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环境教育游戏
食物链游戏
目的
z

让人认识什么是食物链以及各生物之间的关系

物资准备
- 绳 (数量视乎食物链的长度)
- 画上食物链中的生物的咭片 (例如: 树叶, 昆虫, 吃昆虫的鸟, 猛禽)
¾ 把绳穿咭片中, 令它可以挂于颈上

游戏
1.
2.
3.
4.

请数个自愿者出来, 并要求他们面对着墙壁。
把咭片挂在他们的背后。
他们要在不能说话的情况下把食物链正确地排列出来 (他们可以望别人背
后的咭片和移动别人的身体)。
最后他们要猜一下自己是食物链中的哪一个部份。

付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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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湿地
目的
z

引导人思考湿地或其它生境的消失对雀鸟的影响

物资准备
- 地席(面积 1 平方米) 4 块 (可用粉笔或绳在地上围圏)
- 写上水鸟名字的纸

游戏

上海野鸟会

参加者小心地站在湿地
(粉笔圏)内。

儿童很喜欢这些刺激有趣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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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建平

1. 派发写上水鸟名字的纸给各参加者。
2. 要求参加者站在各「湿地」 中。
3. 每当参加者听到 「飞」便要从一个湿地飞到另一个湿地, 而期间其中一块湿
地会被破坏。
4. 湿地数目渐渐减少，找不到湿地落脚的水鸟便
会丧命。
5. 最后只剩下一块湿地时, 水鸟仍然要飞, 但只
能飞回原地。

雀鹰游戏
目的
z

解释为何在某些地方可以见到很多鸟但其它地方却看不见

物资准备
-

球 (例如网球) 5 个

游戏
1. 选一个人出来做雀鹰, 其余的人围着雀鹰成一个圈 (他们代表树)。
2. 把一个球(它代表一只鸟) 交给其中一棵树, 每当一听到主持人说 「飞」 一
声的时候, 拿着鸟的树便要把球抛给其它树, 而同一时间雀鹰就要捉空中的
鸟。
3. 如果鸟被雀鹰捉住了, 把鸟送出的树便算是输, 而他亦要跟雀鹰调换位置。
4. 增加鸟的数量, 令游戏越来越紧张。
5. 最后再加入一个外表有别于其它球的球 (例如颜色不同)，以便识别。
*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要:
1) 留意一下鸟 (球) 的「飞行」模式的改变 (由起初的长途飞行, 到后来为了躲
避雀鹰的短途飞行);
2) 模拟一群雀鸟一起飞行的好处;
3) 了解到当雀鹰面对一群鸟的时候的捕捉策略

厦门观鸟会

福建省观鸟协会

儿童在户外愉快地玩 「雀鹰游戏」。游戏也可是教育儿童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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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树木
目的
z

让人们了解树木的重要性以及雀鸟对树木的依赖性

游戏
1. 请出数字自愿者, 并要求他们站在数处地方 (他们是树)
2. 其它参加者是雀鸟, 每当他们听到 「飞」时, 他们便要闭气从一棵树飞到另
外一棵, 到逹树后才能呼吸
3. 树木会一棵一棵地被砍下
4. 最后所有树都消失, 雀鸟全部丧命

我是什么鸟?
目的
z

让参加者明白不同雀鸟的适应性、生境及食物选择

物资准备
- 绳 6 条 (另 4 条作后备)
- 6 幅鸟类相片 (尺寸: 8R Æ 8 寸 x 10 寸; 鸭; 鹭; 燕子; 鹤; 琵鹭; 鹬)
Æ 把绳穿相片中, 令它可以挂于颈上

游戏
1. 首先要其中一位参加者选择一张相片, 但他不得偷看相片的。
2. 把相片挂于他的颈上,相片放在背面让其它参加者清楚地看, 而以后这种雀鸟
就代表了他。
3. 参加者要向「观众」问一些问题来帮助他猜自己是什么鸟, 但「观众」 只能
答他 「是/不是」. 例如: 「我是吃鱼的?」, 「我是吃昆虫的?」。
4. 为增加游戏的难度, 玩的时候可限制参加者问 10 条问题 (或按情况而定)。
* 此游戏能令参加者多留意雀鸟的特征 (尤其在适应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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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头鹰与老鼠
目的
z

一个森林食物链的例子

物资准备
-

布条 2 条 (用来蒙着眼睛)
穿在绳上的叮当四个
3 个球

游戏
1. 选一个人出来做「猫头鹰」, 再选一个做「老鼠」, 其余的人围着猫头鹰和老
鼠成一个圈 (他们代表树)。
2. 把叮当挂在老鼠的双手和双脚上, 另外用布条来把猫头鹰双眼蒙着。
3. 把 3 个球分别放在三棵树脚上, 爬行着的老鼠要在不被猫头鹰捉住的情况下
收集 3 个球。
4. 在第一回合中所有树也要安静 (模拟成一个很平静的晚上)。
5. 在第二回合中所有树都要发声 (模拟成一个有台风的晚上)。
苏毅雄

苏毅雄

付建平

上左: 猫头鹰面具
上右: 老鼠面具
左: 猫头鹰在捉老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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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量比拼
目的
z
z

示范能量在食物链中怎样输送
示范干扰食物链的结果

物资准备
-

每组 2 个水桶
每人 1 个水杯 (水杯底部需穿一个小洞)
画上食物链中的生物的咭片
游戏需在水源附近进行
如有 5 组，每条食物链有 4 层，你便要 10 个水桶、20 个水杯和食物链每层的
生物的咭片 5 张

游戏
1.
2.

3.

4.

5.
6.

将每组的 2 个水桶相隔 20-25 米地分开放在地上，其中一个水桶盛水半满，
而另一个则不用装水
食物链例子：树叶、毛虫、山雀和雀鹰，每组由 4 人组成。每位参加者派发
一个水杯和一张动物咭片，以代表在食物链中的角色。雀鹰站在距离空水桶
5 米的位置，山雀站在距离雀鹰 5 米的位置，毛虫站在距离山雀 5 米的位置，
树叶则站在毛虫和盛了水的水桶中间 (注: 雀鹰、山雀、毛虫、树叶和两个
水桶成一直线)。
水代表能量，树叶需跑到水桶用水杯装一杯「能量」，然后跑到与毛虫相遇
的地方，将能量传送到毛虫。毛虫便要继续跑到与山雀相遇的地方，将能量
传送给山雀，山雀然后跑到与雀鹰相遇的地方，将能量传送给雀鹰，雀鹰便
会将能量传送到空的水桶 (能量银行)。
此过程维持数分钟让参加者都能运动和笑一下，然后便再说明能量是怎样在
食物链中传送。水杯的孔的作用是解释不是所有能量都能传送到食物链的上
一层。
为加强保育讯息，可尝试问「如果树木被破坏，会发生什么事?」或「如果
在树木洒上杀虫剂，会发生什么事?」
此游戏适用于任何生境和食物链，同时应该加入保育讯息。

除了这些游戏外, 中国观鸟网络上亦提供中文版的「涉禽迁徙游戏」给各团体或
个人下载使用。中国观鸟网络的网址是 www.chinabird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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