lcsd.gov.hk/tc/green/birds/overview.html
http://www.hkbws.org.hk/web/chi/bird_call.htm
http://today.to/cn/family.html
http://study.nmmba.gov.tw/CP.aspx?TabID=35
http://www.hk-fish.net/chi/index.htm
http://www.fa.gov.tw/fisheasy/ebook/fishlibrary/


生物或生命  

網頁名稱 網頁連結 簡介 

臺灣生命大百科 http://eol.taibif.tw/  

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館 http://digimuse.nmns.edu.tw/portal/  

蜜蜂老師的部落格 http://blog.yam.com/tp6g4/article/29257847 大量各式生物圖鑑！ 

自然系圖鑑 http://naturesys.com/  

延陵科學綜合室 http://www.ngensis.com/  

台灣物種名錄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查詢物種分類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http://www.tbn.org.tw/BiologicalInformation/ClassificationStatisticsIndex 尋找物種資料 

部須教科書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junior/bio/tc_wc/textbook/textbook00.htm 國民中學生物教科書 

高中生物 http://210.60.246.140/bio/new_page_2.htm  

生物多樣性 http://www.ied.edu.hk/has/bio/dlo/introd/index.htm 簡單的生物概念 

生物科技面面觀 http://biotech.nstm.gov.tw/home.asp  

真菌 http://web2.nmns.edu.tw/fungi/  

香港水族網 http://www.hkfishbook.com/  

 

氣候、天文、地理、地質  

網頁名稱 網頁連結 簡介 

小小天文台 http://kids.weather.gov.hk/V2/wx4k_index_c.htm  

氣象冷知識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dhEGSPvUGVuK7fZUxHKzv51Y_2hy_hW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tw/V7/ 台灣網頁 

天文台教育資源 http://www.hko.gov.hk/education/edu_uc.htm  

坐井會 http://www.skyobserver.org/ 天文活動 

地理入門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site-index-topic.htm  

香港地質公園 http://www.geopark.gov.hk/  

化石講場 http://www.fossilshk.com/index.html 有關香港化石及古生物 

自然科學及環保知識參考書 (有興趣時向鄧老師借閱) 

 

賞雲日誌 

(氣候) 

 

進化論及生態系 

 

自然及生態 

 

地球全史及生命的演化 

 
天文學 

 

香港地質 

 

岩石及化石 

 

環保知識及自然通識 

 

按

我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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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http://eol.taibif.tw/
http://digimuse.nmns.edu.tw/portal/
http://blog.yam.com/tp6g4/article/29257847
http://naturesys.com/
http://www.ngensis.com/
http://taibnet.sinica.edu.tw/home.php
http://www.tbn.org.tw/BiologicalInformation/ClassificationStatisticsIndex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junior/bio/tc_wc/textbook/textbook00.htm
http://210.60.246.140/bio/new_page_2.htm
http://www.ied.edu.hk/has/bio/dlo/introd/index.htm
http://biotech.nstm.gov.tw/home.asp
http://web2.nmns.edu.tw/fungi/
http://www.hkfishbook.com/
http://kids.weather.gov.hk/V2/wx4k_index_c.htm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BdhEGSPvUGVuK7fZUxHKzv51Y_2hy_hW
http://www.cwb.gov.tw/V7/
http://www.hko.gov.hk/education/edu_uc.htm
http://www.skyobserver.org/
http://ihouse.hkedcity.net/~hm1203/site-index-topic.htm
http://www.geopark.gov.hk/
http://www.fossilshk.com/index.html


百科全書或其他輔助網頁 

網頁名稱 網頁連結 簡介 

教育雲 https://market.cloud.edu.tw/  

攝影入門 http://www.fotobeginner.com/  

遠足香港 http://www.hike.hk/load.jsp?route=cloudy&page=4  

倉頡輸入法 http://www.ecj.hk/cjdict/cjdict.aspx 查詢倉頡碼 

粵語審音配詞字庫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Canton/ 查詢讀音 

 

政府部門或非政府組織 

網頁名稱 網頁連結 簡介 

漁農自然護理署 http://www.afcd.gov.hk/cindex.html  

環境保護署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top.html  

香港天文台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  

香港濕地公園 http://www.wetlandpark.gov.hk/tc/index.asp  

香港觀鳥會 http://www.hkbws.org.hk/  

環保觸覺 http://greensense.org.hk/  

綠色力量 http://www.greenpower.org.hk/  

 

自學影片/電台節目頻道 

影片名稱 影片連結 簡介 

昆蟲捉迷藏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gAweye8Ud7WAStjiYkbhccZCZOFPFgl  

香港地質公園 https://www.youtube.com/user/hkgeopark/videos?view=0&sort=dd&shelf_id=1  

山水搜記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uwJy35eAVaIkcvGxeQh7-gN_SNF5uxOZ  

愛心動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TAFXPlDUk  

三隻小蟲點燈趣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gAweye8Ud5WQFRdWj_n5sGB4Cqg448s  

用心看世界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8243B671CEBBE11  

香港生態遊 http://rthk.hk/elearning/ecotour/  

RTHK節目重溫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index.php?c=tv&m=archive  

呼叫妙博士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RXo9uWhWMA1dVyzQUaPIH4  

冷知識大搜查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A061F0B1E1DA3D9  

 

自學程式推介 (ios 或 Android) 

 
香港常見鳥類 

 
香港蝴蝶圖鑑 

 
我的天文台 

 
星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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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rket.cloud.edu.tw/
http://www.fotobeginner.com/
http://www.hike.hk/load.jsp?route=cloudy&page=4
http://www.ecj.hk/cjdict/cjdict.aspx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Canton/
http://www.afcd.gov.hk/cindex.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top.html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
http://www.wetlandpark.gov.hk/tc/index.asp
http://www.hkbws.org.hk/
http://greensense.org.hk/
http://www.greenpower.org.h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gAweye8Ud7WAStjiYkbhccZCZOFPFgl
https://www.youtube.com/user/hkgeopark/videos?view=0&sort=dd&shelf_id=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uwJy35eAVaIkcvGxeQh7-gN_SNF5uxO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TAFXPlDU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gAweye8Ud5WQFRdWj_n5sGB4Cqg448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8243B671CEBBE11
http://rthk.hk/elearning/ecotour/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index.php?c=tv&m=archiv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fJOvcvKb2RXo9uWhWMA1dVyzQUaPIH4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1A061F0B1E1DA3D9


             

主辦：    支持機構：   

 

你對以下哪一個課程有興趣？ 

 

 

參考網頁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webcourse/ 

 

如有興趣參與，請親身向鄧家棟老師報名 

 

 

 

很喜歡網上自學嗎？ 

你可以報名參加 

「網上資優課程 2016/17」。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webcou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