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樂小蜜蜂及小女童軍組 

導師: 趙明明

教育部經理

關懷動物教室	



  動物福利概念 	



五種基本生存原素	

1)  免受飢餓、營養不良 – 食物

2)  免於因環境而承受痛苦 – 居住環境

3)  免受痛苦及傷病      - 定期防疫注射                  

4)  能表達天性 –足夠空間及設施

5)  免受恐懼同壓力 – 避免精神上的壓力

中學 
1.1章 



免受飢餓、營養不良 

有什麼問題? 



免於因環境而承受痛苦 

有什麼問題?  



免受痛苦及傷病 

有什麼問題?  



能表達天性 

有什麼問題?  



能表達自然行為 

有什麼問題?  



免受恐懼同壓力  

有什麼問題?  



加強學生基本概念 

建議活動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猜一猜, 動物喜歡那一張? 



概覽五個基本自由 

- 可以了解動物在動物園的生活 

- 及動物表演的生涯             



http://simple.wikipedia.org/wiki/Zoo 

 一:指把一些野生或外來動物放於圍欄之類的地方內，供公
眾觀賞的地方設施

什麼是動物園?  

動物應該被放在動物園嗎? 



應該	 不應該	

動物園為是具教育意義的，
因為可讓人類觀看野生動
物及認識他們的行為。

人類可以觀看野生動物紀
錄片仍學習之用。

動物園可幫助及保育瀕危
動物免被殺。動物如老虎
及熊貓可以安全地在動物
園居住。 他們可以協助保
育 一些稀有的動物。

很多情況下出現的是被囚
的動物作繁殖後，很多動
物作野外釋放時，因路程
的關係而死亡。

動物應該被放在動物園嗎? 



應該	 不應該	

人們喜歡到動物園探望野生動
物。

動物是自由自在的。牠們
不應被困及作為人類娛樂
的展覽品。

動物被照顧及飼養。牠們
不用為食物而作獵食。

牠們不是自然的生活; 可
能生活在一個不適合的天
氣或吃一些不合適的食物。

現代化的動物園有好的設
施，空間充足並且與動物
的自然環境相近。

動物被困在一個狹小籠裡， 
缺乏空間活動及沒有足夠
的餵飼。

動物應該被放在動物園嗎? 



  設計一個理想的動物園 

建議的活動  



我們應否利用動物作娛樂之用? 

野生動物是生活在野外的。  
牠們應否被困而作娛樂之用?  
利用動物作娛樂是否殘忍? 以下的圖片有問題嗎? 



動物基本概念 

1)  認識動物王國包括寵物、野生動物與農場動物
的分別

2)  認識牠們的生命周期

3)  認識牠們的棲息地及生存的需要	

快樂小蜜蜂 



第一部份 – 動物王國	

第一部份	

• 了解寵物、野生動物與農場動物之間的
分別 

小學   1.1 章



探討動物與人類的關係 









工作紙	

•  寵物 
   寵物作為人類的伙伴，人類需要作為寵物的伙伴
和愛護寵物。人類有責任照顧寵物。

•  農場動物
   人類飼養農場動物是為了獲取食物和製造其他供
人使用的產品，或用來協助工作，如牛隻幫助推
動機器。人類有責任照顧牠們。

•  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可以照顧自己。人類應該避免騷擾牠們。



活動建議 	

•  鼓勵學員把動物分組 



責任 

生命周期 



快樂小蜜蜂 
第二部份	
•  認識動物的生命週期 
•  活動 -請同學各自帶備四張相片，以展示他
們從嬰兒到現在的成長過程。相片應包括初
生嬰兒時拍的、學走路時拍的、入學時拍的
和近照。 

小學部份: 2.1章



嬰兒

學走路 

小童

成人 

人類生命周期 

長者 青少年

人類和動物生周期的比較 



2.1  動物的生命週期 
主題： 動物的生命週期 ─ 人類與動物的比較
目標： 了解人類及動物都有生命週期―幼兒成長，生

                           兒育女，但彼此的平均壽命則不同
級別： 小一至小三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前準備：請同學各自帶備四張相片，以展示他們從嬰兒到現在的成長 
過程。相片應包括初生嬰兒時拍的、學走路時拍的、入學時拍的和
近照。

課堂編排分鐘派發工作紙之活動(一)，進行課堂活動。讓同學按時間先
後順序排出帶來的相片。 5(分鐘) 

利用電腦簡報開始課堂討論：身體和運動功能的成長過程。在不同的成
長階段中，您可以做一些什麼活動？在每個階段裡，您的身體有什
麼轉變？15 (分鐘) 

派發有關青蛙生命週期的工作紙。15 (分鐘)
利用同一電腦簡報講解青蛙的生命週期，和其他動物的生命週期。15 

(分鐘) 



我的成長	





5個月之下 – 幼犬

 5個月上之上 – 年青的伋狗隻 

1 至 4歲 – 成犬

7 – 8歲或以上 – 老年犬

人類的生命周期與狗隻的比較  

2.2 寵物的生命週期 ─ 成長篇 

嬰兒  幼童   兒童  青年   成人  長者 
                      

幼犬  少年犬      成年犬                 高齡
犬



生命周期 

•    與植物一樣，所有動物需繁殖，製造新  
生命。 牠們成長後再製造新生命，循環不
息。
•    生命周期在植物或動物中出現。

小學部份  
   2.2, 2.3, 4.3 章



雀鳥的生命周期  

蛋

從蛋中孵出 

小雞仔 
成年的雞

人類的生命周期與動物的比較 



青蛙的生命周期 • 青蛙會在一
月至三月到
淺水的池塘
產卵

• 第 7 – 14 天，
在卵中的小蝌
蚪長出尾巴

• 第 5 – 8 星
期小蝌蚪長出
細小的後腿

• 第 10 – 12 星
期小蝌蚪長出一
對前腳，小蝌蚪
的尾巴慢慢縮
短, 開始越來越
像一隻青蛙了! 

•  若食物充足及水溫適
宜，青蛙會在第 12 – 
16 星期完成發育

人類的生命周期與動物的比較 



你在不同成長階段中做什麼?  

•  你何時學懂行路、說話及飲食? 
•  你有什麼東西是你父母替你完成? 
你現在環需要父母的幫忙嗎?

人類的生命周期與動物的比較 



•  你的高度和體重是否永遠不變呢?  
•  你認為什麼使你長高及變重?  
•  你是否會永遠不斷的成長呢?  

你的身體在不同階段有什麼變化? 

人類的生命周期與動物的比較 



2.2  動物的生命週期 
主題：  寵物的生命週期 ─ 成長篇 
目標：  認識初生動物及其名稱，了解其生命周期，讓同學  

                         懂得尊重所有動物 的生命。
級別：  小一至小三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堂編排 分鐘 
派發工作紙（一）之活動(一)。 
請同學完成活動(一)，並一同核對答案。 

15 

使用電腦簡報完成以下討論： 
初生動物的需要                                        

   10 

動物的壽命 10 



 > 30 年

18 個月至 2 年 6 至 8 年

12 至 16 年

平均壽命 

*小型犬的壽命一般比大型犬的較長，其平均壽命可達15至16年。 

6 至 8 年

12 至16 年*

2.2 寵物的生命週期 ─ 成長篇 



寵物 張開眼睛
(天) 

進入斷奶
／獨立的
時期 (星
期) 

進入發
育成熟
和繁殖
的時期 
( 月) 

懷孕／孵
化期 

平均每
次生產
數量 

平均壽
命 

 狗* 10 - 16  5 - 7   6 - 14 56 -  60 5 - 10 12 
貓 8 - 14 7 6 - 9 63 4 - 6 12 - 16 
倉鼠 12 - 18 3 - 4 3-5 

weeks 
16 - 21 5 - 8 1.5 -  2 

 兔 10 - 12 8 6 28-31 6 6-8 
龍貓  出世時 

出世時 
8-12 9-15 111 2 8-10 

天竺鼠 出世時 3 4 
weeks 

65 - 70 2-3 4-6 

長尾鸚鵡 8 -14 5 4 18 4-6 5-10 

2.2 寵物的生命週期 ─ 成長篇 



2.3  動物的生命週期 
主題：  個別寵物的生命週期 
目標：  讓同學了解個別寵物的生命週期，和明白照顧寵物的責任及承擔。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堂編排 分
鐘 

派發工作紙之活動(一)。 5 
利用電腦簡報《動物的生命週期》開始課堂討論。 20 
讓同學完成所有工作紙。 10 



- 找出初生動物名稱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小雞

蝌蚪 

毛蟲 

小鴨 

小狗 

小貓 

找出牠們的名稱 

初生動物的需要 



初生動物的需要 

溫柔
的對
待 

還有什麼? 

舒適的床 



責任



-  先計劃好才把寵物帶回家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當您的寵物進入老年期的時候，您自己生活上將有哪些改變呢？試列舉出來。 

寵物 平均壽命 
(年齡) 

你現在的歲數 
(假如你開始i飼

養) 

當寵物進入老年
期的時候，您
的年齡是多少？ 

    狗－大型

　  －小型 
12   

15 – 16 
+ = 

貓 16 + = 

倉鼠 2 + = 
兔 8 + = 

龍貓 10 + = 

天竺鼠 6 + = 
彩鳳 10 + = 

•  你與寵物的將來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快樂小蜜蜂 
第三部份	

•  認識動物的棲息地及生存的基本需要 

小學部份 4.1章



主題：  棲息地和生存的基本需要  
目標：  了解動物求生技能，從而認識到不同的棲息地如何為動物提供基 

               本的需要。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堂準備：在課室不同角落放上代表不同需要的圖畫咭，其中包括代表 

                 「 水」的一瓶水、代表「食物」的三文治或水果，以及代表 
                  「家」的家居模型或魚缸。

課堂編排 分鐘 
派發工作紙，請同學試想想並畫出生存的五種基本需要 10 
《我找……》遊戲 10 
總結：甚麼是棲息地？為何我們缺少了任何一種生存原
素就無法生存？ 

15 

4.1  動物需要多少的照顧？



基本的需要 





需要的認識 	

小學部份
  4.2 章

      第一部份
      認識寵物的需要及動物的五人個自由 

      第二部份的 
      認識伴侶動物的生命周期及怎樣選擇合適的寵物 

      第三部份
      認識動物的行為表現

      第四部份 
      人類的活動與環境的關係	

       第五部份	
       你可以怎樣幫助動物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目的:  

•   讓小女童軍明白飼養動物絕不簡單，
    並且需要很多責任	

•   在飼養寵物前，需認識動物的需要
  才可作出決定 



4.2 動物需要多少的照顧？ 
主題：  寵物的需要 
目標：  了解個別寵物的需要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堂編排 分鐘 

討論個別寵物的需要 5 

課堂活動 20 

總結各種寵物個別的需要 10 



你想飼養寵物嗎? 

你認識牠們及了解牠的需要嗎? 

你準備好了沒有? 

4.2 寵物的需要 



寵物不是玩具 

寵物有生命、感覺及其需要 

= 

4.2 寵物的需要 



•   食物 – 合適的食物  
4.2  寵物的需要 



•    清潔的水 
4.2 寵物的需要 



•    合適的居住環境 
4.2 寵物的需要 



•   運動 
4.2 寵物的需要 



•   美容 – 經常為牠梳毛 
4.2 寵物的需要 



•   動物病了，要帶牠看獸醫 
4.2 寵物的需要 



   當你出外旅遊時，要找人照顧牠們 

4.2 寵物的需要 



•    愛與關顧 

4.2 寵物的需要 



•   以下個別的寵物有什麼需要呢? 

4.2 寵物的需要 



. 

•    狗隻有什麼特別需要呢? 

4.2 寵物的需要 



•  每天與狗狗散步 

4.2 寵物的需要 – 狗隻



•   頸項和狗帶 
4.2 寵物的需要 – 狗隻



4.2寵物的需要 – 狗隻 



  自小要接受行為訓練

4.2寵物的需要 – 狗隻 



為狗隻領取牌照及防疫注射

- 根據法例，狗隻五個月大前需接受首次   防瘋
狗症注射和植入晶片。違規者罰款一萬元正。

4.2寵物的需要 – 狗隻 



活動	

 照顧寵物及其需要
  a) 工作紙   pg 85 (H.E) 
 b)  動物照片 pg 86 -87 

為何有些動物適合作為寵物，而
有些不適合？ 	



從以下的組別選擇一張相 



.. 



 基本照顧寵物的認知 



1.1 為何有些動物適合作為寵物，而有些不適合？

主題：為何有些動物適合作為寵物，而有些不適合？ 
目標：了解人類對動物的責任，明白和考慮動物能否作為寵物 

          ，例如：動物是否適合您所居住的地理環境，您的家居 
           環境，和您的生活方式。本課程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 
           考能力，及促進其表達技巧。

級別：中一至中三
時間：2堂 (80分鐘) 
課堂編排 分鐘 

工作紙　 
您最喜歡哪種動物呢？  

10 

簡述 20 
與組員討論您會怎樣照顧您所揀選的動物   15 
報告討論結果及全班討論 20 
作業：為何某些動物適合作為寵物而某些不適合？ 15 



活動	

  -  自行製作一個動物檔案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動物檔案











* 

















4.3 動物需要多少的照顧？ 
主題：  合適的寵物 
目標：  明白人類對動物的責任。決定飼養寵物前，要考慮 

                        寵物是否適合您居住的環境、生活習慣及當地氣候。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堂編排 分鐘 
簡單解釋為何野生動物不適合作為寵物 5 
使用個案討論異國寵物的習性，並完成工作紙 30 



•  我們應否把野生動物作為寵物飼養? 

 4.3 合適的寵物?  



不能飼養野生動物的原因及困難
: 
•   牠們需要專家的特別照顧。
‧ 人們經常沒有計算所飼養的動物會長得多大，壽命有多
久。因此，當寵物長得體形龐大，主人會因此將之遺棄，
或疏於照料。       
‧ 我們可能沒有足夠設施去照顧牠們的幼兒，因此牠們可
能會被賣到寵物店及或被放置於野外，因而影響本地生
態。
‧ 野生動物會傳播病菌，因此牠們可能危害人類的健康如
瘋狗症。
‧ 可能引致物種面臨絕種的威脅。

 4.3 合適的寵物?  



. 

異國的動物

•  任何不在本地出生或活動的動
物都可稱為異國動物。

•  通常，這些動物不易適應跟原
來環境和氣候有別的地方。

•  所以，要依賴主人提供合適的
環境和食糧，以保持健康。 

4.3 合適的寵物?  



•   飼養異國寵物的花費可能會相對地昂貴，因為很多時候，需  
要為其生活環境作特別的安排。

•  有經驗或懂得治療這些動物，才可以為牠們提供適當的照顧。 

異國寵物

 4.3 合適的寵物?  



•   很多時飼養者在他們幼小時侯便買下，並
且沒有清楚了解牠們成長後的身型時。

異國寵物

 4.3 合適的寵物?  



-  關顧異類動物    (工作紙)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這些寵物適合在香港飼養嗎？

•   雪橇犬 

•  南美栗鼠(龍貓) 

•  金魚

•  鬣蜥蜴 

 4.3 合適的寵物?  



源於西伯利亞，天氣嚴寒下生活，香港的天氣對牠們來說
是太熱了。 

•  雪橇犬 

 4.3 合適的寵物?  



這些寵物適合在香港飼養嗎？

•   雪橇犬 

•  南美栗鼠(龍貓) 

•  金魚

•  鬣蜥蜴 

 4.3 合適的寵物  



住在中國的冷水流域，金魚生命力很強，如能小心保持
水溫及經常換水，牠們可以活得很多年。

•  金魚 

 4.3 合適的寵物  



這些寵物適合在香港飼養嗎？

•   雪橇犬 

•  南美栗鼠(龍貓) 

•  金魚

•  鬣蜥蜴 

 4.3 合適的寵物 



- 照顧異類動物
 - 製作一條成長大概4至6 呎
的鬣蜥蜴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鬣蜥蜴檔案 

 4.3 合適的寵物? 

爬蟲類  
•   體型:      4至6 呎 
•  野外的平均壽命: 20 年
•   棲息地:  墨西哥北面、中美洲的熱帶雨林，加勒比海的島嶼

                 及南巴西地區近河流、湖及沼澤一帶 
•   食物: 基本是食草的 ( 簡中也食昆蟲)，吃多種類型的葉、

             花及果實 
從雨水及從花朵、樹葉及食物攝取水份 

http://animals.nationalgeographic.com/animals/reptiles/green-iguana.html





4.3 合適的寵物? 

•   群居類; 一同覓食及在樹上曬太陽 
•  作為寵物，牠需要人類很多的關注及互動，以替代與
  其他鬣蜥在野外接觸。如果沒有適當的照顧，牠們會憂
  鬱、生病及巨攻擊性

•  情況
  被訂為「滅絕威脅」 (因雨林的破壞及野生動物及寵物貿
易的需求)。並列在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附錄二  - (雖然牠們並未列為滅絕的物種 ，但牠們的貿  
易要有效的控制，才使牠們物種將來不會受到傷害) 

鬣蜥蜴檔案 



牠們需要特別的照顧及大量的空間 

鬣蜥蜴 

 4.3 合適的寵物? 



這些寵物適合在香港飼養嗎？

•   雪橇犬 

•  南美栗鼠(龍貓) 

•  金魚

•  鬣蜥蜴 

 4.3 合適的寵物 



小學部份
  3.1, 3.3. 章

      第一部份
      認識寵物的需要及動物的五人個自由 

      第二部份的 
      認識伴侶動物的生命周期及怎樣選擇合適的寵物 

      第三部份
      認識動物的行為表現

      第四部份 
      人類的活動與環境的關係

       第五部份
       你可以怎樣幫助動物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3.1認識動物的生活習性 
主題：  寵物如何與人溝通？ 
目標：  討論寵物的情感、需求、及與人溝通的方法。讓同學從而認
識到寵物的情感及行為。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35分鐘）
教材：  狗面具

課堂編排 分鐘 
向兩位同學提問，猜猜動物如何與人溝通，藉此
介紹寵物與人溝通的方法。 

5 

進行兩幕角色扮演的活動 20 
討論寵物的情感及行為 10 



-  角色扮演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角色扮演的面具 



寵物主人與寵物 

3.1 寵物如何與人溝通



  寵物需要食物去維持生命

  寵物是您的朋友，您可以與牠分
享您的情感。但別忘記，寵物也
需要您作伴。

  寵物是有情感的：會開心，也會
傷心。  

3.1 寵物如何與人溝通



  寵物需要運動。

  動物不能說話，但會透過其他途徑表
達自己的感覺，如利用身體語言（面
部表情、用舌頭舐舔或親近你等）或
利用聲音以引人注意（狗會吠叫、貓
會喵喵叫等。

3.1 寵物如何與人溝通



如何跟狗隻打招呼？ 

打招呼的五步法 



第一步   :  (緩慢地）步向狗主，問他可否與狗隻打招呼

第二步   : 必須得到狗主的許可。如果對方說「不」， 應禮貌
                地離開，並不要撫摸狗隻。

第三步  ： 如果狗主說「好」，就握住拳頭，手背向上，
                  向狗隻慢慢地伸過去。

3.3. 如何跟狗隻打招呼？



第四步：   讓狗隻去嗅您的拳頭。我們利用視覺把別人辨認來，
                 而狗隻則利用其嗅覺。所以狗隻全靠聞嗅氣味把人
                 認出來。

第五步：    當狗隻已經嗅過你的氣味，並認得您，就可詢問
                   狗主讓人家撫摸牠身體哪些部分。

3.3. 如何跟狗隻打招呼？



為什麼狗隻會咬人呢?  

太興奮 

感到痛楚 

不要貼近牠的寶貝 

生氣 

保護一件重要的東西 



How should I react in the above situation ? 



小學部份
  5.2; 8.3 章

      第一部份
      認識寵物的需要及動物的五人個自由 

      第二部份的 
      認識伴侶動物的生命周期及怎樣選擇合適的寵物 

      第三部份
      認識動物的行為表現

      第四部份 
      人類的活動與環境的關係	

       第五部份	
       你可以怎樣幫助動物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5.2 您可以怎樣幫助動物？ 
主題：  應該和不應該做的事情  
目標：   建立正確的態度，與野生、家居動物及自然環境和 

                         諧共處。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 (35分鐘) 

課堂編排 分鐘 
同學獨自完成工作紙 10 
一同核對答案 10 
海報設計     15 



應該和不應該做的事情 
建立正確的態度，與野生、家居動物及自然環境和
諧共處 



Code of Conduct  

關心所有動物 — 不論
大與小。  

保持安靜 — 因動物害怕巨
大的聲量。  

用任何方法去嚇唬動物。  

如發現動物時，不要帶走牠們 — 因牠
們喜歡自己的家園。 

小心把找到的東西 — 如木塊、石頭、樹葉放回原地。 騷擾動物的生活 

使用閃光燈拍攝動物。  

保護我們的環境，及顧全動物
的生態。 

避免接觸野生動物。 

Do or Do 
Not? 



-  選出最重要的一項守則，
並設計一張海報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關愛所有動物 – 無論大與小



8.3 我們做錯了甚麼？ 
主題：  人類的活動與環境 
目標：  了解人類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禍害，認識可供選 

                        擇的環保行動，並建立正面的環境價值觀。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堂編排 分鐘 
閱讀故事 5 
認識我們對環境所造成的禍害，及可供選擇的
環保行動。 

30 



-  閱讀故事，並從中
找出漠視環境的活
動。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昨天是丹尼的生日，父母決定帶他和
哥哥一起到新界去野餐。媽媽預備了
一些三文治、雞翼和雜果沙律；由爸
爸駕車，把一家人、盒裝食物和狗兒
瑪姬帶到新界去。停車場已泊滿了車
輛，爸爸決定把車子泊在草地上，可
是車子倒退時卻撞上了一棵小樹，爸

爸還慶幸車子完好無損呢。

Story  



一家人離開車廂後，找到了一張桌子
野餐。他們把桌子用塑膠布料蓋好，
媽媽又採摘了野花來佈置。 

Story  



瑪姬跳出車廂，隨意奔跑，追逐鳥
兒。牠停下一會來排便，又衝進
湖裡追逐鴨子。 

Story  



丹尼和哥哥跳進湖中捉小魚。媽媽拿出
包裝好的午餐，每件三文治都獨立地
以膠袋包裝；雜果沙律和雞翼亦以即
棄器皿分別盛載。擺放好盒裝果汁和
即棄餐具後，午餐即準備妥當。 

Story  



媽媽叫男孩來吃午餐。一隻甲蟲爬到雜果
沙律上，爸爸立刻擠扁牠。丹尼說：
「原本我想把甲蟲帶回家研究呢。」
「您可以找另一隻帶回家，這隻偷吃我
們雜果沙律的要不得。」爸爸說。丹尼
和哥哥吃飽了，便用麵包屑餵飼猴子。 

Story  



丹尼的父母開始收拾東西，並注意到有些野
狗對剩餘的雞翼虎視眈眈。於是，他們
決定把食物留下，亦樂得不用再收拾剩
餘物資。一家人在黃昏時分回家去，丹
尼也過了一個愉快的生日。 

Story  



活動	
    建議一些方法來保護香港
的野生動物。 例: 保護猴子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參考: 足印第74期  –  「放猴歸山 」 馬嘉妃獸醫
www.spca.org.hk 

香港野生動物 



     第一部份
      認識寵物的需要及動物的五人個自由 

      第二部份的 
      認識伴侶動物的生命周期及怎樣選擇合適的寵物 

      第三部份
      認識動物的行為表現

      第四部份 
      人類的活動與環境的關係	

      第五部份	
      你可以怎樣幫助動物	 小學部份 

 5.1 課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5.1 您可以怎樣幫助動物?  
主題：   飼養寵物的責任
目標：   讓學生明白飼養寵物的責任和意義，讓他們 

               領悟到照顧寵物所帶來的責任和樂趣，從而
               建立正確的愛護動物及尊重生命的價值觀。

級別：   小四至小六
時間：   1堂（35分鐘）

課堂編排 分鐘

工作紙 10 
核對答案及課堂討論 25 



-  飼養寵物的責任 
(工作紙)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成為一個有責任的寵物主人       
愛護你的寵物，並承諾一身一世 
的照顧 

          5.1  飼養寵物的責任 



飼養寵物
的責任 

愛和關心 

寵物的基本需要 
             食物   

             食水
             住所  
             空間

Got to the Vet 
 Sick 
 Body 

  Vaccination 
  Desex*

美容護理 
洗澡和
皮毛梳理
去蟲和除蝨    
清潔耳朵

運動 

植入晶片 

           行為訓練 

          5.1   飼養寵物的責任 



•  絕育手術  
   -  控制動物數量的方法    
   -  避免過多生命的出世
   -  為寵物帶來健康的效益

          5.1   飼養寵物的責任 



你是否為給予你的寵物下代一個好的家呢?

          5.1  飼養寵物的責任 



避免騷擾其他人 
  與狗隻上街時，應牽引牠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當狗隻吠叫時，應查看牠的需要 

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條例 

· 狗隻如廁及便溺,	 應作出善後的工作	 

          5.1  飼養寵物的責任 



- 照顧寵物的日記 

活動 

小女童軍 – 動物章	



建議活動 
•  用一隻蛋再加以裝飾成為一隻寵物	
•  每天照顧你的 “寵物”，並作紀錄(最少3
個月) 



資源
詳細資料可參考以下頁網頁  
http://www.spca.org.hk/chi/programmes/edu_humane_program.asp 
[需要登記才可下載有關的內容] 

第一部份 – 小學部份   4.2 課, 及 中學部份 1.1課

第二部份 -  小學部份    2.2, 2.3, 4.3課

第三部份 -  小學部份     3.1, 3.3課

第四部份 - 小學部份    5.2, 8.3課 

第五部份 - 小學部份      5.1課 



www.spc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