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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科技普及計劃 2022/2023 學年（先導計劃）：教師手冊（初中一年級） 

活動介紹 

主題 地球與太空科學、中國科學家精神 

對象 初中一年級 

目的 支持學校參與在科學館舉行的科普日活動，透過館內資源對應學

校科學與科技學習領域課堂，組織多樣化的科學活動，增進學生

動手與探究能力培養其科學素養。 

地點 澳門科學館 

需時 2小時 

項目內容 天文館球幕演示、科普劇場、小球大世界、流動天文球幕、展廳

探究活動 

對應基力編號 

 

初中教育階段資訊科技基本學力要求： 

C——5知道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能運用資訊科技共同探討身邊

問題，創造性地設計解決方案。 

初中教育階段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 

A—1—1 知道科學探究是人們獲取科學知識、認識自然世界的重

要途徑。 

A—1—2 知道科學探究一般要遵循發現問題、建立假設、制定研

究方案、實施研究方案、形成結論、表達交流等基本過程。 

A—1—3 初步理解科學探究重視事實和證據，需要運用觀察、實

驗、調查等多種方法。 

 

D—1：我們的地球 

D—1—4能關注遙感技術和衛星定位的應用。 

 

學習組別 D—2：宇宙的構成 

D—2—1能描述太陽和月球的基本概況，並知道日、月、地之間

的關係。 

D—2—2能描述太陽系的主要組成。 

D—2—3瞭解人類探索太空的歷程以及國家航天科技的新成就。 

D—2—4能描述銀河系的構成、大小和形狀，並說出太陽系在銀

河系中的位置。 

D—2—5瞭解宇宙是由大量星系構成的，並知道宇宙是有起源、

膨脹及演化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2022年義務教育物理課程標準: 運動和相互作用 

、實驗探究、跨學科實踐。 

參觀前後的活動 請閱讀以下建議，以確保老師和學生都能從參觀中獲得最大收

益。 

參觀前 老師與學生一起查看科學館的參觀指南，該資源向學生介紹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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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館、參觀中發生的事、參觀時的期望、以及科學館的規則。 

 

打印一張參觀前的學習卡，並與學生在課堂前使用，以激發學生

對即將到來參觀科學館的興趣。 

 

讓學生寫下他們可能遇到的問題或提出的問題，並在參觀當天隨

身攜帶，以便他們可以向科學館講解會提問。 

 

如有時間，老師可在參觀前向學生在教授一些相關主題的基本概

念；亦可只請學生在寫下他們對相關主題的認知及問題，留學生

在參觀時發現問題及尋找答案。 

 

為了建構一個良好的互動的學習環境，不單是老師要明白是次活

動的目的，即使是負責帶隊的非教學人員、助教義工或家長最好

對行程都有基本的認識。 

參觀中 參觀時間為 2小時，科學館將安排講解員為參觀進行主導的工

作。當學生不專注講解員的解說，老師可以提醒同學要尊重和禮

貌；也可以提出問題或介紹展品的特徵，以帶引同學完成學習任

務。 

 

因為講解員難以照顧每一個學生的需要，也難以回答每一個問題。

老師可以協助操作展品和即時解說，即使在現場不能回答學生的

提問，也可以記下學生的問題，以便稍後跟進處理。 

 

學生在參觀時交談是重要的學習過程，不宜禁止更應鼓勵。 

 

參觀當天，科學館將提供參觀工作紙，同學依工作紙指示作各項

探究活動，亦可將其觀察或心得寫在工作紙上，請預備好文具。 

參觀後 

 

老師可參考後的討論內容，與學生一起討論及反思他們的經歷。 

 

與學生一起回看學習卡，了解哪些預測是正確的、有哪些問題在

參觀中找到解決方法，以及學生學到了哪些新想法。 

 

讓學生研究在他們的旅行中出現的任何問題。 

 

鼓勵學生告訴他們的父母他們參觀科學館的經歷，建議他們與家

人一起返回科學館參觀。 

參觀時須知 1. 請勿在科學館餐廳以外地方飲食。 

2. 對於具操作性之展品，請依展品指示或科學館職員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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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 

3. 參觀者若有任何異常行為或對他人造成滋擾，科學館職員有

權引導相關人士離開科學館。 

4. 請小心看管個人隨身物品，如有任何損失，科學館及其職員

概不負責。 

5. 請勿在館內奔跑、追逐或攀爬場館設施。 

6. 請愛惜科學館公物，切勿塗污或損壞設備。 

7. 請勿擅自搬移科學館的展品或設備到其他地點。 

8. 參觀者遇有不適、意外或緊急事故，請即通知科學館職員尋

求協助。 

注意事項 1. 參觀時將會有講解員陪同，講解語言為中文。 

2. 請注意，任何取消或修改必須提前 24小時內通知。 

3. 參觀當日請到科學館售票處，出示獲本館回郵之確認表格以

及團體健康聲明，以便領取門票。 

4. 若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科學館有權按實際情況及

因安全理由關閉場館。若於原定參觀時間前兩小時本澳已發

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該場參觀將被取消，本館將視

乎情況或重新安排參觀日期。 

5. 若因疫情影響，科學館有權按實際情況及因安全理由關閉場

館。該場參觀將被取消，本館將視乎情況或重新安排參觀日

期。 

查詢 請於辦公時間聯絡科學館教育部溫小姐（電話：8795 7394；電

郵：groupbooking@msc.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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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天文館球幕演示 

需時 30分鐘 

地點 天文館 

對應基力編號 初中教育階段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 

D—1—4能關注遙感技術和衛星定位的應用。 

D—2—3瞭解人類探索太空的歷程以及國家航天科技的新成就。 

內容 太空探索拓展了人類對宇宙的認知 

關注天文學的新發現，瞭解我國天文事業的進展。  

中國航天五十年 

 

瞭解人造地球衛星的主要類型和應用；瞭解開發太空資源和外層空

間面臨的挑戰，關注我國空間站建設和深空探測事業的進展。 

了解人造地球衛星的主要類型和應用 

①人造衛星的定義 

②分類：科學衛星 

③分類：應用衛星 

④分類：技術實驗衛星 

 

了解開發太空資源和外層空間面臨的挑戰 

①軌道和外層空間資源是有限的 

②目前人造衛星的數量大幅增加 

③太空垃圾問題 

④軌道擁堵問題 

 

關注我國空間站建設的進展 

①甚麼是 863計劃 

②神舟五號與第一個中國太空人楊利偉 

③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 

④中國空間站「天宮空間站」 

 

查閱資料，瞭解“中國天眼”在人類探索宇宙中的作用及我國科學家

在建造“中國天眼”過程中的卓越貢獻。 

①可見光是一種電磁波 

②波長 

③無線電的波段 

④射電望遠鏡的定義 

⑤“中國天眼”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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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中國天眼”的發起者與奠基人南仁東 

 

查閱資料，瞭解“天問一號”在探索火星方面的進展及我國航天事業

對人類探索宇宙的貢獻。 

①「天問」名稱的來源 

②天問一號發射、環繞與著陸歷程 

③後續的中國行星探測任務有哪些： 

天問二號（小行星、彗星探測） 

天問三號（火星採樣返回） 

天問四號（木星系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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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科普劇場 — 在元宇宙中遇見中國科學家——黃大年 

需時 30分鐘 

地點 五號展廳 

對應基力編號 初中教育階段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 

A—1—1 知道科學探究是人們獲取科學知識、認識自然世界的重要

途徑； 

A—1—2 知道科學探究一般要遵循發現問題、建立假設、制定研究

方案、實施研究方案、形成結論、表達交流等基本過程； 

A—1—3 初步理解科學探究重視事實和證據，需要運用觀察、實

驗、調查等多種方法。 

D—1—4 能關注遙感技術和衛星定位的應用。 

D—2—3 瞭解人類探索太空的歷程以及國家航天科技的新成就。 

 

初中教育階段資訊科技基本學力要求： 

C—5知道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能運用資訊科技共同探討身邊問題，

創造性地設計解決方案。 

內容 故事大綱： 

在 2040 年，地球資源己經越來越短缺，國家之間的界線越來越糢

糊。因此，不只科學家、甚至各個市民都紛紛投入資源搜尋與為國

家尋找防禦的方法。 

一位年輕人Ｊ，決定進入元宇宙圖書館尋找解決方法。當他遇上戰

略科學家黃大年後，他終於得到新方向。 

 

黃大年，國際知名戰略科學家、中國著名的地球物理學家。曾任吉

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首任部長，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

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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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小球大世界演示 

需時 20分鐘 

地點 一號展廳 

對應基力編號 初中教育階段自然科學基本學力要求： 

D－D-2－2能描述太陽系的主要組成。 

內容 

 

利用館內「小球大世界—SOS Science on Sphere」播放太陽系的實際

組成部分，當中包括：太陽、八大行星、小行星帶、衛星等天體的地

貌特徵。以「答問互動」的方式討論關於類木行星與類地行星之間的

差別，行星的自轉速度，適居帶，太陽系外行星，以及討論地球的形

成以及所需條件，完成學習工作紙。 

 

展品 小球大世界播放系統 

 

操作 講解員協助操作小球大世界播放系統操控界面，並解說太陽系知識

點。 

播放重點 1. 播放太陽、八大行星大小比例影片，依序說明各行星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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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播放八大行星的自轉速度短片，說明當中的分別以及有趣之處，

自轉方向、自轉特性等。 

3. 播放八大行星短片。 

4. 播放木星及土星衛星影片。 

討論內容 對八大行星的四季變化與自轉傾角提出相關討論，哪一個行星最接

近地球？提出八大行星可以分為類地行星和類木行星，並說明哪些

行星屬於類地行星？哪些屬於類木行星？。天文學家是如何利用開

普勒三大定律解釋行星的運行。從八大行星的地貌特徵和大小比例

可以認識最接近地球大小的行星，討論木星大紅斑的形成原因以及

當中一些有趣特別的小衛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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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流動球幕演示 

需時 20分鐘 

地點 中庭 

對應基力編號 D－D2－1能描述太陽和月球的基本概況，並知道日、月、地之間

的關係。 

D－D2－4能描述銀河系的構成、大小和形狀，並說出太陽系在銀

河系中的位置。 

D－D-2－5瞭解宇宙是由大量星系構成的，並知道宇宙是有起源、

膨脹及演化的。 

內容 

 

此項探究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了解科學探究，以及如何透過觀

察學習天文學、培養學習態度。 

 

講解員將要求學生作出預測，為甚麼認為這等預測最正確。列出原因

後，再一起逐步解釋現象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利用「流動球幕系統」顯示各星系的實際位置，從認識四季星座開始，

認識星系團、超星系團等演化過程(可顯示一些著名的星系團: 如室

女座星系團、后髪座星系團等…)，引入紅移以及微波背景輻射的描

述，多普勒效應短片，瞭解宇宙是不斷在擴張中。 

設備 流動球幕設備及播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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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講解員協助操作流動球幕播放系統操控界面，並解說關於太陽系的

知識點。 

播放重點 1. 播放日、月、地的相對位置，解說天文單位(AU)，簡述四季星

空。 

2. 播放觀察者遠離太陽系並靠近銀河系邊沿的景象，並解說太陽系

的實際位置與相對距離。 

3. 當距離越來越遠，會看到銀河系的鄰近星系，播放宇宙微波背景

輻射的背景圖片，解說宇宙目前的年齡。 

討論內容 月球繞着地球轉動，月球、地球、太陽三者相對位置發生變化，造成

了我們看到的月球形狀不停變化，這就是月相，討論日食月食如何形

成？ 

 

銀河系是太陽系所在的星系，由無數星星組成的巨大星系，銀河系中

有 1000 億到 4000億個類似太陽的恆星，直徑可能達到 18 萬光年，

可以讓同學思考光年的距離概念，體會銀河的巨大和壯觀。 

 

隨著觀察者與太陽系的距離越來越遠，星座連線會逐漸變形，因為星

星並非同在一個二維的平面上，可討論鄰近星團的相對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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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展品探索活動 

需時 20分鐘 

地點 G01太空科學廳 

對應基力編號 D—2—3瞭解人類探索太空的歷程以及國家航天科技的新成就 

內容 此項探究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了解什麼是科學探究，以及如何

透過實驗學習科學知識和實驗技巧、培養學習態度。整個探究過程會

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預備階段--確立探究問題，根據已有的科學概念，作出預測； 

（二）實施階段--進行科學探究； 

（三）總結階段--解答提出的探究問題； 

（四）回饋階段--檢討整個探究活動。 

 

講解員將要求學生作出預測，解釋為甚麼認為這等預測最正確。列出

原因後，再一起逐步解釋實驗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並完成工作

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