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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是孩
子的天性
玩耍、探索、提出很多问题，这是
孩子们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和周遭
世界的方式。

本手册会向您介绍很多您
可以在家中和孩子互动的
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帮助
他们在“STEM （*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的英文
首字母缩写 ”方面的学习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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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到底是什么？
“STEM” 是一种学习和发展的手段，旨在将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些领域结合起来。

通过 “STEM”，孩子们可以学到：

•  提出问题

•  合作精神

•  创意思维

•  解决问题

•  探索世界

•  谨慎地冒险

•  对解决方案进行检验

•  发现做事的新方法

您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可以在儿童早期，就发
展孩子的 “STEM” 技能，以便为今后的学习建立
一个坚实的基础。通过鼓励您的孩子玩耍、探索
和调查，您可以帮助他们成为主动学习的人。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
开始上小学的孩子中，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孩子
将会从事现在还未出现
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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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也是学习的
重要组成部分
玩耍是孩子学习和发展过程中充满 
乐趣且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玩耍，孩子们可以：

•  对正在做的事情产生兴趣并开始投入

•  通过模仿他人进行学习

•   可以自由探索并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并 独立解答问题

•  根据自己的节奏学习

•  学习如何与成人和其他孩子互动

•  开发想象力

•  培养适应能力

家里、户外和社会中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学
习 “STEM” 的相关内容。并且最棒的是，
这样的学习不用花钱！

我该怎么做？

•  注意培养和尊重孩子的好奇心和创 
造力。

•  让孩子以自己的节奏来发现事物和 
学习。

•  接受孩子们提供的答案，他们的答案 
对自己来说很有道理呢！

•  问他们很多问题。问问题可以帮助您的
孩子理解任务。

给孩子机会，让他们自己玩耍或是和别
的孩子玩耍，，这有助于建立他们的自
信心和适应能力。 

一团糟是好事！孩子
把东西弄得一团糟是
玩耍和学习很重要的
一个部分，而之后的
清洁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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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玩具盒
•  和您的孩子一起整理玩具盒，把东西根据大小、

形状、颜色、质地、重量、材料和用途分开。 

•  拿两个玩具，猜猜哪个更重些。把玩具放在每个
每个手上，然后看看那个重。再用天平秤来比较
重量。 

•  看看玩具汽车、弹珠和小球在不同物体的表面上
滚下来的速度，可以在烤盘上、大书本上或木板
上试试。看看如果换不同质地的表面，物体滚动
速度是否会产生变化。

在一个衣架两边各挂一个塑
料袋做一个天平秤。把扫帚
把架在两把椅子之间，然后
把衣架挂在扫帚把上。每个
袋子里都放些东西。让孩子
们试试放重的东西和轻的东
西进去，会发生什么结果。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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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
•  向您的孩子展示烹饪的各个步骤，比如阅

读菜谱、计量食材、然后在炉子上或烤箱
里进行烹饪。

•  一边做饭一边和孩子介绍您正在做的事
情。用一些诸如这样的词汇：多一点、少
一点、轻一点、重一点、融化、凉的、热
的、冷的、溶解和凝固。

•  告诉孩子食材的名称，并进行一些描述。
让孩子猜猜把这些食材混在一起会发生 
什么。 

•  让他们闻一闻、尝一尝各种食材（只能给
孩子尝您确定是安全的食材）。 

•  聊一聊各种食材在烹饪后会有什么变化。 

果冻

•  让孩子描述一下果冻粉在遇水前后的状 
态（从固体到液体） 

•  果冻凝固过程中，让孩子每半小时看一次
冰箱，说说有什么变化。 

•  问孩子如果一些果冻凝固后没有放进冰箱
会怎么样。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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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中	(接上篇)
玩面团/橡皮泥

•  看看您和孩子一起能用面团/橡皮泥做出多少形状和
花纹。

•  在面团/橡皮泥上加一些精油、亮片和沙子，改变它
的质地，然后闻一闻。

厨房器皿

•  试试看看，了解各种厨房器皿分别是如何工作的，比
如开罐器和冰激凌勺。 

•  看看一个勺子两面的倒影。  
问一下 “为什么两边不一样？” 和“哪一边看起来
更像是在镜子里看到的？” 

•  让孩子用夹子分别夹起小的、大的、轻的、和重的
物体。

和孩子做一个炉子先说一
说需要什么部件，比如烤
箱、把手、开关和烤架。
收集一些材料来做出部
件，比如可以用盒子、瓶
盖子和瓦楞纸板。做炉子
的时候，说说各个部件应
该放的位置，它们如何能
连在一起 。然后，给炉
子上颜色！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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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题的技巧
问问题可以鼓励孩子开动脑筋，而不是仅仅回答“是” 
或“不是”。

问题 例子

它… 摸起来怎么样?	闭上眼睛，告诉我
这东西摸着什么感觉？

什么样子？比较颜色、花纹、大
小、形状和质地。

尝起来怎么样？你以前有没有尝到
过这种东西？

闻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东西和
它闻起来很像？

是什么声音？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听
过这个声音？

你觉得如果… 加水会发生什么？

游乐场的滑梯变大了会发生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影子动了？

这个… 机器人是怎么运作的？

如果… 在不同玩具上换上不同大小的轮

子，会怎样？

你怎样才能… 让积木平衡？

通过阅读学	
东西
和孩子一起读		
《大萝卜（The 
Enormous Turnip）》	
Irene Yates 著。

•   跟孩子聊聊故事里是怎样使用“描
述性”的句子来提供更多信息的，
比如 萝卜重，因为它很大。 

•  说说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来搬走萝
卜，比如把它切成更小的块。

•   谈谈怎样用不同的方法来搬动家里
的东西。 

和您的孩子一起读		
《饥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Eric Carle	著。

•  和孩子一起，找找花园里的蝴蝶，
并谈谈蝴蝶翅膀的颜色和花纹。

•  把自己打扮成毛毛虫的样子。像毛
毛虫一样挪动。让孩子展示虫儿们
怎么在茧子里生活，怎么从茧子里
出来。 

•  聊聊动物和人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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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 
•  听听雨点打落在不同表面的声

音。问孩子这样的问题，“这声
音听起来像什么?” 还有 “这样
的味道闻起来像什么？”

•  观察宠物和其它小动物在下雨前
和下雨后都做些什么。

•  观察云彩。谈谈云彩是怎样形成
不同的形状和颜色的。 

让家人参与的融化行动

•  给家里每个人一块冰，让大家想
办法在不用冰箱的情况下，不让
冰块融化掉。比如，放在袜子
里、用锡箔纸或泡泡纸包起来、
或用土埋起来。记录冰块融化的
时间。谈谈为什么有的冰块会融
化的更快。 

看雨水溅在水洼里。
让孩子用手指在水洼
里弄出涟漪。看看水
中倒影。在水洼上跳
一跳，溅出水来。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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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宝物
•  和您孩子一起捡东西收藏，比如贝壳、小石头、叶子

和羽毛之类的东西。在家里展示出你们的成果，或是
把它们收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  把藏品分分类，比如按照颜色、大小、质地、形状和
边的数量。和您的孩子谈谈各个类别的藏品有什么不
同的地方和相同的地方。可以用到的一些词汇：线
条、圆形、正方形、三角形和长方形等等。找出重复
出现的花纹和特别的样式。

•  用放大镜或手机拍照然后在屏幕上放大，仔细观察每
一个物品。

活动的时候多拍些照片。
用手机软件来改变图片的
样式。这样能开发您孩子
的数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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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大天地 
•  让您孩子用旧的厨房器皿，比如筛子、漏斗、盘

子和罐子玩水、挖沙子和玩泥巴。

•  聊聊水是从哪里来的，还会往哪里去。让孩子在
混凝土的表面上涂水或洒上水，看看会发生什
么。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刚才讲过的概念。拓展
话题，谈谈洗过的衣服是怎样变干的。 

•  把撕碎的报纸塞到大罐子里，然后用水浸湿。把
一些豆子的种子放到罐子的中间位置，以便观
察。把罐子放在温暖有光的地方，保持报纸的潮
湿。观察一周之内的变化（种子向下长根，往上
发芽）

花园游戏

•  和孩子一起种植蔬菜切剩下的部
分、种子、花籽或幼苗。观察它
们的成长。拍照以作记录。 一起
聊聊它们的变化。

•  把它们种在不同的地方（阴暗
处、阳光处、不同的土壤、花盆
或是种植培养皿），看看它们会
不会长得有所不同。  
谈谈有不同在哪里，哪个更好？

选一小块地面，和孩子一
起拿放大镜仔细观察。问
诸如这样的问题： 你看到
多少种昆虫？把注意力放
在一只昆虫上，看看它在
做什么。跟着它，看看它
去哪里。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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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活动
•  晚上和你的孩子到室外进行探

索（用手电筒，也可以不用手
电筒）问诸如这样的问题： 
“你看到什么？” 和 “你听
到什么？” 

•  用手电筒在墙上照出一个影
子。谈谈手电或物体离墙近
或远的时候，影子是怎么变
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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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上
•  让您的孩子用感官来探索世界，比如闻闻空气的味

道、看看海浪、听听海鸟的声音、尝尝海水、摸摸 
沙子。 

•  站在水边，让海浪冲刷你们的脚丫。问诸如这样的问
题：“你觉得脚底下有什么感觉？” 

公园里
•  一起仔细观察一棵树。试试手拉手环抱树干。问问树

皮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摸起来怎么样、闻起来怎么
样？看看你们能找到几种颜色。聊聊树上都住着什
么，看看能不能找到任何生物。

•  闭上眼睛听听周围的声音。聊聊你们都听到了些什
么，比如鸟叫和风吹树叶沙沙响的声音。听听公园外
面的声音，比如汽车和飞机的声音。 

•  在一个地方站着不动。谈谈在你们周围移动的事物，
比如头顶掠过的飞鸟、地面被风吹起的树叶、奔跑的
小狗和散步的人们。

游乐场的设施

•  来玩荡秋千吧！谈谈秋千是怎么荡起来的。描述一 
下怎么让秋千荡得更高。 

•  从滑梯上滑下来，谈谈怎么就能在中间停住， 
为什么。 

•  让东西在滑梯上滚下来。谈谈怎么让它滚得更 
快或更慢。 

在水边挖个洞，看看洞被
水灌满需要多长时间。谈
谈水是从哪里来的。站在
洞里，看看会发生什么。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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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泡泡
•  吹泡泡，并让孩子试试抓住它们。问诸如这样的问

题：“为什么泡泡会飘起来？” 还有 “为什么泡泡
破了？”观察泡泡在空气中能维持多久。 

•  让孩子用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小圆圈，然后对着这 
个小圆圈吹，这样他们用自己的手也能做泡泡。

如 何 做 泡泡
在一升的容器里装 600 毫升的
洗洁精和 25 毫升的甘油，然后
在里面灌满水。让孩子用细管刷
做一个一头有圆圈的小棒。让孩
子把小棒的圆圈浸到泡泡水里，
然后对着圆圈吹气。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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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时的游戏
•  和孩子一起在浴缸里放置不同的东西。 让孩子

观察什么东西会漂浮，什么东西会沉下去。在他
们动手试之前，让他们猜猜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
果。问他们为什么有的东西会浮起来，有的却沉
下去。聊聊怎么让漂浮着的物体沉下去，或者沉
下去的东西浮起来。 

•  让孩子在不同的物体里灌水，然后倒掉。用干净
的洗发液瓶子装水，然后让水喷出来。分别在瓶
子空着和满着的时候挤压它，谈谈感受。分别在
水里和水面上挤压瓶子，看看会发生什么。 

问问孩子如果拿掉浴缸里
的塞子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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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而行、节能减
排、回收和循环利用
三思而行

•  与其开车送孩子上学，不如走路去。 如果住的离 
学校远，开车一段路，然后剩下的路走着去。

•  鼓励孩子想一想自己如何和他人共享环境。提出一 
些建议，比如把垃圾扔进垃圾桶，玩耍之后要整理。

节能减排

•  节约用电，用完电器和照明之后，让他们关掉在墙上
的开关。一起做提醒标识。 

•  让孩子在刷牙的时候关水。

•  为孩子展示煤气表、水表和电表，让他们知道这些能
源的使用是如何被计量的。

•  在孩子冲澡时在里面放个桶，看看洗完之后桶里能收
集多少水。 

回收

•  给孩子展示“回收”标识。谈谈回收的重要性。 

•  谈谈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回收。

循环利用

•  循环利用纸盘、盒子、卡片、包装纸和丝带，用它们
来做艺术手工品。把纽扣、蜡笔和铅笔收集在玻璃或
塑料容器里。

•  循环利用鞋盒做玩具的房子和藏宝箱。

•  告诉他们 各种收集和循环使用家庭用水的方式，而不
是让水直接流向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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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垃圾之前，说说每样垃
圾的材质，并让孩子找找
回收标识。一起整理可回
收物品，并把它们放进回
收桶。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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