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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
小男孩住在海邊的燈塔，整個海灘都是他們的遊樂場，他會在沙灘上撿拾貝
殼、抓魚，大海好像藏滿了無盡的寶藏，等待他們去發掘。
有一天，狂風巨浪來襲，大家都躲回家裡去了，只剩下明亮的燈塔指引船隻
順利回航。
隔天早上，沙灘上出現了一個令人驚奇的訪客！原來是一隻比人還要大好幾
十倍的大章魚！大章魚全身上下都被魚網團團綁住，一動也不能動，最後，
大家合力幫大章魚解圍送回大海。

學習目標
1. 能觀察插圖，創作故事中相關詞語、句子及故事內容
2. 探索塑膠垃圾對海洋環境的破壞
3. 了解過度捕撈魚類對海洋的影響
4. 能分享觀察海旁環境的所見所聞
5. 喚起對海洋生態的重視
6. 培養保護大自然環境的態度
7. 學習欣賞海洋及自然生態

句式
1. 海灘上有______。
2. 海洋裏有______。
3. 我喜歡在海灘______。

名詞
「海灘」、「燈塔」、「船」、「海鷗」、「海豚」、「海星」、
「水母」、「貝殼」、「章魚」、「海洋」、「螃蟹」

情緒詞語
「生氣」、「驚訝」、「害怕」、「擔心」、「平靜」



繪本《藍海驚奇》中，老師與幼兒一起看故事中的插圖，在「無字」的限制下，
啟發了幼兒的想象空間，嘗試根據圖畫內容創作詞語。

呢度係燈塔。 呢隻係海鷗。

呢隻係船。 呢條係鯨魚。

呢度係沙灘。 呢隻係海獅。



老師與幼兒重溫故事《藍海驚奇》後，幼兒分享他們喜歡的海灘活動。

我喜歡在海灘曬太陽。

我喜歡在海灘看書。

我喜歡在海灘游泳。

我喜歡在海灘曬太陽。

我喜歡在海灘玩波。

我喜歡在海灘堆沙。

我喜歡在海灘拾貝殼。



老師請幼兒把海洋動物分別以4個或5個為一組圈起來。



為了能喚起幼兒對海洋生態的關注，老師請他們搜集有關海洋及海洋動物的新聞回
校作分享及討論。

鯨魚媽媽條尾俾漁網纏住咗，
鯨魚BB上水叫人幫手救媽媽。

海龜誤食咗好多膠袋落肚。

俄羅斯有好多隻海豹死咗。
呢隻海龜唔小心食咗膠手套啊!

有好多人做義工去唔同
嘅沙灘執垃圾。

沙灘有好多木條垃圾，救生
員叔叔幫手清潔。



分享有關海洋的報導後，老師與幼兒一起認識塑膠垃圾及探討塑膠垃圾對海洋動物
造成的影響及海洋環境的破壞。

啲垃圾壓住哂啲動物啦!

鯨魚會亂咁食啲膠袋㗎!

依家個海洋變得好污糟啊!



透過觀看影片和小組討論，幼兒從而知道海洋動物和海洋環境受塑膠垃
圾所困擾，看看他們介紹如何從源頭解決海洋垃圾的問題！

我哋可以幫忙清潔沙灘。
我哋唔好掉垃圾落沙灘。

我哋要用少啲塑膠物品，
例如﹕膠袋、膠樽、膠叉。

出街可以用毛巾，
用少啲紙巾。

呢個沙灘有好多好多垃圾啊。海龜俾漁網纏住咗
出唔返嚟!



老師帶幼兒到石澳進行清潔沙灘的活動，兩組幼兒分別清理沙灘的垃圾，如﹕食
物包裝紙、膠樽蓋，和透過五感體驗海灘的環境。

我執到膠羹啊!

我執到樽蓋啊!



《藍海驚奇》是一本無字的書，讓幼兒發揮創意創作故事，故老師與幼兒一起合作，
與幼兒討論故事情節，然後進行表演!





總結

⚫ 《藍海驚奇》是一本『無字』的繪本故事，在了解故事情節
前，老師先讓幼兒觀察故事插圖，然後請他們把觀察到的創
作詞語如：燈塔、海灘、大章魚等。
此外，老師亦與幼兒進行「故事分享」，透過他們的想像力
講述《藍海驚奇》的故事情節。由幼兒自行描述故事，能提
升他們的創作力及語言表達能力。

⚫ 透過討論圖片和觀看影片，引起幼兒對海洋環境及海洋動物
的關注，知道海洋垃圾時對海洋生態的破壞和污染（如魚類
或海龜誤食膠袋）。此外，老師請幼兒搜集有關海洋或海洋
動物的新聞回校進行分享，從而讓他們知道有關海洋動物的
報導都會在世界和地發生。
老師亦讓幼兒初步認識「過度捕魚」的概念，以知道「過度
捕魚」對海洋動物的生命及居住環境的影響。

⚫ 老師模擬製造塑膠垃圾掉進海洋的情境，讓幼兒有更真實的
體驗，他們對於被污染的海洋感到驚訝、傷心及生氣的情緒，
從而認識不同的情緒詞語。

⚫ 老師將幼兒分成幾個小組，討論海洋動物和環境所面臨的問
題。透過小組討論，幼兒知道塑膠垃圾對環境和海洋動物造
成很大的破壞，然後請他們思考如何解決海洋垃圾的問題。

⚫ 透過清潔石澳泳灘，幼兒發現沙灘有不同類型的垃圾隨處可
見，例如﹕煙頭、食物包膠紙、膠樽蓋、膠繩等。此外，淨
灘活動讓幼兒知道保護美麗的海洋應由從小開始!

⚫ 無字的《藍海驚奇》讓幼兒發揮小宇宙，創作故事情節，從
而進行小小海洋劇場。幼兒都很認真演譯每一個角色，清楚
自己的角色崗位，觀眾亦看得投入，值得稱讚!



環保天使
你帶、我帶購物袋，
齊齊上街買東西。
你要、我要買禮物，

少一點包裝，
多一點心意。

即棄餐具請少用，
食物好味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你愛、我愛垃圾少，
環境清新多優美。

Animals In The Ocean 
The sharks in the ocean go chomp, chomp, chomp x3  
The sharks in the ocean go chomp, chomp, chomp, 
chomp, chomp, chomp 

The turtles on the ocean go snap, snap, snap, x3 
The turtles in the ocean go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 snap

The crabs in the ocean go click, click, click, x3 
The crabs in the ocean go,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The jellyfish in the ocean go wibble, wobble, wibble, x3
The jellyfish in the ocean go wibble, wobble, wibble, 
wibble, wobble, wibble

The clams in the ocean go open and shut, x3
The clams in the ocean go open and shut, open and shut 

The seahorse in the ocean rocks back and forth x3
The seahorse in the ocean rocks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環保節奏樂
齊來叮呀叮呀
叮呀三角鈴，
齊來拍呀拍呀
拍響這個鼓，
齊來躂呀躂呀
躂呀響板，
打呀打呀

打響節奏棒！

影子朋友
有個好朋友，總愛跟著我，

陽光之下一起玩，
陰天不見它。

有個好朋友，總愛跟著我，
我跳，它跳，

我跳跳，它跳跳，
猜一猜，找一找，
誰是我的好朋友。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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