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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覺』大考驗」工作坊 

適用年級：小學四至六年級 

推行模式：全班及分組活動（每組４人） 

教學時間：90 分鐘 

學習範疇：常識科 

 

活動簡介 

人類依靠著五個感覺器官，包括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及皮膚，來偵察外界的資訊。此工作坊，學

生將透過多個小實驗，了解各個感官的運作及其局限性。 

 

教學目標 

科學知識 

 認識人體的五大感官（即：眼睛、耳朵、鼻子、舌頭及皮膚）的結構及其運作 

 認識腦部與五大感官的關係 

 

科學技能 

 認識卡尺及音叉的使用方法 

 認識正確嗅化學物的方法 

 

其他 

 學習與他人合作解難 

 
 
 

http://resources.edb.gov.hk/gifted/ttp/science/primary/primary_2_1.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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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程序 

時間 課堂大綱 教學活動及實驗 
工作紙 

相關部份 

5 分鐘  了解身體各部份的協調 

 

熱身活動：老師話 

思考及討論：人體有哪五大感官？ 

1 

15 分鐘  了解眼睛的結構及其功能，如：角膜、

虹膜、瞳孔、晶狀體、視網膜及視覺

神經 

活動１：獨眼龍（分組活動） 

活動２：盲點（個人活動） 

2 

15 分鐘  認識如何產生聲音 

 了解耳朵的結構及其功能，如：耳廓、

聽道、鼓膜、聽骨、耳蝸及聽覺神經 

活動３：怎麼產生聲音？ 

  （分組活動） 

活動４：這是甚麼聲音？ 

  （全班活動） 

3 

15 分鐘  認識皮膚的結構及當中不同種類的感

受器，如：冷、熱、接觸、痛楚及壓

力 

活動５：身體靈敏度（分組活動） 

活動６：不同水溫（分組活動） 

4 

15 分鐘  認識鼻的結構及其功能，如：鼻腔、

嗅覺細胞及嗅覺神經 

活動７：這是甚麼氣味？ 

  （分組活動） 

活動８：哪個較強烈？（分組活動） 

5 

15 分鐘  認識舌頭的結構及其功能，如：味蕾

及味覺神經 

 認識苦、酸、鹹、甜等味蕾在舌頭上

的分佈 

活動９：薯片的味道（分組活動） 

 

6 

10 分鐘  認識腦與各感官的關係 

 了解甚麼是錯覺 

活動 10：眼明手快（分組活動） 

活動 11：錯覺（個人活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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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學知識 

1. 人體有五大感覺，包括：眼睛、耳朵、鼻、舌頭及皮膚 

2. 眼睛負責視覺，其結構包括：角膜、瞳孔、晶狀體、虹膜、視網膜及視覺神經。光線透過角膜穿

過曈孔，再由晶狀體聚焦到視網膜上，視膜網上的感光細胞受光線刺激後會產生神經訊息，經視

覺神經傳遞到大腦。最後大腦作出分析，從而產生視覺 

3. 耳朵負責聽覺，其結構包括：耳廓、聽道、鼓膜、聽骨、耳蝸及聽覺神經。物件的震動產生聲音，

透過媒介（粒子）傳遞到耳廓。耳廓收集了聲音，聲音進入耳道再觸動鼓膜。連接著鼓膜及耳蝸

之間的三塊聽骨會把震動加大，再把震動傳遞到耳蝸中的液體，耳蝸內的神經線受到液體的震動

而產生神經訊息，經聽覺神經傳遞到大腦。最後大腦作出分析，從而產生聽覺 

4. 皮膚的真皮中載有不同類型的感受體感受不同的感覺，包括：冷、熱、接觸、痛楚及壓力。當這

些感受體受到刺激後，便會產生神經訊息，經感覺神經傳至大腦，最後大腦作出分析，從而產生

各種感覺 

5. 鼻負責嗅覺。氣味的粒子散發在空氣中，並隨著空氣進入鼻腔。鼻腔上方有很多嗅覺細胞，受到

氣味的刺激時，會產生神經訊息，經嗅覺神經傳至腦部，產生嗅覺 

6. 舌頭負責味覺。舌頭上有不同的味蕾能感受不同的味道，包括：甜、酸、苦、鹹。食物中的化學

物溶在口水中，並刺激相應的味蕾，味蕾產生神經訊息，經味覺神經傳至腦部，產生味覺。整條

舌頭上也有感受不同味道的味蕾，但其分佈有異。辣並不是味道，而是熱及痛楚所混合產生出來

的感覺 

7. 所有的感官都會連繫到大腦。感官受到刺激後會產生神經訊息，經感覺神經傳遞到大腦。大腦會

作出分析及記錄，產生另一個神經訊息（指令）經由運動神經（或會經過脊髓）傳遞到肌肉（或

其他受動器）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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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詳情 

熱身活動：老師話 

目的： 增加同學的專注力，並帶出身體各部份之間的合作關係 

流程： 老師發出一些指令，但只有在指令前說出「老師話」學生才可以跟隨，否則不用

理會 

延伸討論： 為何我們能跟隨指令完成任務？ 

當我們用耳聽到指令後，腦部經過思考再控制身體活動。當中的身體部份包括人

的神經系統及肌肉系統等 

 

活動１：獨眼龍（分組活動） 

目的： 了解只利用一隻眼觀察難以判斷距離 

流程： 1) 首先每人拿著一支鉛筆，把有橡膠的一邊向外，並指向對方，並嘗試把兩支鉛

筆的橡膠接觸 

2) 重覆以上步驟，但每人也以單邊眼罩遮著其中一隻眼睛 

延伸討論： 為何我們遮著一隻眼睛後會較難完成這個測試？ 

一雙眼睛能看到三維空間，建立立體視覺，所以距離需要雙眼去判斷 

物資： 每組單邊眼罩２個、鉛筆４支 

 

活動２：盲點（個人活動） 

目的： 感受盲點對視覺的影響 

流程： 1) 把「盲點測試咭」（輔助工具一）平放在桌上 

2) 用手掩著左眼，利用右眼望紫色點，再慢慢靠近紫色點，直到紅色點消失，這

是右眼的盲點 

3) 用手掩著右眼，利用左眼望紫色點，再慢慢靠近紅色點，直到紫色點消失，這

是左眼的盲點 

延伸討論： 1) 為何眼睛會有盲點？ 

- 眼睛中的視網膜上有多個感光細胞，但視網膜其中一個位置因為需要接駁視

覺神經，所以視覺神經的開端缺乏感光細胞，那個位置因而看不到東西 

2) 為何平時看東西時不受盲點的影響？ 

- 平時我們用雙眼看東西，能夠互相補足；而且腦部能把那部份缺失的影像根

據周圍的景象自動修補。但由於在「盲點測試咭」上的色點因為比較獨特，

所以腦部只能以周圍白色的部份修補，所以色點看似消失了 

物資： 每人「盲點測試咭」（輔助工具一）１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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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３：怎麼產生聲音？（分組活動） 

目的： 了解物體的震動會產生聲音，並能透過不同的媒介（粒子）傳播 

流程： 把音叉敲打音叉橡膠１次，再把它放入水中，觀察水面的變化 

延伸討論： 聲音能夠透過固態、液態及氣態等媒介（粒子）傳播，在哪個物質狀態之下聲音

能夠傳遞得最快？ 

- 固態。聲音（或震動）透過物質中的粒子傳播，所以粒子愈排列得緊密，聲音

就會傳遞得愈快 

物資： 每組音叉 1 支、音叉橡膠 1 塊、水（以水杯盛載） 

 

活動４：這是甚麼聲音？（全班活動） 

目的： 猜測聲音檔中的聲音來源 

流程： 按 PPT 中的聲音檔連結，並讓學生猜測那是甚麼聲音 

延伸討論： 為何我們能夠辨認不同類型的聲音？ 

- 不同聲音製造出來的聲波的形狀有異，耳朵接收這些聲波時，腦部能夠與我們

的記憶作比較及分析這個訊息 

物資： 需使用網上聲音資源，請參閱簡報 

 

活動５：身體靈敏度（分組活動） 

目的： 帶出因感受器的分佈不平衡，身體各部份對「接觸」的敏感度有所不同 

流程： 1) 兩個同學為一組，一位被眼罩蒙住雙眼，另一位利用卡尺並調較距離至 0.5 厘

米 

2) 拿卡尺的同學把卡尺接觸對方的食指 5 次，被蒙住雙眼的同學要盡量分辨每次

的接觸是一點還是兩點  

3) 把卡尺兩點的距離減少，再重覆測試，直到５次中錯誤的次數比正確多 

4) 重覆以上步驟，但測試身體其他部份，如手掌、手背及前臂 

延伸討論： 為何我們身體各部份對接觸的敏感度有所不同？ 

- 因為感受「接觸」的神經線在身體並不是平衡分佈，手指頭有很多感覺「接觸」

的神經線，所以能感受更微細的分別 

物資： 每組卡尺１把、眼罩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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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６：不同水溫（分組活動） 

目的： 感受皮膚的溫度感應很容易受外界環境及之前的經歷影響，所以皮膚對冷熱的感

覺未必可靠 

流程： 1) 準備 1 杯冰水、1 杯温水（約 30℃）及 1 熱水（約 50℃） 

2) 把左手食指放入冰水，右手食指放入熱水（約 50℃） 

3) 大約半分鐘後同時把兩隻食指放入室溫水（約 25℃）之中，感受兩隻手指的不

同感覺 

物資： 每組 1 杯冰水、1 杯室温水（約 25℃）及 1 杯熱水（約 50℃） 

 

活動７：這是甚麼氣味？（分組活動） 

目的： 測試嗅覺的靈敏度，並學習在實驗實內嗅氣味的技巧 

流程： 1) 預備４支不同氣味的香油 

2) 各小組的同學逐一嗅一嗅，並猜測那是甚麼氣味。（注意正確嗅化學物的技巧：

把化學物放在面前，然後用手在試管口撥動，令化學物飄到鼻孔，保持平常的

呼吸狀態，絕不能用力吸入。） 

延伸討論： 為何我們不能用力吸入化學物？那不是會更快嗅得到結果嗎？ 

- 如果用力吸入，可能會吸到過量的化學物。雖然今次的活動所使用的化學物是

香油，對身體沒有害，但應該學習正確的嗅氣味技巧，並養成這個習慣，在日

後做其他實驗時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物資： 每組香蕉味油、檸檬味油、朱古力味油、雲尼拿味油（每種香油的濃度大約為：

加 10 滴於 3 毫升水）、試管４支 

 

活動８：哪個較強烈？（分組活動） 

目的： 了解嗅覺的靈敏度及疲勞 

流程： 1) 預備兩支相同氣味但濃度不同的香油 

2) 各小組的同學反覆嗅兩支香油的氣味，感受哪支香油的濃度較高。（注意正確

嗅化學物的技巧） 

延伸討論： 為何我們難以分辨哪支香油的濃度較高？ 

- 人的嗅覺不太靈敏，而且很容易疲勞，當嗅到相同的氣味時，很容易會習慣這

個刺激，從而難以感受到這種氣味。 

物資： 每組香蕉味油（加 10 滴於 3 毫升水）、香蕉味油（低濃度，加 3 滴於 3 毫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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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９：薯片的味道（分組活動） 

目的： 了解食物的味道是靠嗅覺和味覺混合產生 

流程： 1) 其中一位同學被眼罩遮著雙眼，再做以下兩個測試，但不能讓他／她知道測驗

的內容 

2) 測試一：餵被遮著雙眼的同學吃原味的薯片，並讓他／她記著這個味道 

3) 測試二：同一位同學繼續遮著雙眼再吃原味的薯片，但今次一邊吃，一邊讓他

嗅著燒烤味的薯片  

4) 問這位同學測試一及測試二的薯片是否同一種味道 

延伸討論： 為甚麼我們傷風感冒時吃的食物都好像淡而無味？ 

- 因為傷風感冒時，我們的嗅覺有機會會受到影響（如：鼻塞），所以吃東西時

只能單靠舌頭的味覺 

物資： 每組眼罩１個、薯片（原味）適量、薯片（燒烤味）適量、夾 1 個 

 

活動 10：眼明手快（分組活動） 

目的： 了解反應時間 

流程： 1) 其中一位同學伸出食指及中指，並把手平放 

2) 另一位同學把「道具銀紙」（輔助工具二）放在這兩隻手指之間，並突然放手

讓銀紙掉下  

3) 當看到銀紙向下跌時，盡快利用食指及中指夾著銀紙 

延伸討論： 為何難以把銀紙夾著？ 

每個人也會有反應時間（大約 0.02 秒），當眼睛看到銀紙掉下來的時候，腦部需要

時間分析並指令手指作出反應，但其時銀紙已經離開超出手指可以夾到的範圍 

物資： 每組「道具銀紙」（輔助工具二）１張 

 

活動 11：錯覺（個人活動） 

目的： 親身感受視覺上的錯覺 

流程： 每個人輪流看「錯覺咭」（輔助工具三），並與同組的同學分享感受 

延伸討論： 只有視覺會有錯覺嗎？ 

- 錯覺屬於大腦錯誤分析訊息。所以除了眼睛，其他身體的感官都有機會產生錯

覺 

物資： 每人「錯覺咭」（輔助工具三）１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