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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香港潮商學校

推行電子學習經驗

帶動 STEM 教學

香港潮商學校早於2010年開始提升資訊科技教學，詹

漢銘校長在辦學團體支持下，按部就班提升學校的軟

硬件設備，近年更將虛擬實景技術融入課程，讓學生從中學習

STEM。

詹校長說：「本校從2010年開始已經放了很多資源在資訊科

技教學，當時仍未有STEM這個名詞，主要提升學校的硬件配

備。一切源於2010年我參加了語常會的校長沉浸課程，去了英

國兩個星期參觀不同的小學，看到不同的教學法。當地的學習

特色是活動教學，與香港傳統的單向模式不盡相同，正好學校

當時約有八成是非華語學生，和國際學校生源相似，於是回港

詹漢銘校長 (前排右五 )帶領教師團隊為STEM教育而努力。

通過實驗，了解濾

水器在不同因素下

的過濾效果。



5

後先從硬件和軟件入手，然後再逐步改變教學模式。當時在

英國看見使用電子白板在教學上的成功例子，認為能夠幫助

老師在課堂上能與同學更互動，於是將學校所有課室和特別

室都裝設電子白板，開始電子學習的第一步。」

香港潮商學校當年全校裝設電子白板，老師也在教學層面配

合使用，是屬於少數能這樣起動的學校，詹校長直言，由於

有八成是非華語學生，反而能營造一個良好的語境，電子白

板配合英文教學，有助推行電子學習，從2011至2012年開

始，數學科和常識科都轉用英語教學。詹校長說：「購買電

子白板後，所有老師都需要進行培訓學懂運用教學軟件，現

在所有老師都掌握電子白板的應用，在推行電子學習的層面

也相繼落實，有助現在跨科協作推行STEM教育。」

趣味虛擬實景有利學生編撰軟件

目前香港學界推行STEM教育可謂百花齊放，香港潮商學

校選擇以編程教學及虛擬實景技術作為STEM教育的核心。

在 STEM-Room 的 VR

虛擬實境體驗

詹校長說：「暑假期間，有巴西教育家參觀學校，直言香

港小學大都沒有實驗室，難以進行實驗探究。當時我們看

到社會發展趨勢，學生除了學習兩文三語之外，編程一定

是第四個世界共通語言，我們的學生一定要懂。所以決定

在2015-16年度開始推行編程教育，我們參考澳洲、英國

等地的經驗開展有關課程，在全校每個年級都滲入編程元

素。」

詹校長補充：「高小在今年開始教授VR（虛擬實景），除

了電腦科以外，常識科、視藝科、英文科等科目，都會加

入VR元素。學校成立一個虛擬實境示範中心，可以使用服

務供應商的最新素材，希望老師和學生可以利用VR和AR（

擴增實景）的技術，增加學習STEM的趣味性，才有學習的

動力。」詹校長直言，供應商有超過幾百萬的虛擬實景素

材可供學生放入VR編輯器使用，學生只需專注設計、發揮

創意，便能設計VR產品，可以是遊戲、可以是學習軟件，

這些都有利同學日後在中學甚至大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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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香港潮商學校

該校目前會先由六年級開始試行，六年級學生會學習邏輯思維概念，比較容易

掌握有關應用，而低年級的學生則應用六年級學生設計的虛擬實景場面，讓全

校學生都有得益。

STEM教育與生活細節結合

香港潮商學校除了修訂電腦課程，更參考國際學校的「期中休假」做法，在上下

學期之間進行兩星期的專題學習，學生會在這段時間學習工程、科學知識，進行

報告撰寫，每個年級有各自的任務，讓學生認識香港，裏面滲入創科元素。

詹校長說：「與其他學校不同，我們很早已將課堂電子化，除了學校的資源以

外，也得到香港潮州商會和校董會的支持，另外透過籌款和坊間的資源推動STEM

教育。本校現時已有完善的配套，便可將焦點集中在應用層面，如把STEM元素緊

扣學科，令到學生覺得STEM教育能夠實際應用在現實環境當中，與生活有關，學

生才會覺得有用。」

學生在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中，

獲得二等獎佳績。

利用吸管
和卡紙等

簡單物料
，製

作能夠發
出響亮聲

音的排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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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香港潮商學校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 79B

創校年份：1923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潮州商會

校訓：禮、義、廉、恥

電話：25461644

電郵：info@csshk.edu.hk

網址：http://www.csshk.edu.hk

學校資料

STEM 獎項及榮譽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第四屆中西區小學機械人比賽 合作精神獎

問到學校未來有何方向發展STEM教育，詹校長表示，未來三年

都會集中焦點在VR教學上。他說：「正如開始發展電子白板之

初，本校都花了一段時間進行課程整合，到硬件和軟件齊備，才

落實執行。現在剛開始推動編程教育，全校一至六年級的課程都

已經滲入編程元素，我們再開發VR教學。整個過程都是按部就班

進行。未來會繼續深化現有的STEM教學，讓學生掌握最新科技訊

息，感到有趣，才能持續發展。」

學生製作足球機，及利用 The	micro:bit's	

JavaScript	Blocks	editor編寫程式記錄分數，

寓學習於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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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天主教明德學校

善用創意科技

進行科學探究

STEM教育重視創意解難，天主教明德學校一向重視培養學生掌握有關元素，梁孝友校長表示，無論是STEM教育或是

科學學習，最重要就是培養學生觀察能力，留意細節，配合創

意思維，幫助學生進行科學探究，除了促進STEM教育的發展，

也是培養學生學習態度重要的一環。

以日常生活事例 引發學生無盡創意

梁校長說：「學校一直致力培育學生的解難能力、邏輯思維及

創造力，早年學校以課後活動方式組成『小小科學家』小組，

利用科學原理及方法作出探究，於相關主題嘗試找出問題的原

因並加以解釋，或是針對題目提出新的構思、改善方案或建議

解決方法。當時的拔尖方式，形成校本STEM教育的雛形。」	

天主教明德學校梁孝友校長 ( 右二 )，

鼓勵學生透過拼砌科學套件，提升科

學素養，激發創新思維。

在「科學青
苗獎」比賽

中，同學需
向評判介紹

實驗的原理
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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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學校透過參加不同的公開科學比賽，為學生創造更

多觀摩機會及學習經歷，例如「香港科學青苗獎」、「常識

百搭STEM科學專題探究比賽」以及「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均獲得不俗的成績及取得獎項。「贏，同學固然會

開心及有成功感；輸，同學也學懂接受失敗及總結經驗，為

推動STEM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梁校長補充說。

為提升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及讓他們享受愉快的探究式學

習，學校於每學期均會舉辦「全方位學習日」，當中有不少

全級六年級學生進行社際機械人足球比賽。

剪片特工組員運用航拍攝錄影片中。

學生正在驗證自

行編寫的指令。

新奇和別出心裁的科學探究活動。在科學探究活動中，教師

會就日常生活事物或新奇現象提出具挑戰性的問題，引發學

生對科學的學習興趣與好奇心，並讓他們透過手腦並用的科

學探究活動（例如：五感探索、公平測試），利用科學原

理解釋現象和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法，從中培養他們堅毅的精

神，進一步勇於面對挑戰與解決疑難。過程中，學生需要進

行反覆測試及記錄，完善當中的設計循環，學生由此學懂發

現問題、反思、解難等STEM教育的核心元素，更透過合作

養成團隊精神，這些都是額外的得益。

同學全神貫注製作投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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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天主教明德學校

活用創意工具 啟發學生STEM素養

梁校長說：「現在STEM教育，以『新媒介』表現

『舊智慧』，例如讓學生使用平板電腦搜尋資料、

進行評估，甚至引入與時並進的編程軟件，增強

課堂互動性，同時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一舉兩

得。」

學校於電腦課程加入編程學習元素，小一及小二學

生用「Coding	Kit」的排列實物積木方式來編程，

讓學生利用電腦將抽象概念實體化，三至六年級學

生會透過製作動畫、製作互動遊戲和操控機械人等

活動來學習編程。至於高年級學生在電腦課中學習

3D打印，六年級學生則會與視藝科結合，製作自己

設計的畢業紀念品，本學年將會舉辦「生活小發

明」校內設計比賽。學校亦為教師及家長舉辦了

編程工作坊，加深大家對編程的認識，也促進親

子關係。

隨着航拍愈趨普及，學校安排同學參加航拍工作

坊，了解航拍的操作原理和使用守則。在老師的

帶領下，學生拍攝出《太平山上》短片。該片的

歌詞由學生填寫，並包含大量由學生拍攝的航拍

鏡頭，洋溢歡欣氣氛，大獲好評，學生憑此獲得

《教育局數碼媒體創作青苗獎》一分鐘短片金

獎。

「衝上雲霄 !	」牛頓第三定律不僅是書本上的知識，

還成為水火箭的理論基礎。

同學於航拍工作坊測試

航拍機攝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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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校長說：「科技產品不能取代老師，正如平板電腦不能

取代書本。我們把平板電腦視為輔助學習的工具。未來我

們會因應時代的轉變，繼續提高老師的STEM素養，優化校

本課程，讓學生從初小開始掌握STEM的基礎知識，幫助他

們升中後能夠盡快掌握中學課程，應付未來社會的挑戰，

回饋社會，這也是我對同學的期望。」

學校名稱：天主教明德學校

地址： 香港柴灣祥民道 11 號

創校年份：1952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 天主教香港教區

校訓： 愛人如己

電話：25572244 

電郵：mtcs@mengtak.edu.hk

網址：http://mengtakps.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香港數碼媒體創作青苗獎 太平山上 - 金獎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嘉許獎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 優異獎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
畢翼宜飛，剪翅啟航 -  

傑出獎、我最喜愛影片獎

香港科學青苗獎 決賽 : 季軍

香港科學青苗獎 自製溶液去油污 嘉許獎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小學科學幻想畫 : 

《溫暖乾衣架》 – 優異獎

全港小學生 STEM 編程挑戰賽 優異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同學在校內的
「機械人巡遊

」活動中展示
其製作的機械

人製成品。

同學從科學實
驗中學習解難

的精神。

《太平山上》航拍短片 《畢翼宜飛，剪翅啟航》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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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認識大世界

創造「超」越想像的未來

同學們自行設計及

製作太陽能機械車。

黃錦良校長表示，標

小校訓是「求實·

創新」，非常重視

STEM教育的發展。

在 2018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	STEAM

創客挑戰賽中，五年級的趙峻尉及

關蔚誼同學向評判們介紹智能家居

作品。智能家居包括有智慧燈、智

能空調、智能風扇、環保太陽能及

風力發電等設備。

會「動」的水墨畫、3D打印玫瑰花、東涌外

賣Apps、會因應距離而自動開關的智能風

扇……這些「高科技」創意產品，全都是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標小）學生的作品。標小本着

「求實•創新」的精神，在短短的三年間，走出一條

富特色的STEM路。

活用社區資源 

發展具特色的STEAM課程

在政府尚未大力推動STEM前，標小已在課程中加入

STEM元素。早在2015年，標小就逸東邨獨有的藝術雕

塑廊，設計出具有區內特色的STEAM課程。這個校本

課程結合視藝科、電腦科及中文科，透過不同活動，

培養及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能力。過程中老師會帶領學

生認識逸東邨周邊的藝術雕塑，以及這些雕塑背後創

作的理念，然後讓學生自行設計一件能代表東涌的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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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並寫出設計的意念。完成構思和設計後，學生會利用電

腦軟件，將設計好的平面圖以3D的形式在軟件中再現，最後

使用3D打印機打印作品。這個具地區特色的課程，更得到區

議會的資助，舉辦了一次相關的活動	—「小小導賞員」，讓

同學們化身導賞員，帶領區內的幼稚園學生欣賞藝術雕塑，

並為他們介紹3D打印的技術。此外，學校亦為學生的3D雕

塑作品舉辦展覽活動，讓區內居民可在生活中接觸藝術及最

新的科技。

	

重視交流文化 擴闊師生視野

單打獨鬥，STEM這條路自然不好走，因此，尋找支援是標

小在發展STEM時最優先考慮的。近年正值國家銳意推動創

意科技教育，標小正好利用辦學團體的網絡，與國家創科組

辛助校帶同學生正

在欣賞高年班同學

設計的 3D作品。

學生全情投入有

趣的編程課堂。

織交流。黃校長指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已成立STEM教

育研究所，負責統籌全國STEM教育發展政策。該研究所所

長早前曾來香港和學校進行交流和指導，令同工們獲益良

多。此外，教聯會亦組織了一班校長和老師前往參加今年在

深圳福田舉行的「第二屆中國STEM教育發展大會」。這次

教育研討會匯聚國內外的STEM專家及最新的產品，令同工

們大開眼界。而標小亦參與了姊妹學校計劃。今年六月，約

三十個標小的師生就前往長春作交流參觀。學生見到當地學

校的STEM天文館設施，感覺非常新鮮，大大提升了他們對

STEM的興趣，擴闊了師生的視野。無論是老師和學生，都

能透過交流活動獲得寶貴經驗，並將之帶返校園，促進學校

STEM的發展。

高年級學生帶領學童認識逸東邨周邊的藝

術雕塑，以及其背後創作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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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電腦課堂小一學生正在學習編寫程式。
暑假期間，胡于森

與關蔚誼同學參加
MakeX 編程

機械人大賽，並取得
全港小學組冠軍等獎

項。

積極參與比賽 展現學習成果

「第十八屆全國科技活動」於2018年5月中旬

在北京舉行，標小亦有組隊參加科技活動週「

全國青少年未來工程師博覽與競賽」。這是首

次有香港學生的STEM作品在該活動中亮相，而

該校學生更獲得二等獎佳績。黃校長說：「原

本只是想帶學生出外長長見識，能獲得如此佳

績，實在始料未及。面對國內眾多強勁院校，

我們取得二等獎可謂殊不簡單。在比賽過程

中，同學們與國內的學生互相比拼切磋，豐富

了他們的學習經驗，這些寶貴的經歷將成為同

學們永遠的寶藏。」

	

編程從小一開始 打好STEM基礎

黃校長有一個獨特的見解，就是編程愈早學愈

好。他說：「很多人以為編程是複雜、深奧難

懂的，許多成年人更視之為洪水猛獸，一看就

頭痛。但其實在外國早有經驗，一個四、五歲

的小朋友，已經能運用簡單的編程技巧，利用

電腦完成任務。」為了及早讓學生掌握運算思

維，標小早在2016-17年開始，就在一年級加

入編程課程，到了今年，各級都有有關編程的

課程。眾所周知，小學比較缺乏電腦的專科老

師，所以在推動編程教學之初，標小亦面對這

困難。為此，該校邀請南京一間科技公司，為

學校提供平台和相關的師資培訓。學校首先派

幾位資深的老師去接受培訓，然後薪火相傳，

透過共同備課，讓其他科任掌握編程教學的重

點，師資的問題才迎刃而解。

	

由於起步早，較容易打破過去「男生愛數理，

女生愛語文」的固有觀念。經過幾年的耕耘，

科普的種籽已在學生的心裡萌芽，不分男女都

愛上STEM。黃校長說：「女孩子心靈手巧，重

視細節，在『動手做』的比賽中，自有其優勝

之處。在剛才提到的『全國青少年未來工程師

博覽與競賽』，我們便派出兩位女學生參賽。

這次比賽需要就環保、節能的概念，構思出適

合智能家居的發明品。她們竟想到不依賴3D打

印機，而去找一些廢棄物加工，藉此帶出物料

循環再用的意念，大受評判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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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超學科」STEM課程

為了加強STEM在學習中的比重，標小將三年級至六年級的一節電腦課和

一節常識課抽出來，改為兩節的「超學科」。「超學科」一詞其實是指「

多於一個學科」。標小的構思是在原有的電腦課程上，加入編程、3D打

印、鐳射切割、機械人、電子積木等STEM元素。課程還配合了學校原有

的全方位學習、參觀等活動，去設計專題研習，讓學生在現實生活當中發

現問題，再作探究，從而思考解決困難的方法。黃校長笑言：「在整個

學習過程中，融合了多個學科的知識和技能，是名副其實的超級學科。」

	

黃校長坦言，「超學科」的成立只是邁向課程改革的第一步，要推動

STEM這個課程巨輪，除了有賴辦學團體的支持，還需得到老師的認同才

能成事。他作為校長，只能為老師拆牆鬆綁，選擇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

位置，才能有效推動STEM。「最重要是全校老師有共同追求的目標和理

念，讓大家明白這件事是有意義的，不是為做而做，而是我們深信這個課

程，能為學生的學習、生命帶來改變才去做。校長盡力為學校爭取各方的

資源，中層老師努力建構課程框架及教材，前線老師則切實推行課程，上

下一心，大家都出一點力，才能推動課程改革。建構的過程雖然辛苦，但

只要見到學生的轉變和成果，一切還是有價值的。」黃校長說：「科技發

展的步伐不等我們，要培養出未來社會的人材，教育界決不能固守舊的一

套。我們必須加快腳步，才能讓孩子趕上時代的步伐。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地址：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

創校年份：2001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校訓：求實創新

電話：21090087

電郵：head@hkfewwcb.edu.hk

網址：http://www.hkfewwcb.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2017 第十二屆創意科技大賽電子科技創新

設計比賽
一等獎

香港科技大學水底機械人大賽 2018 銀章級

第十三屆全國青少年未來工程師博覽與

競賽總決賽
二等獎

2018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 STEAM 創客挑

戰賽
二等獎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香港賽區小

學組

聯盟冠軍

隊際金獎

最具體育精神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5 位同學參加由科技大學主辦的水底機械人大賽，取

得銀章獎。

今年 5月學校派出 6位同學到北京參加科技活動週「全國

未來工程師博覽與競賽」，並取得二等獎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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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關心社群  善用社區資源

將 STEM 融入生活 回饋社區

STEM教育需要融入生活，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關注社會人口日趨老年化的現象，於全校四年級進行探究式學習計劃

──「一屋老幼記」，讓學生走入社區，關愛長者生活所需，

並利用對STEM的知識、技能，幫助銀髮族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困

難。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郭妙嫻校長說：「STEM強調解決生活問題

的能力。隨着人口結構轉變，學生在社區或自己的家庭裏，和

長者接觸的機會愈來愈多，為了回應社會需要，我們與中西區

的社會服務組織合作，推出名為『一屋老幼記』的學習計劃。

計劃滲入生命教育元素，學生透過課堂學習及與長者進行互動

溝通，了解他們的需要，從而為長者設計STEM發明品，並進行

小組匯報，從中訓練學生的演說技巧。」

「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得獎同學與家人及師長的大合照。

同學利用micro:bit 編程原理，製作智能手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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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學生共分成三十八組，每組由一位老師帶領。學生

需要觀察及了解長者需要，為他們設計具實用性的STEM發

明品。例如有學生觀察到部分長者視力衰退，於是製作出智

能手杖，手杖連接micro:bit和感應裝置，當長者前面有障礙

物，手杖便會發出訊號，提醒長者要小心留意。另外，又有

學生擔心長者食用過期食物，便發明智能雪櫃，透過智能雪

櫃的設計程式，辨別過期或變質的食物，保障長者的健康。

亦有學生設計智能藥盒，提醒長者定時食藥。

學員變身「co-pilot」，學習如何駕駛小型飛機。

學生向長者講解他們設計的「長者友善方案」

長者邀請學生一同表演

「古代互動劇場」，讓學

生了解何謂「安全家居」

衝上雲霄飛
行計劃–

悉尼飛行課
程

學校又安排參與「一屋老幼記」的學生參加「樂齡科技顯愛

心」活動，讓他們觀摩不同的創意科技設計，增長見識，同

時又選了數個設計作品參加比賽，並取得獎項。郭校長補充

說：「我們鼓勵學生走出課堂，與學界緊密聯繫，甚至參

加比賽，因為很多STEM知識都不是從書本上學到的，學生

只有多與外界交流，增廣見聞，才能激發他們對STEM的興

趣。而多與長者溝通、多與其他學校交流合作，會令學生設

計的作品，更加符合長者的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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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循序漸進 培養學生創意思維

學校目前的STEM課程，汲取了過去不少經驗，進

行優化及改良。學校早期從拔尖開始，在校內引入

STEM元素，例如每年參加由林氏基金舉辦的「衝

上雲霄飛行計劃」，老師邀請機師到校分享，又讓

學生嘗試模擬駕駛飛機；其後老師又會帶領學生到

新加坡、泰國、澳洲等地進行飛行活動及在當地參

加比賽，學生更有機會和機師一同駕駛飛機，不但

感受做機師的感覺，亦能從中提高學生學習英文、

物理和科研的動機。

為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學校去年將micro:bit

引入六年班的英文課程內，同時增聘外籍老師協助

任教。由於大部分micro:bit的教材都是英文，學生

在學習micro:bit的過程中，需要到影片網站瀏覽英

語教學片段，又需在網上搜尋資源，學生自然打

破學習語言障礙，不會抗拒使用英語，更能培養

學習語文的興趣。學生完成發明品後，透過匯報

分享，能加強學生英語演說的能力，提高校內英

語氛圍。

由最初的拔尖形式到如今的全級推行，學校STEM

的課程發展循序漸進，在不斷優化教學的過程

中，仍能把持核心原則，就是希望學生能親身經

歷，透過「動手做」提升學生對STEM的興趣。

學校幾年前已開始在課程中滲入自主學習元素，

讓學生明白「為何學」及「如何學」。學生親自

動手製作發明品，除了讓他們提升自信，亦能加

本校派出同學前往新加坡參與「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 新加坡之旅

暨飛行比賽」。比賽前和機長導師 Captain	Arthur 合照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滿足每個擁有

翱翔天際夢的學生。

在 Singapore	Amazing	Flying	Machine	Competition，

獲得「Best	Presentation」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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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老師和學生一同在研發過程中探

索、解難，能加強師生關係及解決問題的信心，讓學生更

喜愛學習。

將STEM融入課堂 培養學生綜合能力

承先啟後，學校把近年累積的STEM教學經驗，逐步落實到

未來三年的課程發展中。本年度在四年級全級開設「科學

與科技課」，課程結合常識科的科學與科技部分及電腦科

的相關知識，再配合編程教學，學生可根據主題，在課堂

學校名稱：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地址：香港香港仔田灣新街 5 號

創校年份：1957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 聖公宗（香港） 

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公司

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電話：25508326

電郵：skhtwcn_mail@yahoo.com.hk

網址：http://www.tcn.edu.hk/tcn/index.html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Singapore Amazing Flying Machine 

Competition 2016

Singapore Amazing Flying Machine 

Competition 2016 Best Presentation

2016 年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香港選拔賽 ( 高小組接力賽 )
冠軍

香港電子學習教育協會小學滑翔機

製作大賽
二等獎

2017 年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金獎

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 ( 共融組 ) 銀獎及銅獎

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 ( 小學組 ) 優異獎

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金獎

創意思維飲管橋比賽 冠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內動手設計及製作一些裝置，讓學生掌握及明白科技有各種

不同的可能性。學校亦強調匯報技巧的重要，學生在設計及

製作的同時，亦要求他們分享思考過程及設計理念，培養他

們的綜合能力。

郭校長認為，科技發展與生活息息相關，編程更是新時代的

重要語言，若同學們不好好掌握，會容易被社會淘汰，所以

學校在課程規劃上已作好準備，回應社會的需要。

Arduino 聰明車

同學們全情投入

製作「動力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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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佛教黃焯菴小學

用科普帶出環保價值觀

語文知識技能品格 全面提升

過去學界推行STEM教育，着重購買高端新穎的科技產

品，佛教黃焯菴小學反其道而行，主要以環保物料

推行STEM教育，強調學生的資訊素養。該校校長許定國期

望，學校透過STEM推動科普教育，能夠為學生帶來正面積

極的價值觀。

STEM專題研習培養品德價值觀

STEM教育涉及科目包括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甚至藝

術，屬跨學科的學習內容，佛教黃焯菴小學透過專題研習方

舊樽蓋回收拼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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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做最正確、最合乎道德的抉擇，是我們學校的核心

價值。以往專題研習集中講求協作能力、探究能力，忽略了

價值教育。STEM涉及很多資訊科技元素，電腦本身不會教

你價值觀念，需要透過老師如何引導學生。」事實上，隨着

創新科技發展迅速，電子罪行愈發增多，許校長直言，培養

學生有好的品德和資訊素養，比起單純傳授他們知識技能更

為重要。

STEM活動日製作迷你吸塵機

小一學生浸泡種子

小四進行多元智能 STEM活動
植物染及藍染班同學，

利用廚餘作染料染布。

式滲入STEM元素，更在當中加上價值教育，提升學生的環

境觀念。傅立圻副校長說：「我們會定立不同的環保主題，

例如四年級談及塑膠對地球的影響，學生會用洗臉膏進行科

學實驗，觀察洗臉膏內有多少微膠粒，老師引導學生反省，

微膠粒對自然生態帶來的危險性。」

許校長讚揚教學團隊將品格教育有效融入STEM課程內，讓

學生明白科普原理之餘，STEM教育能夠緊扣核心價值，引

導學生自我省察，培養愛護社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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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區：佛教黃焯菴小學

誠如許校長所言，資訊素養在STEM教育上擔當重要角色，所以該校近年在課

程上花了不少功夫，將傳統重視技巧的教學模式，加入價值教育元素。傅副校

長舉例說：「我們收集到很多廢棄的膠樽蓋，用來在視藝堂分組製作樽蓋拼砌

畫，從中帶出團隊協作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我們安排一年級學生種植苜蓿，透

過觀察苜蓿生長發芽，教導學生了解植物生長的元素，回家做觀察日誌，從

中希望學生明白，用甚麼態度照顧植物，便會有甚麼結果：『打理得宜會茁壯

成長，過度灌溉或愛理不理則容易枯萎。』這個觀察實驗，除了是很好的生命

教育素材，學生從中亦可以聯想到，他們同樣被不少人悉心照料，從而學懂感

恩，是很好的品德教育。」傅副校長表示，所有年級都有相類似的主題，大部

分和生命教育和環保教育有關，希望透過多做概念灌輸，培養學生有正向的價

值觀。

環保概念引入校園

佛教黃焯菴小學的STEM教育添加不少環保元素，傅副校長說：「英文科和常

識科合作開展STEM課程，例如五年級學生以燈、電為主題，利用飲管、雪條

棍等不同的物料製作電燈，課程配合英文教材，透過有趣的STEM活動，引起

英文科 STE
M課程：環

保燈籠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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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英文的興趣，由興趣帶來學習動力，比起傳統由老師主導的單向授課

更易吸收。六年班同時配合常識科的學習單元，以瀕危絕種動物為題，教科書

內有中英對譯，助學生了解專業名詞，助學生培養跨科的自主學習精神。」校

方又得到物料供應商支持，提供廢棄的硬皮紙，供學生製作手指畫，既環保、

又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一舉兩得。

學校積極引入國外資源

該校老師積極引入國外教材，以新穎的教學法幫助學生學習，例如六年級的瀕

危絕種動物教案，便是選用美國的教學理論框架。近年學界積極提倡STEM教

育，變相令學校多了資源推動相關教育，佛教黃焯菴小學藉以引入日本教材，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傅副校長說：「學校引入一套日本科學實驗教材，並為老

師提供專業發展培訓，三、四年級的學生每逢星期一會利用套件進行科學探

究，學習光的折射、空氣壓力等原理。例如學習空氣壓力，學生可以製作空氣

炮，讓學生有動手做的機會，和課程互相配合。」

許校長說，不是所有老師都是理科出身，選擇一套合適教材非常重要，學校選

用的日本教材貼近生活，比起傳統教材更易掌握，老師更有教學信心。老師既

減省開發材料的時間，又可以集中時間掌握學與教，生活化的教材亦有助學生

啟發思考，促進他們自主學習。

學校名稱：佛教黃焯菴小學

地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11 號

創校年份：1959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佛教聯合會

校訓：明智顯悲

電話：2576 2638

電郵：cua_mail@yahoo.com.hk

網址：http://www.bwcups.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2018 鳳翎盃 VEXIQ 機械人比賽 冠軍

佛 教 何 南 金 中 學 2018 小 學 聯 校

STEM2.0 比賽

機械人爬垂直梯子比賽一等獎

垂直（人型）機械人爬橫桿比賽一等

獎

機械人拉牛上樹比賽一等獎

機械人馬拉松追逐賽一等獎

機械人格鬥比賽季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小五匯報，學生進行互評

學生在視藝科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

圖為動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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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陳瑞祺 ( 喇沙 ) 小學

STEM 教育 全校齊參與

充分發揮創意 提升學生自信 

發展STEM教育除了要有良好的硬件配套外，更重要

是師資的裝備和課程的編排，多方面配合才能為

學生帶來莫大的裨益。位於九龍城區的陳瑞祺（喇沙）小

學早著先機，在STEM教育熱潮興起前，已十分重視數理

和資訊科技教育，學校更給予全校教師機會，以各種方式

接觸資訊科技教育，從而帶動學生培養創意、解難、協作

等共通能力，促進校本STEM課程的發展。

學生在教育大學編程嘉年華展示其 STEM	X	

Coding	學習成果，盡展其自主學習的精神

陳瑞祺（喇沙）小學推動 STEM教育的教師團隊（左起）：

常識科主任羅燕珊、電腦科主任何文彥、課程主任林惠玲、

常識科主任文家輝、鄔淑賢校長、電腦科老師劉俊樂、數學

科主任葉婉兒、常識科主任黃志鴻、電腦科主任楊煥霞。

學生參與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

究比賽，獲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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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STEM專業培訓並不只限於常識科老師，而是全校老

師一同參與，讓他們明白現今的教學趨勢。鄔校長表示她十

分支持老師進修，既可以作為學生學習的榜樣，又可以令老

師對STEM教育認識更多，所以劉淑賢副校長及課程主任林

惠玲老師先後到英國及德國參與有關STEM教育的交流團及

參觀大型科技展覽，吸收當地推動STEM教育的經驗。老師

們在交流活動中，認識很多在學界有心推動STEM的同工，

互相學習，交換心得，有助推動校本STEM課程的發展。明

顯的例子是林主任從英國及德國回港後，在學校相繼引入

micro:bit及Fischertechnik等學習資源，提供平台讓學生發揮

無限創意。

另一個例子就是電腦科主任楊煥霞老師和數學科主任葉婉兒

老師參加由CoolThink@JC舉辦的新加坡交流團。期間她們參

觀不同教育機構及學校，了解當地的教育政策及觀摩當地如

何推動STEM，啟發她們在學校推動校本STEM教育課程，讓

學生能從中得益。

老師參與香港教育大學 CoolThink@JC 教師培訓課程

（由左至右：葉婉兒、楊煥霞、黃志鴻、何文彥）

學生正在學習編寫一個

鋼琴程式。

鄔淑賢校長認為 STEM 教育能夠讓學生有

「動手做」的機會，而且能提升學生自信。

鄔淑賢校長表示，在推行STEM教育的過程中，學校一直鼓

勵同事多了解STEM資訊。她認為要教好學生，老師需先在

知識層面上裝備自己，才能因材施教。當然，老師也面對不

同的挑戰，如資源限制、學生能力差異、家庭支援的多寡

等。而且學生人數眾多，他們追求知識的主動性及對不同學

習範疇的興趣也有很大的差異，學習成效也不盡相同。因

此校方希望透過STEM教學，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更多的參

與，增加「動手做」的機會。

老師外訪經驗   啟動課程起步

該校早於教育局仍未大力推動STEM教育以前，已鼓勵老師

多出外吸收有關知識，並發展相關活動，累積一定經驗，作

為發展校本STEM課程的契機。例如校方鼓勵文家輝主任參

加「香港機關王競賽」，讓學生有機會運用簡單機械組件及

綠色能源裝置，製作大型機關，是一個不俗的體驗。之後，

校方申請優質教育基金，以資優教育的模式引入STEM課

程，為老師營造一個有利推行STEM教育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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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自我增值   帶來嶄新機遇 

鄔校長說：「學校除了安排不同科目的老師到訪外地，老師也會主動學習STEM知識，以

提升學與教效能，例如楊煥霞老師早年參與校外編程課程，及後在校內開設有關編程的興

趣小組。而學校透過累積的經驗，申請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二億一千六百萬港元推

行的『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成為三十二所資源學校之一，在高年級電腦課程全

面推行編程教學。這個計劃為電腦科的課程帶來變化：由以往課程內容只限於書本上的知

識，至現今引入運算思維、解難及溝通等元素。學生亦學會自己從互聯網或書本中搜尋所

需的資訊，培養出主動探索知識和運用科技解決困難的能力。」

師生積極參與   激活創意思維  

陳瑞祺（喇沙）小學成立不少STEM隊伍，在老師的帶領下，學生參與不同的STEM比賽或

活動，從而獲得寶貴的學習機會。「早前兩位屬於『創新編程小組』的六年級學生因應

2017年8月颱風『天鴿』襲港時，對香港造成的嚴重破壞，製作了一個『智能防洪裝置』

，以減少颱風對市民生活所造成的損失。他們的作品獲選後，被安排送到英國教育展覽會

BETT	SHOW向世界各地人士展示。對學生而言，是極大的鼓舞。」鄔校長說。

同學利用 BBC	micro:bit 設計的「智能防洪裝置」

學生介紹得獎作品「智慧之

窗」的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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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另一STEM隊伍「科技特攻隊」，連續兩年參加「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比賽皆獲得傑出獎及評

判大獎。負責帶領「科技特攻隊」的常識科主任黃志鴻老師及羅燕珊老師表示，由構思、試驗到動手

製作，老師都需要與學生共同參與，在過程中既能見證着學生成長，亦可提升自身的科學探究技巧。

鄔校長說，校方一直十分重視學生創意、溝通、解難及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學生在STEM學習歷程中

放膽嘗試、共同探索、尋找答案及解決難題，一改以往的學習模式，過程中可全面提升他們不同的能

力，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歷程。

  

陳瑞祺（喇沙）小學在STEM比賽中屢獲殊榮，黃志鴻老師帶領四名小五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智

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2017/18」，更榮獲「傑出智慧城市專題研習獎」。他們以「智能電子手冊」為主

題，以App	Inventor	2開發智能電子手冊程式。學生可以透過程式以平板電腦輸入當天功課，節省學生寫

手冊的時間。另外，程式配合電子時間表及書本上的QR	code，更可提醒學生自行收拾書包。

除了以香港作為「基地」，陳瑞祺（喇沙）小學早前更

前往海外，參與盛大的國際性比賽—「創意思維世界賽

Odyssey	of	the	Mind」。2018年3月3日，陳瑞祺（喇沙）

學生榮獲「
傑出智

慧城市專題
研習

獎」，並獲
邀前往

新加坡參與
智慧城

市導賞團

學生參觀新
加坡

「3M 客戶
技術中

心」，了解
如何將

最新科技應
用於日

常生活中

學生合
作開發

「智能
電子手

冊」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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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陳瑞祺 ( 喇沙 ) 小學

小學首次派出隊伍參與「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在競賽題目

「Problem	No.1:	Triathlon	Travels」獲得小組第一名，之後獲邀參與於

5月19日至28日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	舉行的

「2018創意思維世界賽」	(2018	Odyssey	of	the	Mind	World	Finals)。

帶隊的劉俊樂老師表示，這次的「遠征」能擴闊學生的眼界，進一

步發揮他們無限的潛能。

蝴蝶 x STEM計劃   提升學生能力

STEM強調能應用於生活中，陳瑞祺（喇沙）小學為了讓師生都能在校內參與STEM教育，與環保團體「綠

色力量」合作，進行「蝴蝶x	STEM計劃」。藉著參與校內蝴蝶園的建設工作，讓同學親身觀察和了解蝴蝶

成蟲的整個成長過程，提升學生保護環境的意識和對生物鏈的認識。對學生而言，實在是一次極具新鮮感

的學習機會。

負責是項活動的羅燕珊老師說：「參加的十二位小四學生須先訂定研究題目，內容主要圍繞生態環境及蝴蝶

成長。在過程中，學生不論在設計、栽種花朵種類、製造吸引蝴蝶條件等各方面，都講求合作及創意。計劃為

學生提供了探究和展示成果的機會，同時也讓學生為學校籌建蝴蝶園作出貢獻。例如同學需要親自照顧蝴蝶幼

	與佛羅里達州的
Buddy	Team 建立

珍貴的友誼

首次派隊參與創

意思維世界賽香

港區賽，並獲得冠

軍，代表香港前往

美國參加世界賽

獲綠色力量頒發傑出
表現學校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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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如動手清潔飼養箱、預備食物給幼蟲等，更要進行與蝴蝶有關的研究及向公眾和評判匯報學習成果。對他們

來說，整個計劃甚具挑戰性。」

羅老師亦指出，平日同學們的起居飲食均由父母包辦，遇到困難時很容易輕言放棄，但他們在研究的過程

中，即使遇到問題和挫折，都積極面對。而且在建設蝴蝶園時，同學間彼此合作，發揮互助互愛及團隊精

神。學生除了在知識上有所增長，更重要的是，他們可獲得寶貴的學習經歷。

鄔校長說：「校方會把學生的研究成果交予『綠色力量』，學生在研究過程中不但對蝴蝶的生長環境、生命

週期等有更深入的認識，更能為學校的環境建設帶來貢獻，這正好與現今STEM教育重視科學探究及運用於生

活上的理念不謀而合。」

學校名稱：陳瑞祺（喇沙）小學

地址：九龍何文田常盛街 22 號

創校年份：1973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港喇沙修士會

校訓：讚美天主

電話：2711 6278

電郵：info@cskps.edu.hk

網址：https://www.cskps.edu.hk

學校資料

參與是次計劃的同學們獲邀到城門郊野公園蝴蝶園進

行實地考察，他們都專心地聆聽導師講解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生博覽會 2016
小學組─最佳攤位設置獎

小學組─我最喜愛攤位獎

小學校際流動應用程式編程比賽 2016 優異獎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 

探究比賽 

「油」「燃」自得 - 傑出獎

飛越 100 呎 - 傑出獎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比賽  
蔬菜有 Take 2 - 優異獎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比賽 
冬日暖粒粒 - 傑出獎及評判大獎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比賽  
自主自學新一「袋」- 優異獎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比賽 
智慧之窗 - 傑出獎及評判大獎

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

Odyssey of the Mind Hong Kong Regional 

Tournament 2018

Triathlon Travels (Division 1)：

Champion

香港機關王競賽 小學高級組 - 最佳流暢度獎

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2017-18  
智能電子手冊 -

傑出智慧城市專題研習獎

2018 Race for the Line micro:bit 

英國火箭車設計比賽 - 香港站
高小組 - 季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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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沒有 STEM 的 STEM 課

將創意科技融入課程
打破學科界限

提到STEM教育，不少人着眼於學校是否添置了機械

人、買了多少部機械車？是否將機械元素引入校園

就是STEM呢？秀茂坪天主教小學校長葉春燕強調任何課程

改革一定要和教育有關，包括STEM教育，必須要讓學生有

得着才是成功的改革。所以該校從教育政策入手，與中學、

幼稚園，甚至大專院校建立聯繫，成為教育聯繫的橋樑，着

重師資培訓，由根源做起，將STEM元素帶入校園。

葉春燕校長說：「在未有STEM這個名詞出現前，常識科也

包含STEM元素。現時政府大力推動STEM教育，為學校提供

一個切入點，投入資源，讓全校老師名正言順參與，進行跨

科協作，無論是電腦科、視藝科，甚至連語文科，都無一例

外。」

	

承上啟下 重視連繫中小幼

現時無論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抑或是社會的需要，甚至乎國

家和全球的發展，學生有需要透過STEM，打好知識基礎，

以回應社會未來的挑戰。為此，秀天進行課程改革和人手調

配，希望為小一和小六學生做好升學銜接，葉校長說：「我

們從小學開始為學生打好基礎，以助學生在升中和進入大學

葉春燕校長 ( 右三 ) 帶領老師團隊，將 STEM 教育

帶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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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銜接，為社會培養人才。我們同時和幼稚園在教學

上緊密合作，充分了解學生在幼稚園時的知識素養，讓他們

可以循序漸進，為升上小學做好準備。」

	

葉校長補充，幼稚園、小學和中學不能各自為政，要有組

織、有條理、有系統地互相依靠，小學需要了解學生在幼稚

園期間的素養、學習能力程度，再因應中學程度的需要，為

學生制訂合宜課程。「有調查指出學生升上大學時的數學根

底不好，就是因為教育主要課程未能共通。就數學而言，小

學有教授學生方程式應用，包括兩邊消減、左右互調之類的

方法，當學生升上中學，同樣需要學習方程式，但寫法可能

已是截然不同。如果學生能力足夠，應該在小學多教一點，

對他們來說未必艱深，尤其他們願意主動學習，不該為他們

定立框架。要做到以上情況，中、小學間需要多有交流、建

立默契是有其必要。」

秀天一直為學生爭取教學資源，例如在小學一年班更換硬件

設備，亦正準備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進一步改善全校STEM設

施，不過，葉校長也指出，STEM教育需要的，不一定是機械

儀器，而是教育政策，所有購買的教育儀器，必須有相應的

學生在視藝科製作魚類生物掌握生態知識，打好 STEM基礎。 該校學生到香港理工大學參加Maker	Faire	2018	展覽，

向在場人士介紹種植中草藥的心得。

教育政策配合。她說：「STEM教育強調的是能力導向，對

學界而言並不是新事物。現在全球教育界都積極引入科創教

育，學生有需要對此有更多了解，學校需要在有限的資源

中，增加學生的STEM學習經歷。老師不要恐懼STEM教育，

透過參加比賽和校外研討活動，豐富自己對STEM教育的認

知，建立合乎校本的教學方法，思考如何運用現時的工具學

習，提升學生能力。」

	

重視教學策略 從生活掌握STEM基礎

葉校長指出，現時學生再不是像以前一樣，採用背誦式學

習，現在是重視溝通，師生一同搜集資料，大家彼此討論，

互相學習，從而做到教學相長。「新的教學模式以學生為主

導，老師則從旁協助，如果老師不懂得改變態度，就不能回

應學生和社會的需要，我看STEM教育也是這樣。」

	

現時老師角色有所轉變，相比以前要求更高，葉校長說：「

老師如何啟發學生思考，引領他們自主學習，而不是給予答

案，這些方面需要做更多的準備。我們學校雖然沒有大規模

投放資源購買硬件設備，但所有課程盡可能做到跨科協作，

為老師和學生營造學習空間，透過現有的周邊設備，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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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沒有STEM的STEM教育』。」她舉例稱，視藝科要求學生設計及製作海洋生物

的藝術作品，雖然沒有使用近年流行的STEM機械人及相關平台，卻仍然可以應

用到STEM層面，鼓勵學生思考塑膠污染所帶來的海洋問題，從而啟發學生透過

STEM如何處理各類型的生活難題。

	

培養學生興趣 各科皆是STEM教育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選擇將STEM元素以跨科方式滲入課程，培養學生接觸STEM的

習慣，葉校長說：「STEM是一套工具，重視解難和實作，所以可融入於各個學科

當中，無論是現在學界加入藝術元素，將STEM變成STEAM，或是配合語文提升學

生閱讀能力，都是將STEM的探究解難元素融入傳統科目的事例，就如以前我們語

文要查字典識字，現在只需要用手機輸入查詢一樣，學習方式有所改變。STEM為

學生提供新的平台，把學習方法變成跨學科的模式，每科不再像以前各自為政，

而是一個整合，不再重視學科的分界，我們從這方向教育學生，如何以更為全面

的方式學習，提升學生綜合能力、小組匯報及資訊整理等技能。」

	

STEM講求自主學習，如果想學好STEM，閱讀變得更為重要，葉校長說：「網上

很多豐富資源都是英文，學生如有興趣便會去看去學，自然將時間放進去，讓學

生無論是語文能力和STEM技能都有所提升。這個年代不能像以前一樣，限制學

生的學習內容，單向教學只會令學生流於被動，影響學習成效。」她補充，學校

並非讓學生天馬行空，仍會給予學習框架幫助學生掌握知識，但老師主要從旁協

作，讓自主學習更為具體可行。

該校常識科進行探究式學習，同學根據不同年

級進行不同的科技探究活動，從玩樂中認識科

學原理，學習變得更生動有趣。

同學們同心合力把 DIY 風車打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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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解難精神 助學生面對社會挑戰

談到未來發展方面，葉校長希望為各科目加入更多探究和

解難元素，她說：「近年『走飲管』、『走紙袋』文化盛

行，或許學生未必明白背後的動機理念是甚麼，我們可透

過延伸課程，讓他們對這些方面有更多了解。將來甚至加

入更多生物科技、環保元素，例如認識植物、中草藥，融

入更多光合作用、水的實驗活動，啟發他們以STEM改善環

境。」葉校長直言，這些教學內容未必需要添置大量科技

產品，但內裡包含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等元素，所帶出的

正是STEM精神，讓學生從生活中親自感受STEM，亦培養

出他們創新探究的精神。

學校名稱：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地址：九龍觀塘寶達邨

創校年份：1971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

校訓：實踐真理　力行仁愛

電話：2348 4218

電郵：sams@smpcps.edu.hk

網址：http://www.smpcps.edu.hk

學校資料

STEM 獎項及榮譽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2017-2018 STEM 兩地學校對賽
分組賽 冠軍、亞軍、季軍

總決賽 全場總季軍

STEAM BOAT 蒸汽船設計比賽 2018 二等獎

第二屆香港「學界」光雕節 最佳美術設計獎

大埔區植物保育觀賞參考路線設計比賽優勝路線 小學組 冠軍

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三等獎

該校定時跟不同

的外間機構合作，

增加老師新科技

的觸覺，務求緊

貼科技發展的步

伐，走到學界的

尖端。

同學自學解難，從看說明書到自己動手做，學到的不單單是科技知識，

更提升了自身探求知識的能力。

學校啟動「E
duVision( 學願

)：智慧校園
新里程計劃」

，邀請了四間
幼稚

園及內地幼、
小學校進行跨

地區 STEM學
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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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利用電子積木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在十多年前已積極將創意科技

教育引入校園，多次參與教育局推動的電子學習教育計

劃，在校內營造出創意氛圍。直至近年教育界推動STEM發展，該校

把握優勢，把電子積木引入校園，進行全校跨學科學習，更藉此推

動資優教育的發展。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校長徐劍說：「我們很早已將創意科

技元素帶進課程，曾入選教育局『無線網絡─電子書包』及『資訊

科技教育』作先導學校，2002年起成為教育局的『資訊科技教育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校長徐劍強調，STEM必須融入課程，助學生掌握創意解難的思維，以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

學生代表香
港出席美國

休斯頓 Fir
st	LEGO	

LEAGUE	JR
	.	World	Fe

stival	Expo
錦標賽，

勇奪 Creat
ive	Researc

h	Award。

啟動校本 STEM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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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樂於投放資源，大力支持學校STEM教育的發展，讓

同學裝備自己，以適應瞬息萬變的世界。」

學校以電子積木設計校本STEM課程，供全校同學應用。這

個跨學科電子積木課程，主要對象是二至六年級，目標培養

學生在畢業時掌握五種STEM重要能力，包括「創新創意」

、「解難能力」、「合作與溝通」、「程式編寫概念」和「

計算思維」。課程佔每學年六至八堂，按每個年級的能力設

立不同單元，讓同學把所學的技能，靈活應用於日常生活之

中。

以六年級為例，主題是「機械與生活」，學生需要製作工廠

機械臂，各科會在課程上加以配合，例如數學科會教授學生

馬達轉速的原理及角度、小數等知識，以助製作機械臂。電

腦科則會教授學生程式編寫、感應器的基本原理、系統測試

及改良。常識科則教授學生能量的轉換、力與運動及簡單機

械的知識、機械與生活的關係。透過跨學科課程設計，並利

用主題式教學把各科串連起來。

同學們以 3D 打印技術設計獨一無二

的藝術作品。

卓越中心』，	2011年及2014年分別入選教育局『學校電子

學習試驗計劃』及『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在資訊科技

學習範疇，學校行得比較快，因為我們看到學生是未來社會

的主人翁，希望給予他們更多創意科技的體驗，讓他們升上

中學、大學後，都能在社會立足，有足夠能力適應時代的發

展。」

要有效推動STEM發展，老師的教學質素顯得更為重要。近

年學校老師團隊屢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香港健康

學校獎勵計劃』金獎、『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世界

信息峰會大獎』、『微軟Microsoft創意教師比賽』香港區冠

軍等獎項，是對老師團隊的肯定。通過對外交流，為老師拓

濶視野，在學校再開展STEM教育，就事半功倍了。

以電子積木發展STEM教育

近年教育界大力推動STEM教育，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

學校因應校本需要，將電子積木引入校園，設計全校跨科主

題課程。徐校長說：「校董會看到STEM教育在未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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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徐校長說：「設計新課程，老師的教學模式亦有相當大的改變，需由過往的『單一授

課模式』轉為『主題式教學』模式，同時亦由以往的『單一課業』轉為『互相合作，

共同教學』，老師在相關學科發展上需具前瞻性，才能讓學生透過日常生活，對事物

的觀察，明白STEM與我們生活之間的連繫，知道STEM教育的實用價值。」

幫助學生提升能力 與世界接軌

徐校長指出，學生採用「主題式學習」，着重概念統整，根據一個主題同時學習不同

範疇，從中建立綜合學習的概念、技能和態度於主題學習中。他說：「老師藉日常生

活的事例為題，設計合適的教學活動，對學生來說更為實用。我們亦積極推動資優教

學生以智慧積木進行 STEM

跨學科學習

「魔法幻影」和「竹蜻蜓」

教授簡單科普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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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課程發展，邀請有潛質的學生加入STEM學會，讓他們掌握進階

技能，更以此為契機，參與各類大型比賽，擴闊學生的視野，從而

提升同學對科普學習的積極性及興趣。」

徐校長說：「學生將來踏出社會做事，所面對的工作也需要學生具

備技能，故學校的STEM教育，無論是普及的全校跨學科課程，抑或

資優拔尖培訓，都講求知識整合，希望幫助學生提升綜合能力，裝

備自己才能面對日後社會的變化。這一批學生，十多年後面對的世

界和我們現在的認知不一樣，現在掌握的知識，日後未必適用，為

此，學校在課程規劃上，除了繼續強化主題式學習，亦會與相關的

社會專業團體合作，讓學生更多機會走出校園，接觸社會，把知識

學以致用，與生活接軌，無懼迎接將來的挑戰。」

學校名稱：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黃藻森學校

地址：新界將軍澳景林邨

創校年份：1995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香海正覺蓮社

校訓：覺正行儀

電話：26234773

電郵：info@bwcss.edu.hk

網址：http://www.bwcss.edu.hk

學校資料

STEM 獎項及榮譽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First LEGO LEAGUE JR. HONG KONG 2017-

2018:AQUA ADVENTURE
The Best Performance Award

美國休斯頓 First LEGO LEAGUE JR. World 

Festival Expo 2017-2018
Creative Research Award

全港小學 VEX IQ 挑戰賽 2018 機械人聯賽一等獎

2016-2017 太陽能模型車負重賽 亞軍

第 20 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嘉許獎

2016 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銅獎及銀獎

參與比賽的學生向

評審介紹模型的設

計意念。

二年級學生分組製

作磁浮列車，培養

STEM興趣。

學生在全港小學 VEX	

IQ 挑戰賽 2018 機械人

聯賽榮獲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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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 長沙灣 )

推動 STEM 處處

強化學生創意科技的基礎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蔡世鴻校長，約於

四年前開始參與教育局小組，協助小學常識科進行

課程統整，更深明了解若是加入推動STEM教育實行的困難之

處，包括人才的培養。蔡校長指出，以STEM相關學科為專

科的老師，有堅實的理論基礎，能深入淺出告訴學生，有助

學生掌握STEM基礎，同時提高整體教師團隊的STEM能力。

他說：「現在STEM教育是大勢所趨，已不是一個常識科的問

題，所以我們教師培訓需要全部老師都要接觸STEM，情況就

如十多年前教育局要求全部老師都學會Power	Point一樣，因

為我們的學生面對的是未來世界發展，STEM講究的解難能

力、共通能力、創意思維都是學生長大需具備的技能，因此老

師團隊的構成非常重要。學校舉辦的創意日，全校老師都要參

與，由專責STEM的老師帶動整個教師團隊，從中做到教學相

長。」

	

推動STEM處處  創造學習氛圍

蔡校長直言，現在的小學生，無論是升上中學、大學，甚至

將來出來社會尋找工作，環境一定和現在不同，為了盡早幫

學生迎接未來的轉變，學校把STEM教育常規化，滲入校園不

同角落。他說：「我們2011年已經向教育局申請百多萬推動

平板學習，現時在校內已常規化，既然硬件配套齊備，我們

便集中強化教學內容，將STEM元素滲入課程，全部老師都要

參與，不單更為持久，而且讓更多學生可以接觸，也和課程

緊緊相扣，才能活學活用，真正掌握知識。」

	

蔡校長續說：「過去兩三年學校逐步建立校本課程，一年有

三日創意日，學生需要回校做實驗，啟發STEM創意，去年

六年級下學期學生需要在電腦課學習編程，今年更推廣至整

創意日 -機械人大作戰

創意日 -

吸熱與散熱

創意日 - 吸塵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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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高小班級。」為了令學生愛上STEM，在校內建立STEM氛

圍，校內老師自行拍攝實驗影片，建立起反轉教室，又陸續

給予學生不同的機會，讓他們外出比賽，增擴見聞。學校除

了原有的「小尖兵」拔尖計劃，又成立科學大使，二至四年

級可以在老師的推薦下，進行拔尖培訓，之後陸續建立動手

做的小組，學生都爭相參與，從中培養出對STEM的興趣。蔡

校長希望能夠做到「STEM處處」，未來會提供更多STEM教

材，讓學生在小息、放學期間遊玩，令STEM教育氛圍瀰漫校

園。

	

鼓勵學生創意思維 兼備解難能力

協和長沙灣秉持以科學為本，通過學習掌握知識，因為沒有

知識理論基礎，甚麼都是鏡花水月一場空，沒有做到真正的

學習。展望將來，蔡校長最希望就是學生學得開心，他說：	

「最希望令到學生先對科學產生興趣，從而令學生主動學

習，打好根基。學校明白若只是追求硬件的裝備，世界變得

太快，很容易被淘汰，所以我們重點不是購買硬件，而是培

養學生的邏輯思維、共通能力和解難能力，未來的關注事項

就是創意與解難。」蔡校長說，學校目標不是培育大批科學

家，而是為香港培養具創意和解難能力的人才，讓他們無懼

社會的急促發展和變化，更有能力去改變世界。

學校名稱：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地址：九龍深水埗東京街 18 號

創校年份：1911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校訓：爾識真理，真理釋爾

電話：21119099

電郵：email@heepwohcsw.edu.hk

網址：http://www.heepwohcsw.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2018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避障競速比賽 - 銀獎

輪型機械人循跡比賽 - 銅獎

2018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銀獎、銅獎

校際 STEM 創意解難比賽 2017 銅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學生出席海峽兩岸機械人大賽

蔡校長和
他的 STEM

團隊。



40

黃大仙區：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發現、尋找、解決問題

不少學校都有舉辦創科日，提供平台讓學生製作STEM

發明品。孔教學院大成小學更進一步，五年級推動

為期三星期的STEM專題研習，該校校長袁潘淑嫻表示，學校

最後會邀請家長一同為學生作品評分，學生透過向家長介紹

發明品，還可以藉此提升同學的說話技巧，一舉兩得。

袁校長說：「為期約三個星期的專題研習，主要希望強化學

生的生活體驗，以分組形式進行，並需要自行編寫程式。去

年專題研習，五年級學生主要研究聲音和光，學生需要就自

己組別所定立的課題進行探究及創作，然後在分享日與家長

分享研究成果。在成果展示周，老師會發給參觀的家長兩

張貼紙，家長就將貼紙給予自己特別欣賞的組別作為評分，

最後獲得最多貼紙的組別便是優勝者，所以學生需要設計一

件吸引家長的發明品。此外，每個學生亦需要化身為小小銷

售員，向家長解釋發明品的原理和功用，吸引家長投他們一

票。在專題研習中，學生們各司其職，在同學擅長的項目盡

情發揮，互相補足，最後在知識、技能和態度各層面上全面

提升。老師及家長都欣喜看到同學明顯的進步。」

袁校長在孔教學院大成小學擔任校長已有五年，她參考以往

在國際學校任教的經驗，提倡和推動活動式教學，在課程加

入科學元素，並且聘請本科是理科的老師任教常識，增設科

學實驗室及創意科技室。在課程方面，亦為創新。在教導眼

睛的結構時，老師更會解剖牛眼，又或讓學生可以做一些簡

單科學小實驗，滲入「動手做」的元素，與只是觀看課本的

圖片相比，學生的得益不言而喻。

袁潘淑嫻校長參考以往在國際學校任教的經驗，推動 STEM教育。

孔教學院大成
小學 STEM 團

隊，左起：陸
俊謙老師、林

亭均老師、

卓惠芬老師、
何嘉達老師、

蔡雋豪主任、
陳錦長老師、

譚何維老師。

STEM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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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動STEM教育涉及資源分配，近年政府給予學校一些一

次性撥款，大力推動有關教育。袁校長指出：「政府和辦學

團體都非常支持學校發展STEM教育，讓學校獲增撥資源開展

STEM教育，例如近期重新裝修之創意科技室及校園電視台完

善學生的學習環境。我們希望資源用得其所，可以投入持續

發展的項目。我們在常識科的教具上不會盲目全部轉用電子

化產品，反而鼓勵同事外出學習，掌握STEM教育技巧及參考

其他學校成功之處，再將之引入本校，取長補短，才能集各

家之大成，讓同學得益。」

常識分拆文理兩科 內容緊扣日常生活

袁校長補充：「我們將高年班的常識科拆分為兩部分，由每

周六堂常識科，細分為以科學內容為主的三堂STEM課，另外

三堂則是人文學科的常識內容為主，既讓學生有更多設計和

動手做的機會，也補充了同學要具備資訊素養的元素，讓同

學有才有德、文理兼備。」

袁校長擔心若只是進行短期的STEM活動周，學生所學不夠

鞏固，很易會忘記，也未必能配合課程，所以在課程編配上

都做了一些調整。她說：「我們為課堂定下主題，學生在過

程中，除了掌握背後一些科學原理，更需要進行實驗。以水

火箭為例，我們會先教授學生一些力學、太空科技有關的課

學校名稱：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地址：九龍黃大仙大成街 10 號

創校年份：1963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孔教學院

校訓：敬教勸學

電話：23203301

電郵：info@taishingprimary.edu.hk

網址：http://www.taishingprimary.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創科自駕遊神州》全港小學 X-Car 電動車大賽 二等獎

太陽能模型車mini奧運會2018
負重賽冠軍

全場總亞軍

環保羅馬炮架拋物挑戰賽 銀獎

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2017 全場總冠軍

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優異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題，掌握基本知識，接着讓他們做一些簡單的測試，讓同學

掌握基礎知識，才動手做，學生對所學印象加深了，更容易

明白學習的理論基礎。」

此外，課程亦緊扣生活，例如孔教學院大成小學所處的黃大

仙區早前蚊患較嚴重，學生因應需要，設計一些預防蚊患的

用品，讓學生明白如何從生活中發現問題，然後設法改善，

從而掌握解難的技巧。另外，學生居住環境附近常有噪音，

老師會教學生掌握一些隔音的技巧，並以不同物料測試隔音

效果，讓學生覺得創科和生活息息相關，也能將科學知識融

入生活，改善生活。

袁校長認為STEM教育最重要是共通能力、解難能力及應用知

識能力。現在全球都重視創新科技，如果能夠幫助學生掌握

STEM基礎，不單能幫助社會培育人才，對學生亦有裨益。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mini

奧運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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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 德信學校

STEM 教育

由老師起動做起

德信學校在思考如何發展STEM教育期間，得到香港大

學教育學院的支持，走入校園為學校設計合乎校本

需要的STEM課程。為此，郭超群校長聯同李美鶯副校長、雲

毅廷課程主任和陳美玲助理課程，共同統籌STEM課程小組，

小組成員還包括常識、電腦、數學科主席，共同探討如何進

行課程改革。

香港大學作後盾 STEM教育可持續發展

郭校長說：「推動STEM教育是大勢所趨，坊間學校有不同

取捨，有產品帶動學習、有集中課程教學、有些主力學習編

德信學校郭超群校長 ( 後中 )

培養出一班喜愛STEM的學生。

德信 STEM 課程小
組來自全校各

學科，有效促進學
生跨科學習。	

學生透過 3D筆畫出新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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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的課題，由老師主導，帶領學生思考生活上需要解決

的問題；五年級的課題則交由學生主導，以小組的形式探究

日常生活中有那些問題需要解決；到了六年級，學生的主導

性則更強，我們期望每一個學生按照自己感興趣的課題訂立

研究的題目。旨在激發學生多留意身邊的事物，並運用工程

設計的流程解決生活上的難題，達致STEM	GIVING	·SMART	

LIVING的課程目標。」

跨科協作 善用資源

德信學校重視跨科協作，	STEM講求動手做，學校即將把電

腦室轉變為STEM	Room，按校本STEM需要引入相關工具，除

了發展機械人以外，學校亦留意新興的虛擬實境、擴增實景

及全息影像等技術，學校按實際需要才考慮引入，務求配合

校本課程及真正需要才購置，善用資源不浪費。

學生埋頭苦幹製作吸塵機。

學生參加日本

東京交流團，

了解高端汽車

技術。

德信 STEM	DAY，這是一年級學生做的動力車。

程……但如何設計適合我們的校本課程呢？剛巧有家長認識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準備開展STEM教育的研究，一拍

即合，展開為期三年的研究計劃。港大團隊在科學、工程和

電腦方面都能提供非常專業的支援，當老師提出問題，都能

提供意見，用心傾聽老師的需要，根據課程進行修改，讓校

本發展得以落實。」

雲主任說：「STEM是現時教育界的發展方向，不少出版社都

推出相關套件，但我們不會照單全收。我們在改革課程時，

著重老師的專業發展，所以由老師按照學生的需要設計，融

入現有的小學課程內。」

德信學校和港大合作，設計可持續發展的校本課程，將小學

欠缺的工程元素，放進高小常識科常規課程內。雲主任說：

「港大以常識科為平台，為學生進行追蹤研究，觀察學生

的知識變化，看看他們對工程學認識及科探興趣度有沒有增

加。完成三年計劃後，會有數據如實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

目前完成了四年級課程，正開展五年級課程，同時亦會優化

四年級課程。」

雲主任補充：「在課程編排上，我們循序漸進，由淺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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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 : 德信學校

此外，數學科這兩年都加入STEM元素，增加學

生動手做的機會，三年級學生需要自製量杯，

量度水的體積，學生需要理解用哪種容器、如

何量度，全都由學生一手包辦，而且加強圖表

應用。鍾廷欣老師說：「高小課程增潤圖表應

用，要學習繪圖軟件製作，掌握分析方法。在

量度工具應用上，今年在一、二年級嘗試引入

製作量度工具，例如製作間尺，讓學生更早掌

握一些用於動手做的製作工具。」

李副校說：「港大在去年八月全校教師發展

日，為我們全體老師，進行STEM培訓，利用

雪條棒、汽球、電芯等製作動力車，老師做完

之後，經優化便可引入課室。老師在過程中既

能感受自己所面對的困難，也能預視學生的需

要。」

STEM課程要和生活結合

梁惠芳老師說：「	 STEM的精神講求Smar t	

學校與港大合
作期間，老師

接受STEM培
訓，教學相長

。

Living，透過今次和港大的合作，為我們在設計

課程釐清STEM教育和傳統科學與科技教學的相

異之處，有助我們將工程和數學等範疇結合，變

得更為實用。」她舉例，港大教授為四年級學生

設計以水為題的STEM課程，以往會製作水車，

學生純粹從功能性考慮，港大教授會提醒老師，

需要進一步教導學生水車和生活有何關係，讓同

學思考更多。未來會製作濾水器，讓學生知道有

很多地方水源污濁，可以透過濾水器的測試幫到

有需要的人。學生既能培養解難能力，更能提升

品德情意。」

強化小組協作 助掌握解難能力

郭校長說：「協作學習對學生發展非常重要，因

為他們的成長，是需要和人合作，港大這個計劃

要求學生在課堂上以小組形式去完成工程活動，

讓同學們學習合作的重要性，同學必需明白，有

很多事情需要溝通、妥協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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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未來發展，郭校長說：「學校的終極目標，是將

STEM完全融入現有的小學課程，而且課程必須要可持續

發展，並且和學生的生活有關。將來學生離開學校的時

候，未必成為科學家或工程師，但透過校本STEM訓練，

會為他們掌握生活技能及解難能力，將來無論做甚麼工

作，都可適應社會的急速變化。」

學生感受

德信學校畢業生都難忘在德信學校的日子，現已升上九

龍華仁書院的謝佳勳、王瀛政和陳盈亨均表示，德信學

校給予他們很多校外比賽的機會，讓他們可以成為小工

程師，學習改良蒸汽船，掌握很多STEM知識。入讀聖芳

濟書院的梁樂天表示，難忘智慧城市專題比賽及交流，

學校名稱：德信學校

地址： 九龍柯士甸道 103 號

創校年份：1930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校

辦學團體：東亞教育促進會

校訓：勤而樂

電話：23673446

電郵：mail@taksun.edu.hk

網址：http://www.taksun.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2017/18 二等獎

港大創科系列──余振強盃 STEM i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計算思維評估
二等獎、三等獎

HKACE 小學校際氣動火箭車邀請賽 傑出表現獎、優異獎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2018 救援機械人──亞軍

學習如此多紛 2018

i-make 組別──亞軍

i-code 組 別 ─ ─ 最 佳 演 繹 獎、 

最佳創意獎、優異獎

Microsoft x 教城 2016：創意共融編程大賽 小學組亞軍

JSIT EdTech Innovation 2017 mBot 比賽 小學組遙控車──亞軍

全港小學生 STEM 編程挑戰賽 2016 一等獎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 2017 超級軌跡賽──冠軍

第六屆機械人運動會
相樸──冠軍

太空任務──亞軍

WRO2017 香港機械人挑戰賽 太空任務──銅樂高獎

2018 年蒸汽船大賽 一等獎

2017 年 X-car 大賽 一等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參觀了國內很多科技建設，了解到農場如何應用STEM技

術，對STEM有更多的認識。

現就讀德信高小的學生黃彥浩、林致遠、劉約書、吳奇洛

和馬誠鏗，難忘學校STEM	Day，例如製作磁跑車、紅綠燈

系統，讓他們培養起對STEM的興趣。初小學生范子駿、

倫焯軒和郭俊謙除了喜歡STEM	Day可以製作玩具外，還喜

歡電子積木的聯課活動，而平日的小息更可以玩足球機械

人，覺得STEM真有趣。

左起：謝佳勳(九龍華仁書院)、陳盈亨(九龍華仁書院)、

梁樂天 ( 聖芳濟書院 )、王瀛政 ( 九龍華仁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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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鳳溪第一小學

連繫中小幼 

一條龍打造 STEAM 教育

提起鳳溪第一小學，最廣為人知是學校早在十多年

前已啟動的電子學習，近年社會大力推行STEAM

教育，鳳溪第一小學憑藉之前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打造

合乎校本需要的STEAM課程。朱偉林校長希望，學生在整

個求學的生涯，有一套整全的STEAM學習方案，鳳溪一小

上有中學下有幼稚園，緊密的聯繫，為學生提供有系統的

STEAM學習，是香港少有學校能做到的。 鳳溪第一小學今年與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合

辦了「第二屆全港 STEAM 教育研討會及 STEAM 元素常識公開課暨全

港學界火箭車比賽」，獲各大教育組織的學者及兩岸四地的教育界同

工到場支持。

鳳溪第一小
學朱偉林校

長 ( 後排右
三 )、

曾維漢副校
長 ( 後排左

三 ) 及蒙韋
綸主任

( 後排左二
) 連繫各界，

打造切合學
生需

要的 STEM
環境。

港科院院長徐立之教授 ( 前排左七 ) 擔任「第一屆全港 STEAM教育研討會」的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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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重視多元智能，安排很多學習活動，讓學生從小學起便

打好基礎，升上中學時，有更多空間發展。朱校長說：「北

區很多的中學都重視創新科技，我們屬校也做了很多這方面

的課程和工作，我們的老師團隊深信發展STEAM教育，是解

決人類未來生活的需要，因此特別要多謝他們盡心盡力，因

材施教，讓同學在校外比賽均取得不俗的成績。期望學生升

中的時候可以選擇一些有創科發展的中學繼續就讀。」

STEAM教育涉及很多電子學習的元素，該校有穩固的電子學

習基礎，推行起來較為得心應手。朱校長說：「近年政府提

倡STEAM教育，本校約三年前已經成立STEAM小組，同時開

設Steam	Lab，進行課程調適。希望學生掌握STEAM理論之

餘，更能靈活運用。我們常識科與香港教育大學多年合作，

為STEAM教育打下穩固基礎。」

「智能垃圾桶」有助解決垃圾滿瀉的問題，該發明品在智慧

城市項目計劃獲得 Outstanding	Smart	City	Award。

資訊科校本課程推展「運算思維教育」，

有助學生從小掌握編程知識。

朱校長說：「科技日新月異，現今學生所學的知識，和我們

年青時已是兩碼子的事，主動去探索、發現、分析及解難這

些能力，能幫助同學適應日後遇上的問題。學校強調STEAM

不單是知識，更希望同學當遇上問題時懂得如何尋找解決的

方法。」

從小培養STEAM素養 有利日後升學發展

學校深明STEAM要從小開始培養的重要性，所以和辦學團體

及區內的幼稚園、中學合作，舉辦及參與有關的學習活動。

朱校長說：「STEAM教育着重的創意和解難精神，要從小培

養，所以本校由初小開始教授編程，讓同學思考模式習慣有

STEAM的概念。當學生升上中學時，可按自己的興趣選擇學

習STEAM的學科，不用白白浪費了在小學的學習經驗，對培

養及延展學生的創意思維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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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商界資源 發展STEAM教育

鳳溪第一小學有豐富的電子教學經驗，該校老師早已掌握相關經驗，有助將傳統的個別科

目教學模式轉移，順利推動現時的跨科協作學習。無論是常識科、電腦科和數學科，甚至

是視藝科和語文科，都滲透STEAM的學習氛圍。朱校長說：「本校從過去發展電子教學，

到現在推行STEAM教育，都善用校外資源，例如過去曾先後和香港教育大學、香港大學和

香港城市大學合作，也有和教育局和出版社合作，讓老師多見多試，善用外間的資源，學

校才能配合政府的教育發展政策。而我們亦向商界和教育組織回饋使用經驗，達到雙贏的

效果。」

該校強調課程一定要落地，所以老師經常爭取出席校外活動，尋找合乎學生實際需要的資

源。曾維漢副校長說：「老師團隊雖然教務繁忙，仍很樂意出席交流活動，因為可更快掌

握最新資訊，以STEAM教育為例，為學校引進有用的資源和優良的器材，老師帶入課堂應

用，有利教學的可持續發展。本校重視合作夥伴的質素，我們推行新課程時，無論是尋找

資源、技術支援，抑或是落實前線教學，都經過詳細檢討，再進行修訂，老師才在課堂上

應用，帶給同學最大得益，老師在過程中也獲益良多，是教學相長。」

一、二年級的學生透過 Blue-Bot 和

ScratchJr 培養對編程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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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溪第一小學的老師經常被邀請，在電子學習或是STEAM教育的議題上，進行課堂試教及分享，把當

中的經驗回饋教育界。該校每年都會進行大型公開課和研討會，提供平台讓教育同工交流分享，同時

也讓商界可以和學界接觸交流，促成商校合作的契機。

朱校長說：「為學生未來需要發展STEAM教育，過程可能是漫長的，現在學界還在起始階段，我們

藉着以往電子學習的經驗，加上有商界的支援，令到我們老師專業的發展得到提升，對於學校發展

STEAM教育，充滿信心。」	

落實生活的STEAM教育

談到如何落實STEAM課程，訊資科蒙韋綸主任說：「我們在常識科和專題研習方面有豐富的電子學習

經驗，所以近三年都是按學生需要推行適合的活動，同時數學、常識和電腦亦進行跨學科合作。本校

亦參與賽馬會運算思維計劃，香港教育大學為學生提供一個教授編程的高小課程，我們也和出版社合

作，在常識科引入機械人編程，務求在各方面都能滿足

同學的學習需要。」

學校逢星期三下午有小小發明

家時段，讓學生選擇有興趣的

STEAM課程進一步發展。

課後學
習班教

授 3D立
體打印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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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鳳溪第一小學

蒙主任指出：「如果只是做活動，坊間有很多選擇，但如果希望學生完成一個活動後有所得益，老師

必須要細心設計相應的教學內容，要非常謹慎，要清楚同學需要什麼，如何帶動同學思考更多。學校

未來將會正式設立STEAM課程，但因相關範疇廣闊，如何得出一個適合的課程，我們需要思考清楚發

展方向才會落實推行。」

鳳溪第一小學強調學生的多元性和自主性，學習必須融入生活。朱校長說：「目前我們既有電子學習

班，亦有傳統班別，給同學提供選擇。無論使用那種教學法，最重要還是透過學習，學生可以在過程

中有得益，這就是教育的意義。」

曾副校長表示，有些STEAM產品不是每個學生都能夠負擔，目前編程較易推行，因為門檻低，很多編

程軟件都是免費，不需什麼特別的工具，學生只要用心學習，都有能力掌握。他說：「正如十多年前

學習電腦，學生在學校使用很多軟件，因為價錢高昂，學生回家不能繼續學習，最後只有部份同學可

以日常生活使用，失去學習意義。如果普及性高，讓所有學生都能夠接觸STEAM教育，編程會是一個

好選擇。」

學生專心編寫m
icro:bit 應用程式

。

	Micro:bit 計步器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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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知識 啟發創意

鳳溪第一小學致力培養學生的解難創意，經常給予機會讓學生參加比賽，擴闊視野，追尋夢想。正所

謂：“Start	The	Steam,	Make	Your	Dreams!”“啟動科普	成就夢想”朱校長說：「本校去年參加教育局智

慧城市計劃，有學生想到校內偶然會有垃圾桶滿瀉的情況，於是想到在垃圾桶安裝感應器，當偵測到

快要滿瀉的時候，便會自動發一個訊息，通知工友倒垃圾，這個設計當時成了優秀作品之一。」

朱校長說：「過去電腦科致力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並懂得利用資訊科技幫助學習，未來將逐步推動

運算思維訓練，讓學生透過編程掌握運算思維。這一代的學生學習的內容和以前不再一樣，必須建立

邏輯思維，未來社會不能對編程和控制機器一無所知。現時的常識科已經比較接近STEAM教育，不過由

於同學年紀還小，欠缺整合知識解決生活上問題的能力，不過，參考外國經驗，很多學生求學時發現

問題，尋找解決方法，使成為他們日後升學或發展事業的方向，因此我們期望，打好科普基礎，從而

培養他們基礎的邏輯思維，有助同學從小建立生涯規劃，日後能立足社會，找到自己頭上的一片天，

發光發熱！」	

學校名稱：鳳溪第一小學

地址：新界上水馬會道 19 號及 15 號

創校年份：1932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鳳溪公立學校

校訓：謙信勤敏

電話：26709353

電郵：info@fk1ps.edu.hk

網址：http://www.fk1ps.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2018 年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最高榮譽的傑出大獎

2018 年全港小學校際環保火箭比賽 全場亞軍

2018 MakeX 機械人挑戰賽 香港賽區小學組金獎

2018 年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二等獎

2017 年 Makeblock IOT 物聯網產品發明者大賽
全場總亞軍、小學組冠軍、 

最佳創意

STEM 獎項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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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結合科探與情意

真善美 STEM 教育 

「新加坡城市規劃之父」劉太格先生的名言：「城市規劃師需要有人文

學者的心、科學家的腦和藝術家的眼。」宣道會陳元喜小學一向重

視學生的生涯規劃，期望透過優質的STEM教育，除了培育學生擁有上述的素質

外，更希望學生能透過「動手做」的過程，樂於學習，接納失敗，學會欣賞，善

於協作，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敢於創夢，積極追尋人生的真、善、美。

全港水火箭比賽

機械人大決戰

LEGO 小小工
程師課程

宣道會陳元喜小
學 STEM 教師專

業團隊，

前排左起：李耀
華副校長、楊潤

玲校長。

後排左起：譚穎
霞老師、梁家希

老師、	

馮智鵬助理校長、
林民平老師、黃家

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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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科學探究活動，奠定校本科學探究課程的基礎。

其後，學校結合視覺藝術科和音樂科，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

撥款，建立「探究新天地」及「校園電視台」等設施，開展

了一個名為「尋找聲•光•影燦爛人生」計劃，藉以推動校

本數碼藝術的發展，並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及對藝術的興趣，

從而建立積極人生觀。與此同時，該校積極參與教育局及不

同大專院校的協作計劃，如：教育局「課程為本學與教資

源庫」協作計劃	(常識科)、香港浸會大學Collaborative	and	

Interactive	Mobile	Platform	for	LEarning	(CIMPLE)、香港大學「

電子學習支援科學科自主學習以達致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及升

中過渡」計劃(SDLS)及教育局資優教育教師網絡(STEM教育)

等，成功將情意教育融入STEM教育。

科學探究 -成功築起棉花糖塔！

同學們投入參與科學探究活動─

浮力測試 (認識密度 )

捷足先機 科學探究引入課程

早於2000年，宣道會陳元喜小學已參與香港中文大學之「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共創優質教育計劃」，在課程上滲入科

學探究元素。楊潤玲校長表示：「21世紀對具備科學探究精

神的專業科技人才有很大的需求，我們從小培養學生的科學

探究精神，不單為了與中學課程接軌，更有助培育同學的創

新思維。」

十年前香港學界仍未有STEM概念，隨着社會對創意科技的

需求和重視，陳元喜小學一直向外尋求資源，推動科學探究

活動，把STEM教育最重要的創意解難元素滲入課程內。學

校除了於2004年與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合作在常識科引入浮

力、DNA、科學鑑證及廚房科學等增益課程外，後來更成為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的核心成員學校，致力發展資優

教育。此計劃為期五年，學校在計劃後期支援沙田區學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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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情意教育 培養才情兼備的新一代

該校除了致力發展科學探究外，更銳意推動領袖培訓及服務學習等情意教育，進一步將

STEM教育與情意教育結合，例如透過舉辦「小雞蛋大行動」、「STEM@水耕」等生命教

育活動，讓學生學會惜福感恩，珍惜生命。楊校長說：「STEM教育最終是希望幫助人類

解決生活問題，我們期望學生擁有科學家悲天憫人的情懷，引導他們看到人類的需要，再

運用邏輯、創意，幫助人類改善生活的質素。如近期香港出現蚊患，老師便引導學生搜集

數據，比較各區登革熱的感染情況，又鼓勵他們發明滅蚊器具，不但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意

和解難能力，更能加強學生關心社區及服務別人的精神。」

楊校長說：「我們相信通過培養數理、工程、邏輯、自主學習、閱讀、協作等解難能

力，以及建立關懷、自信、堅毅的正向態度，必定能裝備學生迎接未來的任何挑戰。只

要以學生為中心，以生活問題為基礎，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及教材，讓學生經歷解決

難題的挑戰及成功的喜悅，定能把他們培育成為情理兼備的解難者(problem	solver)。」

學生投入 STEM@水耕活動

齊來保護小雞
蛋！─製作護

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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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STEM到STEAM 創意藝術

另一方面，視覺藝術科科長黃家耀老師則透過「尋找聲•光•

影燦爛人生」計劃開展創意數碼藝術教室，積極發展創意藝術

教育。黃老師說：「三年級學生透過製作手翻書了解動畫創作原

理，再讓學生動手製作動畫播放器，最後更利用平板電腦製作動

畫軟件，再配上聲音特效，令學生的作品更多元化。在四年級，讓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將平面設計轉化為投影立體，再以自己設計的作品

說故事，從中提升表達技巧。五年級的學生則利用3D筆設計立體眼鏡，設計過程可以強化學生的

空間感。而六年級則將過去三年的學習成果來個小總結，學生除了按學校每年所定的主題利用3D

軟件製作發明品外，還需要創作光影塗鴉(Light	Painting)和定格動畫(Stop	Motion)，鞏固以往所學

到的知識。」

重新編排課程 打好STEAM基礎

在整體課程規劃方面，學校的STEAM教育以三層模式推行。第一層次：普及教育，以STEAM的元

素設計校本特色課程，讓學生及早接觸有趣的科學與科技，發掘興趣，滿足學習的好奇心，提高

自主學習的能力。第二層次：小組抽離課程，以抽離方式在一般課堂以外進行增潤課程、資優拔

尖班及校隊培訓，以發揮學生潛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成功感。第三層次：校外支援，推薦學

生參加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或其他機構舉辦之尖子培訓，為學生提供富挑戰性

的校外增益及延伸學習機會。

學生以平板
電腦製作動

畫，配上聲
效，

使作品更生動
有趣！

多元智能課 - 自製電
流急急棒

學生自製的環保動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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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常識科林民平老師說：「為配合STEAM教育的發展，學校進行課程調適，將

高年級的五節常識科課節，分拆為三節「科學與科技」和兩節「人文學」，

以達到專科專教的效果，藉以加強學生的STEAM基礎知識。在每星期的多元

智能課時段，高年級學生會推行STEAM專題研習課程，透過解難探究及測試

科學探究等學習活動，增強學生在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發

展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在課堂上，老師只會從旁協助，把學

習主導權交還學生，讓學生多想、多試、多做。」林老師舉例，學生在五年級

常識科學習到電的知識，老師便鼓勵學生在多元智能課將相關的知識加以應用，製成發明品，如：防盜

裝置(保險箱)。至於如何設計及製作，每組學生可有不同的方法，好讓他們培養自主學習的良好習慣。李

耀華副校長指出：「在小一至小六資訊科技科，課程特別強調科技上的應用和學習，以及資訊素養的培

育，學生透過Scratch、mBot、Micro:bit等編程課程發展運算思維，與時並進。」

為了加強STEAM與生活的聯繫，學校每年均舉辦STEAM全方位學習活動。馮智鵬助理校長說：「2017-

2018年度主題為『STEAM@海、陸、空』。各級課題包括：一、二年級的『環保動力車』；三、四年級

的『自動小遊艇』、『超級泥膠船』、『神奇小潛艇』；五、六年級的『投石器』、『水火箭』、『紙

飛機』等，讓同學運用數理的知識親自動手做實驗，他們需要訂定目標、設計、製作、測試、檢討及評

估。同時，又舉行科學探究講座、圖書介紹及攤位活動，讓學生寓學習於遊戲，樂在其中。」

放眼世界　擴闊視野

學校更每年舉辦境外交流活動，讓學生走訪北京、上海、杭州、韓國、新加坡及新西蘭等地，務求讓同

學擴闊視野，認識不同地方的科技發展及環境生態保育。例如：學生透過參加「韓國資訊科技探索之

旅」，有機會參觀LG科技館接觸最先進的資訊科技；在「新加坡之旅」中，學生透過參觀新生水遊客中

心，得以親眼見證如何透過先進的技術處理新生水，成為新加坡重要的新型水資源。

與杭州姊妹學校合作
製作筷子橋。

自製動力小
遊艇

參觀新加坡新生水 Newater	Visitor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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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地址：新界沙田秦石邨

創校年份：1984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校訓：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

是聰明。（箴九：10）

電話：26998030

電郵：mail@cahcc.edu.hk

網址：http://www.cahcc.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 高小組 ) 「防止兒童吃藥器」- 優異獎

2018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小學生機械人大賽 小學組殿軍

2018 香港科學青苗獎 「廢熱發電機」- 嘉許獎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 

「環保綠色 App」
優異獎

2018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速度賽 - 優異獎

環保創意設計賽 - 優異獎

2018 FRIST 工程挑戰賽華南區選拔賽 三等獎

智慧網樂遊短片創作比賽 「放得有智慧」- 卓越啓發獎

2017-18 沙田培英中學 

「做個小偵探」(STEM 數理日營 )
金獎

2017 小學校際數學遊戲 ( 第十三屆 ) 及

STEM 常識問答挑戰賽

個人賽 - 三等獎

團體賽 - 二等獎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 「冷氣大作戰」- 嘉許獎

至正網絡校園：健康使用互聯網獎勵計劃 小學組 – 金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重視專業發展 建立校園STEAM氛圍

楊校長說：「這些年，學校見證着學生在STEAM方面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上的成長。學生不但能發掘自己在STEAM

方面的潛能，更積極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屢創佳績。學生從中培養解難創意的STEAM精神，在校園裏營造出

STEAM的氛圍。」此外，在學校的STEAM教師團隊中，大部分教師都是大學物理、化學專科畢業，有些更是視覺藝

術的專才。學校今年參加了一個和STEAM教育、正向教育及自主學習相關的優質教育基金教師網絡計劃，同工將有

機會前往美國就STEAM教育作進一步的考察交流。透過教師專業成長，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展望未來，學校正計劃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將原有的常識科探室改建成為STEAM教學室，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

環境。學校亦會繼續加強跨科協作，優化校本STEAM課程，發展問題式STEAM專題研習，培養學生的STEAM素養。

透過「跨課程閱讀」(READING)，運用多元化的閱讀材料，讓學生在不同知識領域延展語文的學習，以提升閱讀能

力，並加強學生中英語文的表達能力。

第五屆香港國際學生創作新發明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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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從科學探究 

STEM這個名詞在教育局未大力推動之前，並不為人熟悉，但是STEM的元素早散播於各個學科之內，例如常識科的科

學探究，現時每間學校都會因應校本需要訂立各自的STEM教

學策略。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在十年前早已大力推動相

關發展，透過拔尖形式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和精神。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盧秀枝校長說：「十多年前我剛任

孫方中小學校長，當時仍未有STEM概念，但深明科學教育的

培養學生 STEM 素養

科探組學員專注研究天然染髮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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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秀枝校長 ( 右一 )

「科學研究過程非常艱辛，師生在氣溫只得七、八度的情況

下，在天台捱冷測試濾水結果，每次一做便是四、五個小

時，從中學會忍耐和堅持，得獎一刻大家都很激動，證明我

們走對了路。」

	

探究過程中沒有一步到位，例如學生進行公平測試時出了問

題，便要重新再做測試，讓學生學會如何面對挑戰和失敗。

盧校長說：「學生從中可以培養鍥而不捨的精神，而且科學

精神不只在於達到預期結果，反而是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才

能轉化為成功的經驗，我們重視實踐的過程。來自比賽的經

驗，遠比追求考試名次更有價值，可以讓學生全面均衡地發

展。學生透過科研培養STEM素養，在科學探究中勇於面對

難題，積極解難，到他們將來出來社會做事，無論面對多少

競爭、失敗與質疑，都有能力面對。」

	

重要，於是鼓勵老師甄選一些在科研方面有天分的學生，帶

領他們參加科學比賽。後來，我們將當中的科學探究元素引

入常規課堂內，令更多的學生學習到科學探究的技巧。」

科研拔尖 啟迪課改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在這十年間十分重視拔尖培訓，

開設了科探小組，參加「常識百搭STEM探究」、「香港科

學青苗獎」等STEM比賽，取得不少佳績。透過拔尖培訓，

給予資優生展能平台，培育創科人才。

	

盧校長表示，當中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學生憑着「甘肅省東

鄉縣儲水及淨水方案」取得「香港科學青苗獎」冠軍，首次

參加科學青苗獎便過關斬將取得佳績，她更喜極而泣，因為

看見學生在比賽過程中排除萬難，是否獲獎已非最重要，反

而是肯定過去努力並沒有白費。負責拔尖隊的李茵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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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憑「天然染髮劑」取

得「常識百搭」20周年大獎。李茵老師表示，以

「天然染髮劑」為例，學生差不多花了兩個月進

行題目內容篩選，期間會考慮題目的實用性和可

行性。她說：「在測試過程中，我們也經歷過多

次失敗，需要重新做實驗。作為老師，要令學生

對研究繼續保持興趣，就要再和學生進行探究，

幸而整個研究過程學生都非常投入，老師和學生

在過程中一同經歷難處，一同成長。」

	

「學生參加比賽需要向評判介紹自己的探究，校

長和其他老師都非常支持學生，在練習時給予意

見，整個教師團隊都重視學生在此過程中能否獲

益，學生獲得的滙報經驗，有助提升他們的演說

技巧。無論將來升上中學，又或將來求職面試，

都需具備這些技能，我們是為他們的生涯規劃打

下基礎。」李茵老師補充說。

	

將比賽經驗帶入課程 全面提升探究精神

這幾年政府開始推行STEM教育，港九街坊婦女會孫

方中小學並無購買大量STEM套件，反而是因應校內

學生的真正需要，着重科學原理和科學基礎，將科學

探究基礎培訓放在首位，建構出校本的STEM課程。

盧校長說：「政府未推行STEM教育前，我們已經

推行有關理念的教育，初時我們逐個年級推行校本

STEM課程，到去年，擴展至全校六個年級。在課程

規劃上，現在的趨勢講求創意，所以我們將過去拔尖

的元素整理，將之引入課程，我們增設專題研習，每

一個年級一個專題，都和探究、創新元素有關，讓全

校小朋友通過探究活動，綜合運用所有知識和技能。

」學生需要像拔尖課程一樣，進行小組匯報分享，

令專題研習既有STEM元素，同時提升學生的表達能

力。

	

學生在 STEM日製作環保動力車

學生測試自製的潛水艇



61

此外，專題研習的教材，都是由老師花很長時間

精心設計出來，同時老師也可按每一年學生的需

要，去剪裁校本教材，例如近年編程教育備受重

視，學校便於去年六年班的課程內加入編程，以

滿足學生的需要。盧校長說：「STEM其實不是很

新的東西，常識科以往也包含相關元素，現在最

重要是強調生活上的應用，希望透過STEM優化我

們的生活，同時適應社會的變化。學生每一日都

接觸有關知識，學校便因應需要編訂生活化的教

材，甚至進行跨科協作。」

	

有些實驗設計時認為可行，但實際上未必能夠真

正做到，學校從拔尖小組獲得的經驗正好運用在

設計專題研習上，讓老師更能因材施教。蔡惠儀

副校長說：「專題研習和拔尖雖有區別，但萬變

不離其宗，教學流程大致相若，只是我們給予的

指引和協助有別。拔尖主要由學生自行構想和實

踐，但全級性的專題研習老師給予較多指引。」

	

另外，參考了拔尖班的經驗，低班和高班的專題

研習設計要有不同的目標。蔡惠儀副校長說：「

低年級未能處理太複雜的STEM技術，所以最主要

是培養他們對STEM的興趣。學校因此讓他們通過

測試製作簡單而有趣的科學玩具，學生反應非常

好，開心之餘也從中打好STEM基礎。三年級以上

設計理念是問題為本，和拔尖的做法相若，不過

指引會較多，每一個任務都是以故事形式帶出，

例如要他們製作一個溫室，他們便需考慮溫室要

有甚麼條件，從中學習以問題為本，逐個難題去

解決。」

	

學生分組做實驗

課堂活動讓學生

從實踐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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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盧校長分享難忘經歷：「曾經見到一位學生製作完一輛太陽能車，

因為當時太陽很猛烈，於是相約同學去籃球場鬥車，那位學生在鬥

車輸了時說『我上網多買一塊太陽能板，加在車上，看看是否會快

一點。』非常令人欣賞和感動，因為學生想到自己的太陽能車不夠

同學快，願意主動想方法找材料，務求提升速度，這正是學習解決

問題的方法。」

	

除了常規課程，學校從2016－2017年度開始，每年有兩日定為

STEM日，全校師生都會參與，例如去年以環保為題，讓學生製造

環保產品。每個年級都會按程度再定立一個小主題，例如二年級

製作磁力車、三、四年級製作風力發電機，而五年級製作太陽能

車。STEM講求動手操作，透過一連串的創意發明品設計，正好讓學

生有更多機會，從實踐中學習。

	

學校鼓勵學生走出課室進行科學探究，從大自然採集

樣本，再帶回校內進行實驗研究。圖為學生參加科學

青苗大賽，體驗科學探究的過程。

學校安排學生參加境外科技交流團，擴闊他

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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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地址： 新界大埔第十七區富善邨第三期 

屋邨小學第三校舍

創校年份：1987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 港九街坊婦女會

校訓： 勤、廉、信、慎

電話：26618896

電郵： info@sfc.edu.hk

網址： http://www.sfc.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 2018
傑出獎 ( 作品：神奇通風窗 )

優異獎 ( 作品：智能巴士 )

「常識百搭」20周年慶典

「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比賽2017

20 周年大獎、評判大獎、傑出獎

（作品：天然染髮劑）

「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比賽 2017 傑出獎 ( 作品：低碳新煮意 )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7
季軍 、最佳匯報獎

( 作品：行李箱減噪大法 )

「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2015

評判大獎、傑出獎

（作品：節能新煮意）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5

冠軍、 最佳匯報獎、最佳指導老師

（作品：海洋油污吸附物料的探究 --

神奇的玉米衣）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1
冠軍（作品：甘肅省東鄉縣儲水及

淨水方案）

STEM 獎項及榮譽

教師專業發展日，全校齊齊學習 STEM。

校內文理專才 老師各司其職

談到學校的STEM教育發展，盧校長說：「學校常識科課程正

進行新規劃，我們打算在新課程推出後，將文科和理科內容分

開，因為我們看到常識科的文科和理科實屬不同範疇，需要由

不同的專科老師去任教。正如你要求一位文科的老師去教授科

學相關的內容，未必容易做到。學校會因應校本需要，將課程

作出調整，總結過去累積的經驗，將課程優化，為學生提供更

多元化的活動，務求將科學探究精神普及化，使每位學生都擁

有適應未來社會需要的能力。」

STEM 日 2018 天然染髮劑 行李箱減噪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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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善用辦學團體資源

培養關愛文化

目前香港STEM教育非常多元化，無論是編程、機械

人、科學探究等百花齊放。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憑藉

辦學團體優勢，善用聯校資源，讓學生可以獲得更多的STEM

體驗。

善用聯校特色發展STEM教育

在發展STEM教育上，東華三院配合政府政策和社會需要，大

力投放資源支持發展STEM教育，所以每所學校都有其特色，

黃士心小學善用聯校資源，例如到黃鳳翎中學掌握機械人知

識，去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就學習用激光切割機創作，去吳

祥川紀念中學則學習航拍技巧。鍾家明校長說：「本校透過

聯校資源，令學校發展STEM教育的配套更多元化，豐富學生

學習經驗。而且學生更能和中學生接觸，有助他們銜接中學

的STEM教育。」

學校非常重視老師培訓，特別安排教師團隊到訪北京包括前

往清華大學進行交流學習，了解當地推行STEM課程的情況。

東華三院亦設有聯校課程小組，共同研習STEM教育，也會安

排聯校老師校長外出考察，例如星加坡考察團，豐富老師的

專業知識。

鍾校長說：「本校的STEM創科課程包含三層架構，第一層是

全校同學普及學習，一至六年級都會有STEM堂，電腦科和常

識科從中加以配合，讓學生打好基礎。第二層次就是資優發

展，學生有各種興趣，有些喜歡體育，有些喜歡音樂，亦有

喜歡STEM的，我們為有興趣STEM的學生提供資源，讓他們學

習有關知識，提供更多資優發展，讓喜歡STEM的學生能作深

度學習。第三層是我們和不同的機構合作，掌握更多更新的

資訊，也會參加不同的比賽，讓學生在比賽的過程中，發揮

所長增長見識。」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鍾家明校長 (中 )帶領 STEM團隊，幫助學生適應未來社會的轉變。

黃 士 心 小 學 參 加

「Design	 Inspire	2018」

展覽，讓學生發揮創意

「Creative」，向來自世

界各地的嘉賓介紹自己

的作品。

黃士心小學讓
資優學生使用

機械人編程，
支援

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盡顯學

校關愛的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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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到如何善用STEM進行跨科教學，鍾校長說：「學校在本學

年更改時間表，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推行STEM教育。學校現設

有STEM和電子學習的小組，由所有負責老師共同組成。在課

堂安排上，學生先在上午完成核心課程，下午進行活動及多元

課程，包括一些多元課程、德育課和STEM課。STEM課安排方

面，學校逢星期一及星期三的下午開設智能增值課，用以進行

跨科學習，例如英文科會和數學科合作，也會有常識科和數學

科合作，各科相關老師會共同商討課堂細節，將STEM滲入全

校課堂。學校逢星期二及星期四則進行尖子培訓，將有興趣

STEM的學生集中進行特訓，也為參與比賽作準備，學生從中

既能掌握常識技能，又能將之融入生活、服務社會。東華三院

重視關愛社會，希望學生可以透過發明品服務社會，培養他們

關心社會，並掌握21世紀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活用STEM知識 關愛社群

鍾 校 長 說 ： 「 本 校 推 動 S T E M 教 育 ， 配 合 東 華 三

院小學聯校 S T E M 課 程強調『 3 C 』 ，即 C r e a t i v e	

(創意)、Connected(聯繫)和Caring(關愛)。在小學推展STEM教

學校名稱：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地址：新界青衣長安邨

創校年份：1988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東華三院

校訓：秉承東華三院「全人教育」的辦學宗旨

「勤儉忠信」為進德修業依歸

電話：24978784 

電郵：wssps@tungwah.org.hk

網址：http://www.twghwssp.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銅獎

Makeblock@DesignInspire of DesignInspire 2017 Certificate of Attendance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 B3 STEM Challenge 2018 季軍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優異獎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數學速算王大賽

總冠軍

亞軍

季軍
第十一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華南賽區）晉級賽
一等獎

2018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晉級賽金獎

決賽銅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育，學生只需要對科技有基本的概念，學懂應用科技，從中

啟發創意。」

鍾校長強調，現在的同學就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除要具備

創意思維、解難能力外，關愛精神更為重要。他說：「本校

學生透過學習編程，將創意融入機械科技，例如有些學生在

學習方面需要多一點刺激、支援和幫助，其他高年級的同學

就會思考如何運用STEM學懂的技能，做一些小工具，藉以幫

助有學習需要的同學，雖然未必是一些石破天驚的發明，但

這個行為更值得欣賞。」鍾校長說，近年很多科技創意都是

從關愛社會、關愛他人的角度出發，希望學校的STEM課程，

讓學生學懂思考，透過知識達到幫助別人解決困難的目的。

	

鍾校長說：「學校這三年的其中一項關注事項為『今日課

程，明日技能』，透過優化課程，讓學生可以有能力適應未

來社會的轉變。推動STEM教育，最重要還是培養人的素養。

科技會一直進步，現在教的東西將來未必完全可以應用，但

掌握資訊和關愛的素養，對學生的成長都有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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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聖公會主愛小學 ( 梨木樹）

從 STEM 比賽建立品德素養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1999年成立，自2016年翟智康

正式接任該校校長後，把握當時教育局和社會都希望推動

STEM教學為契機，大力推動多元智能教學，更揀選一班對STEM有

興趣的學生參加各類型的比賽，從中培養他們的創意解難能力，同

時建立品德素養。

翟智康校長說：「全球快將踏入5G新時代，物聯網興起，能否掌握

STEM技能，對裝備學生迎接升中、就業，甚至乎適應社會發展都

非常重要。最初試行想以拔尖的方法，觀察學生的反應。一般邨校

學校重視拔尖培訓，學生在isteam水底機械人比賽奪得銀獎及最佳藝術獎。

學生參加「第十九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

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	美加欣遙控四軸

飛行器計時賽。

全面發揮學生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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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永遠只教開機、關機、倉頡輸入這類知識。我們著重資

訊科技素養，這個年代，就算學生不上學，也能透過互聯網

吸取各類型的資訊，最重要是懂得分辨甚麼是好的資訊，還

有你抱著一個甚麼的態度使用資訊。知識如何去篩選，都

是需要學習的。我們學校的方向就是希望將課程普及、制度

化，未來整個常識科和數學科的課程都有改變，相信都是一

個契機，促使我們將STEM素養在學校全面普及。」

鞏固軟件優勢 增強硬件配備

展望將來，翟校長說：「希望來年度成功獲邀參加優質教育

基金，參與計劃共有五間小學，當中三間都是聖公會屬校，

有間九龍啟德聖公會聖十架小學，另一間是聖公會柴灣聖米

迦勒小學，三間學校都各有特色，一間香港島、一間九龍、

一間新界，另外再加兩間非屬會的學校，會做一個全年的課

程發展，整合常識科課程，將一些科目要點，與STEM結合一

起。我校未來亦有幾位老師前往新加坡進行交流考察，吸取

當地STEM經驗回饋我校學生。」

2017 亞太機械人
聯盟競賽 - 香港

區選拔賽 ( 榮獲
季軍 )

翟智康校長 ( 右三 ) 鼓勵許嘉銘老師

( 左一 ) 和曹愷琦老師 ( 右一 ) 帶領學

生參加校外比賽，增長見識。

予人感覺資源不多，而且學生社經地位不高，我們逐步滲

入STEM元素，給予機會學生去世界各地參加比賽，擴闊視

野。從中見到他們的成長，除了玩以外，他們比賽過程會變

得好認真，就算一些比較活潑的學生，在比賽中都非常守秩

序，特別有一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比賽時都一臉正

經，明顯見到學生進步。」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建基於學生開始對STEM有一定

的興趣，由此推動學校重新整合四年級常識科，翟校長說：

「在STEM教學策略上，本校特別着重從軟件入手，即是先

規劃課程。我過去一直鼓勵多元學習，認為常識、數學和

電腦科的課程可以加以整合，現時STEM的出現，正好能夠

促進以上學科的整合，而不再像以往的傳統教學各自為政。

因應學生的需要，促使我在STEM投放更多的資源，並將相

關建議在校董會反映，校董都非常支持，並提供相關的支

持。」

沒有考試的STEM 讓學生發揮所長

翟校長說：「我們學校的一至四年級，常識科都是不用考

試，課程安排較為有彈性，始終電腦科課程需要不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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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聖公會主愛小學 ( 梨木樹）

學校計劃運用政府提供的撥款優化學校硬件設施，他說：「每間學校的

做法不同，我們繼優化課程指引後，計劃加強硬件配套，例如將常識室

轉為研討室，也考慮將常識室轉變為STEM	LAB。」翟校長補充，學校強

調軟件比硬件重要，人的投資最重要，例如老師的心態、學生的接受能

力，和對學校的歸屬感，所有事情都不是用錢可以買得到。

翟校長續說，學校亦會繼續多和專業機構合作。「學校所知的STEM資

訊未必最多，所以未來會和推動STEM教育的機構及學界，甚至乎中

學，大家繼續有更多合作和聯繫，例如我們附近的中學，都不時有些

活動邀請我們的小學生參加，最重要是善用資源，回饋學生。」

師生同樂 培養STEM及品德素養

事實上，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拔尖課程，讓個別對STEM有濃厚

興趣的學生，可以加以發揮，不單提升學生STEM的知識、技能和態

度，品格素養亦同時提升。該校學生唐綽謙、張治權和吳俊熙曾代表

學校參加比賽，他們表示從參加比賽的過程中，學到與人溝通，及永

不放棄的精神，有助他們成長發展。

負責拔尖課程的曹愷琦和許嘉銘老師說，與學生準備每個比賽的過程中，都見

到他們有明顯的進步。曹老師說：「我們希望將拔尖的STEM元素引入課程，除

了在基礎知識上教授編程，更鼓勵他們學習解難，很多解難項目有三十個方法處

理，都不可能是一個人想出來，從他們小組活動中，希望見到更多不同方法，互

學生們衝出香港，

參加亞太機械人

聯盟台灣接力賽，

勇奪季軍殊榮。

學生代表香港遠赴日本參加 2017	Universal	

Robotics	Challenge，喜獲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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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學習，就能把解難模式變得普及。除了科技貼近人類的生活，解難同樣是學生必需學習的生活模式。日常課

堂向學生灌輸正確品德價值觀，學生未必即時感受得到，但當他們在STEM實作過程中遇到困難，他們在尋找

解決方法的過程中，正好從中學習良好品格，學習與人相處，所帶來的成效比起課堂上講十次更為有效。」

翟校長亦說，我們所講的創意思維、STEM，重要的精神就是敢錯、敢闖、敢創，如果不走出安全區，用回之

前的做法是不可行。「物聯網快將興起，將來家庭產品趨向人工智能化，無人車、無人機也將大行其道，所以

老師和學生需要敢於知道世界正在變化，有勇氣和能力去適應，關鍵視乎如何有效推動STEM教育，讓學生從

中尋找樂趣，早日掌握STEM技能。」

學校名稱：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地址：新界荃灣梨木樹邨

創校年份：1999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

會有限公司

校訓：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電話：24011985 

電郵：chuoi@chuoi-lms.edu.hk

網址：http://www.chuoi-lms.edu.hk

學校資料

STEM 獎項及榮譽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2018 Universal Robotics Challenge ( 日本 ) 團體賽 - 亞軍

2017 Universal Robotics Challenge ( 日本 ) 團體賽 - 亞軍

2017 Formula m 香港站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團體賽 - 小學組冠軍

亞太機械人聯盟台灣國際錦標賽 團體賽 - 接力賽季軍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團體賽 - 優異獎、最巧妙設計獎

第六屆聖公會小學聯校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團體賽：機械短跑賽 - 一等獎

2018ROBOSTEAM 香港區公開賽

香港區公開賽標準化平台組 

( 高級 ) - 冠軍

亞洲區邀請賽標準化平台組 

( 高級 ) - 亞軍

香港區公開賽標準化平台組 

( 高級 ) - 最佳編程大獎

( 代表香港赴日本參賽 )

香港科技大學 isteam 水底機械人比賽 團體賽 - 銀獎、最佳藝術獎

太陽能 MINI 模型車奧運會 2018

團體賽 - 全場總冠軍

項目賽 - 定向賽亞軍、定向賽季

軍、負重挑戰賽季軍、足球賽冠

軍、最佳合作獎

第二十屆飛向北京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

空航天模型教育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 美加

欣遙控四軸飛行器計時賽

個人賽 - 一等獎 ( 一名 )( 代表香

港赴海南島參賽 )、二等獎（兩

名）、三等獎（三名）、優勝獎

（一名）

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 香港區選拔賽
團體賽：接力賽冠軍 ( 代表香港

赴台灣參賽 )

全港小學生魔力橋 Rummikub 大賽 團體冠軍

第五屆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 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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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將 STEM 融入生命教育

隨着社會對創意科技的人才愈益渴求，

香港亦大力推行STEM教育，以回應

社會需要，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將重

視理工科目的STEM注入「靈魂」元素，鼓勵

團隊協作，根據學生需要增添合宜的硬件配

套，透過軟硬件互相結合，用心打造青松湖

景小矽谷。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鄭志明校長說，學

校的三年計劃引入自我領導力學習，期望學

生由小學階段培養正面積極的思維、態度和

打造青松湖景小矽谷

無鈎衣架在多個發明比賽成績優異，

備受各界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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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互相配合，令大家以最有效率達成目標，這是最為重

要。這世界很難一個人單打獨鬥成就所有事，所以團隊合作

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將青松湖景打造成一個小矽谷，成為香

港社會創科人材的搖籃。」

家校合作 事半功倍

吳思銘副校長表示，STEM不應只在學校發生，應將它帶到

學生家中，讓其家人了解STEM為何物，甚至一同協助學生

在STEM方面的發展。我校STEM活動會特意設計成個人習

作，令每一個學生都可有自己獨特的作品帶回家，與家人

分享。另一家校合作的例子是我校為五年級升六年級的學生

在暑假期間訂購Micro:bit主板及自學課程，讓學生利用暑假

時間，與家人一同在網上進行自學。有些對編程有濃厚興趣

的學生更可與家心在網上尋找資源，一同鑽研。在六年級

學校重視師資培訓，圖為參與「鐳射切割

機教師工作坊」的老師留影。

素養，掌握自主學習能力，好讓學生在中學階段有能力盡早

就位投入STEM實作。除了重視個人的自主學習，學校亦強

調團隊合作，「我們組織了一個學生發明小組，為成員進

行定期培訓，並協助他們將意念構思落實到生活應用上。」

除了優化教學課程，學校亦提供完善的硬件配套，幫助學生

發展潛能，例如這兩年我們把儲物室改建為「天宮109」創

意室，啟發學生創作靈感，又將舊電腦室加入maker元素，

設立「鐳射切割及3D打印STEM	ROOM」，學生做平面設計

可使用鐳射切割機，立體部件則可使用3D打印機，讓學生

可以在一個房間內完成創意產品。

鄭校長說，學校致力為學生爭取完善的STEM教育環境，同

時培養他們的同理心，建立雙贏思維，「每一個人都有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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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micro:bit的正規課程中，學生已對Micro:bit有一定認識，達到「反轉課室」的目的，學

習起來更易上手。

從生活發掘創意靈感 培養小小科學家

STEM教育源於生活，實務性學習讓學生設計出不少創意STEM發明，吳副校長舉例

說：「有兩名學生留意到不少同學喜歡搖櫈，他們覺得危險，於是思考有何裝置可以

融入椅子，結果發明了『不平則鳴』系統，當椅子傾斜時便會發出警告提示聲響，確

保使用者安全。另外，有同學留意到油漆和裝修師父在梯子爬上爬落非常危險，而且

常常將工具插進衣服的口袋裡，如果跌倒便有可能弄傷自己，於是在梯子上加建一張

桌子，桌子加上磁石片吸起螺絲，由此設計出一條安全多功能梯。亦有同學發明『無

鈎衣架』，在衣架頂端加入磁石，在掛衣處安裝一條大磁鐵，讓衣架頂端磁石吸附其

中，如吊軌纜車般行走，使用者便能以單手進行掛衣服工作，設計方便了傷殘人士或

是手部受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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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STEM氣氛濃厚，不單關顧個別STEM表現突出的學生，每年會舉行全校參與的「

小小發明家」比賽，讓所有學生圍繞生活所需，構思創意科技產品，掌握STEM改善生

活的精神。

生命教育與STEM結合 全校參與STEM生命教育

鄭校長說，香港生命教育較少談及死亡，於是該校參考台灣生命教育的事例，自行編

寫課程，「我們以雞蛋作為生命教育素材，同學們需要照顧雞蛋五天，把雞蛋當作他

們的朋友、BB，並將之攜帶在身邊。」至於如何與STEM結合，鄭校長說，「同學們需

要以海陸空為題，為雞蛋BB設計一些配套，例如一、二年級以陸地為主題，為蛋BB設

計磁力車和蟲蟲爬行車；三、四年級以海為題，同學需要設計一架橡筋動力船及接駁

電路的電動船接載蛋BB，從中教曉學生一般電源和再生能源的分別和效能；五、六年

級則以天空為題，他們會砌一架可以使用電池和太陽能的電動雙能車，同學亦需要設

計一個降落傘，和存放蛋BB的倉庫，讓蛋BB從空中安全降下。」



74

屯門區：道教青松小學 ( 湖景邨 )

學校致力將STEM融入課程，

好讓學生掌握自主學習能

力，在中學階段有能力盡早

就位投入 STEM實作。

鄭校長說，當照顧雞蛋BB至第五天，便到了生命教育的重要部份，「老師突然向學生宣佈，

要和雞蛋BB離別，從中讓學生明白，生可以迎接，但死是準備不了的。」學校為迎接第五天

的來臨，會早一天通知家長，提醒他們留意小朋友在家中的情緒變化，學生則會在當天參與

講座，和他們進行死亡教育，教他們接受生命離逝的感受。校方在講座上會借用台灣繪本《

獾的故事》，和學生談生死，「繪本講述獾這隻動物，在生前幫了很多人，雖然牠離世，但

牠身邊的親朋好友，都感受到牠過去的幫助和牠的愛。」鄭校長說，故事分享完畢，學生接

著便會上課室和雞蛋BB道別，為雞蛋唱歌、吻別雞蛋，更不時出現學生流淚的場面。

這個課程成功之處，在於除了結合生命教育和STEM之外，更強調跨科協作，即是各科老師都

一同參與，「很多人認為STEM很難讓中英文學科加入，我們便從生命教育入手，讓中、英、

數、常、音、視藝科目都一同參與，例如每個學生都會寫一些文章講述與雞蛋道別的感受，

以文筆寫上生命的樂章。」鄭校長說，該校結合今年的教學主題「反轉課室」，校內七名

STEM小組核心成員，預先將整個教學流程做了影片，先和老師進行模擬課堂，讓老師體驗，

老師都非常投入參與STEM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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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地址：新界屯門湖景邨湖昌街四號

創校年份：2008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道教香港青松觀

校訓：尊道貴德

電話：24652881

電郵：office@tccpswke.edu.hk

網址：http://www.tccpswke.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個人金獎及全港團體第二名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2018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學生創新獎優異獎

全港小學創意科學短片演繹比賽
全港總冠軍，屯門元朗區冠軍，屯

門元朗區優異獎

數理科技學習匯 STEM- 小學浮力船創作比賽一等獎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無鈎衣架 - 小學發明品組的優異獎

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無鈎衣架 - 高小組金獎及澳門國際

創新發明展 (MIIA) 特別獎

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不「平」則鳴 - 銀獎

小小發明家科學創意比賽 高小組全港季軍

STEM 獎項及榮譽

STEM 發明「不平則鳴」介紹 STEM 發明「無鈎衣架」介紹

學校設立「天宮 109」創

意室，以完善的硬件配套

幫助學生發展潛能。

課程既將STEM和生命教育整合，亦包含跨學科元素，例如每

個參與學生需要在語文科寫文章，講述與雞蛋道別的感受。學

生又在雞蛋上繪畫，增添視藝科元素。整個生命教育課程的設

計，將理性和感性相結合，觸動老師和學生的心，校方曾就這

個課程在外進行多次分享，大受讚譽。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邨）決心透過近年政府投放的資源，靈活運用，為社會培養人

才出一份力，讓青松湖景成為真正的創意小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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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光明英來學校

常規課程滲入 STEM 元素

鼓勵學生走出課室 增廣見聞

在現今中小學強調STEM教育的一片熱潮中，如何推動

及把STEM教育元素引入常規課程，從而發展成極具

學校特色的校本課程，最終讓學生能有效及愉快地學習，實

是每所學校老師所面對的問題。位於元朗的光明英來學校，

在STEM教育的熱潮中，老師致力在常規課程中加入STEM元

素，透過科技來提升教學質素，並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

升學習效能。

光明英來學校校長馮瑞德表示，雖然現今STEM是教育界的

大議題，但該校由2006年遷校至現址時，已特別重視環保

教育及創新科技，例如新校舍的建築物是經過精心設計，

STEM 教育著重學生創意及參與，讓學生

能親身體驗科學實驗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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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完善 配合教學需要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該校的STEM專用課

室經過精心設計，既強調科技元素，也可配合多類型的小組

學習。郭慧儀副校長表示，STEM專用課室的桌椅設置方便

進行小組活動，現時全校室內也有WiFi的設置，一改以往需

要連線的電腦，無線上網可讓學生在室內任意進行活動，增

加教學互動的彈性。此外，還添置更多先進的設備，如虛擬

實境裝置、筆記型電腦、3D打印機等等，因STEM教育涉及

編程和設計，增添新式電腦有助學生學習。為了讓學生有實

踐及展現才能的機會，該校亦同時購置機械人、micro:bit	電

腦板及VEX機械車，希望學生能透過不同的媒介和活動，把

學到的編程知識實踐出來。

馮瑞德校長（中）、郭慧儀副校長（右二）、常識科主任李永楨（左一）、

資優教育組李妙如主任（左二）及資訊科技組盧志偉主任致力在課堂引入

STEM元素，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以配合學校重視環保及科技的教學理念。他舉例指出，校

舍的五樓設有常識室及溫室以配合教學，因為學習常識科

時會教授植物的生長情況，溫室的設置正好讓學生能親身

感受及見證書本上學到的知識。由遷校至今，隨著教育局

的撥款，校董會、家長及校友的籌款及募捐活動，學校的

設施不斷得以改進及日趨完善。現今學界推行STEM教育，

要有效推行，軟硬件的配合實不可少，除了教育局的STEM

撥款外，學校兩年前也利用十周年校慶的契機進行籌款活

動，把籌得的款項用來發展STEM教育，改進學校設施，例

如把其中一個電腦室改建為STEM的專用課室，亦已落實優

化校園電視台的設施及將常識室設置為多用途的「創客空

間」。馮校長指出，期望透過硬件的改進，讓學生在學習

STEM教育時，可全程投入，善用學到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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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STEM元素 提升學習興趣

除了硬件的添加外，要有效地推動STEM教育，莫過於在常規課程中滲入STEM元

素。因此，在不同學科的課程設計上，科任老師均經過精心安排，適當地引用科

技，既能提升學習興趣，又能增加學習成效。常識科主任李永楨表示，該校在課堂

安排上特別為學生精心安排，如星期五的最後兩節課堂為活動堂，讓學生透過多元

活動從中學習，例如他為一、二年級學生設計進行機械車活動；五年級的高小學生

則安排編程、組裝機械人活動。另外，常識科也有科技日，讓小一至小六學生可進

行實驗、測試，學生能親身體驗科學實驗的樂趣，藉此培養他們對STEM教育的學習

興趣及提升科學知識。

引入科技教學 師生同受益

李永楨主任指出，學校為學生訂下清晰的學習目標，其中低年級和高年級學生按程

度進行不同的活動，例如低年級學生以培養興趣及打好知識基礎為主，高小學生則

重視實踐所學。不過無論高小或低小學生，都能在安全的環境中學習，並能親身體

驗「動手做」的樂趣，透過有趣的學習活動認識科學原理。除富趣味性的學習活動

外，課堂內也適當引用科技，從而增加教學成效。他舉例指出，以六年級課程為

課程引入 STEM元素，課堂學習氣氛熱烈，學生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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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當教授量度斜面時，傳統上只使用量角器，但現在只需在平板電腦裝上量度的

應用程式，也能進行教學，學生只需把斜面放在平板電腦就能知道角度，方便他們

理解。因此，在課堂上引用科技，既能增加學習趣味，又能方便老師教學，更重要

是可在日常生活中能應用出來，正好符合STEM教育精神，運用所學知識以解決日常

生活遇到的難題。

除常識科外，其他學科也可應用科技以配合教學，例如語文科看似與科技風馬牛不

相及，但只要能用得其所，也可提升學習效能。負責資優教育的李妙如主任指出，

語文科其實也可與科技結合，相輔相成，如利用虛擬實境裝置，讓學生在課室以外

的地方感受不同的環境，定能豐富他們的想像力，有助他們在寫作上發揮。此外，

體育科同樣也可與科技互相配合，例如在課堂以平板電腦播放運動的影片，讓學生

能熟悉動作技巧，老師在教授時再配合影片以作重溫，同時也可錄影學生的動作，

以作檢討及給予即時回饋，有助學生加深對體育運動的知識及技巧。郭慧儀副校長

補充，各學科就科本不同單元的學習重點或學生的學習難點製作視頻，並上載至

內聯網，這既可讓學生預先備課，同時也可作課後的延伸活動，因此，善用科技資

源，為教學帶來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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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光明英來學校

走出課室 增廣見聞

除課程引入S	T	E	M	元素外，	該校同時鼓勵學生走出

課室，	藉著參與不同的比賽，擴闊學生眼光。學校

讓高小學生參與機械人課程，	在過程中學習組裝及

編程，	並安排學生參加比賽，與其他參賽選手作交

流，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解難能力。該校派隊參加

VEX	I	Q	機械人世界賽─香港區選拔賽（VEX	I	Q		C	

h	a	l	l	e	n	g	e		H	o	n	g		K	o	n	g		C	h	ampionship），參賽

成績理想，取得聯隊協作賽冠軍及技巧挑戰賽冠軍

（小學組），並獲得2018	VEX	IQ機械人世界賽的

參賽資格，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在肯塔基州舉行的

VEX	IQ機械人世界錦標賽。李永楨主任表示，學校

透過讓學生參賽，擴闊學生的視野，在過程中不斷

追求卓越，提升自我。學生獲取到美國出賽的機

會後，全情投入訓練，家長亦相當配合，令學生

能以更佳的表現參與美國的世界賽。學生亦不負

眾望，在來自世界各地四百多隊的參賽對伍中勇

奪佳績，躋身全球排名前六十，順利進入決賽，

最後奪得Build	Award	的榮譽。其實學生的可塑性

甚高，只要有機會，定能走出課室，在國際舞台

上發光發亮。馮校長指出，該校近年來安排五、

六年級學生到台灣、新加坡等地方，參觀當地的

科技及環保教育。最近更參與航空公司舉辦的活

動，安排五年級學生到日本東京參觀當地科技設

施，鼓勵學生藉海外觀摩活動，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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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足 社區推動STEM

該校重視STEM教育的發展，並不只限於校內，同時也重視在區內的發

展。馮校長表示，現今不只中小學強調STEM教育，即使幼稚園的課程

也開始加入STEM元素。有見及此，學校曾邀請八所幼稚園的師生及家

長，出席該校舉行的STEM	FUN	DAY，例如透過一些實作活動和比賽，

可讓幼稚園學生及家長知道投擲的力度及角度的重要，而這也是STEM

教育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例證。因此，是次活動除了向外展示該校推動

STEM教育的成果外，同時也是把STEM教育推廣至社區，讓更多人明

白STEM教育的重要性。最後，馮校長語重心長地表示，期望學生在六

年的在學期間，透過STEM教育，不但能學到有用的知識，還能培養探

究、解難和協作能力，發揮創意及創新精神。

學校名稱：光明英來學校

地址：元朗元政路 12 號

創校年份：1982 年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

辦學團體：光明學校有限公司

校訓：禮、義、廉、恥

電話：2476 2610

電郵： kmylsfung@yahoo.com.hk

網址：http://www.kmyls.edu.hk

學校資料

比賽名稱 得獎作品及榮譽

VEX IQ 機 械 人 世 界 賽 ─ 香 港 區 選 拔 賽 

（VEX IQ Challenge Hong Kong Championship）

聯隊協作賽冠軍（小學組）、技巧

挑戰賽冠軍 ( 小學組 ) 及 2018 VEX 

IQ 機械人世界賽的參賽資格

VEX IQ Challenge World 2018 Louisville, USA 全球排名首六十及 Build Award 獎項

全港小學 2018 VEX IQ 挑戰賽

聯隊協作賽冠軍及亞軍

技巧挑戰賽冠軍及亞軍

創意設計一等獎及二等獎

STEM 獎項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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