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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學童未曾觸摸怕醜草七成學童未曾觸摸怕醜草七成學童未曾觸摸怕醜草七成學童未曾觸摸怕醜草    八成到郊外只燒烤玩耍八成到郊外只燒烤玩耍八成到郊外只燒烤玩耍八成到郊外只燒烤玩耍  

環境教育缺乏基礎環境教育缺乏基礎環境教育缺乏基礎環境教育缺乏基礎 

（2007年 8月 20日——香港）由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或「集團」；香港股份

代號：0659)與環保團體綠色力量及合辦的「創建幼兒綠校網」，剛公布一項學童對香港大自

然認識及接觸情況的調查結果。結果顯示，現今的學童對大自然缺乏認識，這現象不利於日

後推動環保和生態保育。 

 

有關調查在 2007年 4月進行，共訪問了 104位 3歲至 5歲學前兒童。調查分別了解學童踏足

郊外的經驗及對本地動物的認識(問卷內容和結果見附件一及二)。調查顯示大部份學童未能

盡情投入大自然，發掘或找尋大自然有趣新奇的事物，有些甚至對郊外抱有負面或嫌棄的觀

感。幼年是人生好奇心最重的階段，大自然亦是一個啟發小孩思維和親身體驗身邊事物的理

想環境，然而調查顯示很多學童可能錯過了在大自然探奇和學習的機會。更令人擔心的是學

童對大自然缺乏真實的接觸和體驗，難以培養對大自然的感情，更枉論進一步推行環境教育。 

 

新創建集團企業傳訊高級經理張一心建議，學校及家長在教導學童認識動植物時，可說明其

生活地點，令兒童對香港的動植物分佈有基本的概念。有見及此，「創建幼兒綠校網」於今年

七月初推出《香港生物多樣性地圖》，簡介本港的動植物分佈情況。計劃同時為本港幼稚園和

幼兒中心的師生舉辦野外觀察環保團，亦為學童提供接觸大自然的機會。 

 

綠色力量科學及自然護理總監鄭睦奇博士表示，雖然家長會帶小孩到郊外，但很多學童到郊

外只是燒烤或玩耍，把郊外視為玩樂場地，即使身在大自然，手上拿著的可能是遊戲機、玩

具，很容易令小孩失去對自然事物的好奇心。他建議當小孩有機會到郊外活動時，家長或學

校在安全情況下可鼓勵他們多些觀察大自然的事物，用各種的感官(包括視覺、聽覺、嗅覺和

觸覺)感受大自然，這是幼兒成長中應有的寶貴經驗。 

 
- 完 - 

 
此 新 聞 資 料 及 相 片 可 於 集 團 網 頁 www.nwsh.com.hk或 「 創 建 幼 兒 綠 校 網 」
www.greenkindergarten.net下載。     
 

         
附件： 

(一) 問卷 

(二) 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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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0659）乃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0017）之基建
及服務旗艦，業務遍及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基建基建基建基建業務涵蓋道路、能源、水務及港口四大範疇；服服服服

務及租務務及租務務及租務務及租務則包括設施租務（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亞洲貨櫃物流中心之營運管理）、建築機電（協興建

築集團和新創機電集團）、交通運輸（新世界第一巴士、城巴和新世界第一渡輪）等。 
 
綠色力量綠色力量綠色力量綠色力量  
綠色力量在 1988 年由一群香港熱心市民義務創立，專注本地環境事務和有關問題。綠色力量致力推
動環境教育，以「環境教育」為首要工作目標，因為相信「教育」是改變「觀念」和「行為」的最根

本方法。 
 
創建幼兒綠校網創建幼兒綠校網創建幼兒綠校網創建幼兒綠校網  
「創建幼兒綠校網」於 2005 年 4 月成立，是全港首個為學前兒童而設的環保教育計劃，現時有超過
五成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成為會員。計劃旨在為全港幼稚園和幼兒中心成立一個環保教育資源平台，透

過免費提供教材、師資培訓、實地考察等，協助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推行環保教育，從小開始向兒童灌

輸環保概念。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均可成為會員，費用全免。 
 
過去曾舉辦「小手掌，破紀錄」環境教育活動，與 3,100多位來自 65間「幼兒綠校網」成員幼稚園的
學童及老師，合力繪製全球最大掌印畫，打破當時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在 2006 年，進行了一項學童
對環境問題認知的調查，發現大部份學童對自然資源的來源認識不足。有六成學童完全沒有坐草地的

經驗，反映學童只注重學習知識，忽略對大自然培養感情的重要。調查同時發現八成學前教育工作者

認為市面缺乏環境教材，近一半受訪者表示自己在有關方面的培訓不足。 

 

如欲查詢詳情，請聯絡：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高級經理 
張一心小姐 
電話： (852) 2131 6251 
傳呼： (852) 7302 3499 
電郵： mariacheung@nwsh.com.hk 

綠色力量綠色力量綠色力量綠色力量 
項目及公共事務經理 
朱詠恩小姐 
電話： (852) 2314 2667 
傳呼： (852) 9746 1729 
電郵： cass@greenpowe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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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創建集團企業傳訊高級經理張一心(左)與綠色力量科學及自然護理總監鄭睦奇博士

(右)於發布會上介紹「創建幼兒綠校網」於今年七月初推出的《香港生物多樣性地圖》，簡介

本港的動植物分佈情況。 

 

 

圖二：張一心(後排左)與鄭睦奇博士(後排右)與手持怕醜草的幼童大合照。 

 

 

圖二：家長鼓勵小朋友觸摸怕醜草，用各種的感官感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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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卷附件一：問卷附件一：問卷附件一：問卷                   

「「「「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1. 現時香港有沒有以下各種動物? 
     有    無    不知道 

a)獅子    �    �    � 

b)貓頭鷹    �    �    � 

c)長頸鹿    �    �    � 

d)河馬    �    �    � 

e)蝙蝠    �    �    � 

 

2. 你知不知道圖中所見的是甚麼動物？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     
 
3a) 你有沒有到過郊外去？ 

答案：�有        �沒有（跳答問題（跳答問題（跳答問題（跳答問題(c)）））） 
 

b) 那時候你在郊外做甚麼?（可回答多個答案）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 
 

 c. i) 你喜歡到郊外去玩嗎？ 
答案：�喜歡   �不喜歡 
 

 c. ii)  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a) 你有沒有觸摸過怕醜草?  

答案：�有        �沒有 
 

 b) 你觸摸過怕醜草之後，有甚麼感覺？為甚麼你沒有觸摸過怕醜草? 
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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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卷結果附件二：問卷結果附件二：問卷結果附件二：問卷結果 

「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問卷調查「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問卷調查「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問卷調查「學童對香港大自然認識及接觸情況」問卷調查 
 

受訪學童人數：104位 3歲至 5歲學前兒童 
 
1. 現時香港有沒有以下各種動物? 

 有有有有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a)獅子 43 (41%)  54 (52%)*  7 (7%) 

b)貓頭鷹 42 (40%)*  50 (48%)  12 (12%) 

c)長頸鹿 45 (43%)  51 (49%)*  8 (8%) 

d)河馬 34 (33%)  50 (48%)*  20 (19%) 

e)蝙蝠 35 (34%)*  53 (51%)  16 (15%) 
           *正確答案 

 
2. 你知不知道圖中所見的是甚麼動物？(蝌蚪相) 

正確答案正確答案正確答案正確答案  錯誤答案錯誤答案錯誤答案錯誤答案  未能提供答案未能提供答案未能提供答案未能提供答案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51 (50%)  15 (14%)  38 (36%) 

  例子：老鼠、蛇、蜻蜓   

  
3.a) 你有沒有到過郊外去？ 

有有有有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76 (73%)  26 (25%)  2 (2%) 
 
b) 那時候你在郊外做甚麼?（可回答多個答案） 

玩耍、燒烤玩耍、燒烤玩耍、燒烤玩耍、燒烤  認識大自然認識大自然認識大自然認識大自然  已經忘記已經忘記已經忘記已經忘記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 

62 (82%)  9 (12%)  5 (6%) 

例子：燒烤、在兒童遊樂場玩耍、吃東西  例子：看植物和動物、餵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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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你喜歡到郊外去玩嗎？ 

喜歡喜歡喜歡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不喜歡不喜歡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89 (86%)  12 (11%)  3 (3%) 

c.ii) 為甚麼？喜歡的原因 

玩耍、燒烤玩耍、燒烤玩耍、燒烤玩耍、燒烤  接觸或享受大自然接觸或享受大自然接觸或享受大自然接觸或享受大自然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74 (83%)  11 (12%)  4 (5%) 

例子：燒烤、可以在遊樂

場玩 
 例子：可以呼吸新鮮空氣、看

見很多樹木、風景漂亮 
 

例子：因為沒有到過郊外 

不喜歡的原因 

骯髒骯髒骯髒骯髒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回答人數 (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9 (75%)  3 (25%) 

  例子：很多蚊子、不知道甚麼是郊外、不想去太遙遠的地方 

4a) 你有沒有觸摸過怕醜草？ 

有有有有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回答人數(百分比%)  回答人數 (百分比%) 

28 (27%)  76 (73%) 
b) 你觸摸過怕醜草之後，有甚麼感覺？ 

答案（觀察答案（觀察答案（觀察答案（觀察/觸覺）觸覺）觸覺）觸覺）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正面感正面感正面感正面感受受受受））））  答案（負面答案（負面答案（負面答案（負面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已經忘記已經忘記已經忘記已經忘記 

回答人數(百分比%)  回答人數(百分比%)  回答人數(百分比%)  回答人數(百分比%) 

8 (29%)  15 (53%)  4 (14%)  1 (4%) 

例子：觸摸到它就會自

動摺合、很柔軟

和平滑 

 
例子：很有趣、 

開心、好玩 

 例子：很害怕、刺痛、 

害怕會夾住自

己的手 

 

 

為甚麼你沒有觸摸過怕醜草? 

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避開避開避開避開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回答人數(百分比%)  回答人數(百分比%)  回答人數(百分比%) 

49 (64%)  21 (28%)  6 (8%) 

 
 

 
 例子：不知道甚麼是怕醜草、沒有觸摸過、

沒有看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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