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説STEM敎育是鼓勵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再利用科學方法解決。不過，如何從生活中察覺問

題所在，或許對同學們，尤其是小學生，已是難題。

D
對以上情況，靈糧堂秀德小學藉沿用常識科傳統的「常識考察日」，藉着帶學生

針 出外考察，增加同學們接觸社區生活問題妙的機會，之後繼續進行STEM 的實作

活動。此舉不單讓學生能實地觀察生活中所遇到問題，更貼地的思考解決方案，

有助深切體會STEM知識能如何被實際應用。

命改革電廬科引入邏算思縫蠣念宅

正如普遍學校的STEM敎育進程，該校也是從17至18年度開始，在校內推行STEM

敎育，並先從改革電腦科出發，在電腦科舊有的高小諜程中，加入更多運算思維內容，包

括 於四年級加入Scratch編程學習、五年級則研習30打印軟件Tinkercad, 以製作立體模 ｀ 

型，同步開始利用micro:bit犀理簡單編程，例如 加減分縠及猜拳等編程敎學。

不過，據霉腦科主任鄧偉洪老師表示，或許老師們當初也低估了學生們的能力，有小朋

友便自行將2個程式合拼，自行學習編製出猜拳小遊�· 表現予人鼓舞。及至六年級，學生

將延伸micro:bit的學習，加入更多不同功能編碼，以及各積各樣的感應器。校方又為增加對

編程的實用體驗，高小的同學更會配合常識科的專題研習項目，製作STEM實體工具。



台常識考察日實際製作有用工具哈

相〨j而言 ,常識科的改革不多 ,負責 S丁匚M整合的常識科主任秦嘉炫

老自一手旨 該校常識科原本每年皆有一個
「
常識考察日」 ,供同學們走出校

匱考察 :為配合 S┬EM教學 ,現時只是在多增加一個 S┬匚M學習要求 。考察

日前 負責 S┬巨M教育的幾位老師會預先擬定主題 ,再實際帶同學們走入社區 ,

讓他們在主題框架下 ,透過觀察四周及與街坊進行街訪 ,發現有什麼相關問題 ,

繼而運用 :聲光電 、力學 、編程等科學知識 ,學習思考實作 S丁EM產品改善社區 。

舉例 ,去 年六年級專題 : 
「
幫助老人家改善生活」 ,幾位同學便發現老人經

常跌倒受傷的問題 ,而 m︳ crU:bit的 編程學習剛好涉及
「
reeFa｜︳(自 由落體)概念

及相關感應器的配合 ,於是便設計出
「
防跌手杖」 ,為加強老人家活動時的安全 。

街 頭 考 察 之外 ,在 必 須 製

作 S丁巨M作品的要求下 ,同

學們或許還需要 自行搜尋資

料 ,例 如五年級的專題是與

解決低頭族過馬路 的間題 ,

同學們便積極 的在網上觀看

外國的實際處理經驗 ,而 這

也增加 了學生的自主學習 ,

滿足 S┬巨M教育目標 。

該校的 S下EM教育鼓勵學生製作實
體作品。

一

統整常識科 實現跨學科學習φ

為配合專題研習 ,該校亦以常識科作為主幹 ,整合包括電腦科及數學科 ,甚或

在課程上作出微調 ,實現跨學科目標 。秦嘉炫舉例 ,原本是 4月 才會在數學科提及

的統計學知識 ,提前在 1月 教授 ,便是為配合六年級同學在 1月 進行的
「
常識考察

日」 ,好讓同學們可以對考察訪問數據進行處理及分析 。不過 ,秦嘉炫亦指操作上

對數學科影響輕微 ,反而學生可在實際應用統計學知識 ,誠然對同學們的學習統計

學也有加深記憶的好處 。

除了防跌手杖 ,同

學還設計了
「
防跣

拖鞋┘及
「
發光眼

鏡」 ,作品雖然很
粗糙 ,但意念值得
-讚 。

〝
馯

卜﹉‵
.

此外 ,在 決定如何統整

不同學科設計 S┬EM課 題

時 ,秦嘉炫指出 ,首要考慮

是冀望學生可以學習到什麼

科學知識 ,其 次是什麼課題

能更容易運用科學原理 ,最

後是在該課題上應用什麼科

學原理才最理想 。

mbot機械人編程也是重點 ,之前便
舉辦過別開生面的機械人足球賽。



本課程形式將 S┬ 巨M元素滲入到常識科不同單元 ,同學們將透過使用環保物料製

作磁力推動船 、磁浮列車 ,理解學習磁力 、浮沉等科學原理 ,也及早打好科學基礎 。而

幾位 S┬巨M老師便事前舉行工作坊 ,協助其他非理科老師親身試造一次 ,既分享及明白

當中的教學過程 、方式 、心得及注意地方 ,也從中加深老師對 Sㄒ巨M教學的掌握 。

學生透過製作磁浮列車 ,學習磁力原理 。

台參與創科比賽 提升科學知識喻

該校五及六年班的資優學生 ,經老師推薦及篩選後更會組成 S┬EM校隊 ,參與

校外的創科比賽 。在參賽的過程中 ,老師們將針對比賽的主題 ,延伸教導學生更深

入的 S┬EM知識 。去年 ,同學們便透過參加
「
常識百搭」 ,利用環保物料製作玩具

夾公仔機 、氣墊球 ,從中學習力學 、機械臂 、桿杆等 。S┬匚M校隊也有參加
「
Race

tUthe凵 nemcraut英 國模型火箭車」香港區決

賽 ,接觸課堂上沒曾教過的作用力反作用力 、流

體力學等等 。鄧老師表示 ,參與比賽的目的 ,是

希望讓學生們學到更多課堂上未能涵蓋的進階知

識 ,甚至有機會和鄰近中學的哥哥姐姐 ,進行協

作研發 ,深化科學能力 。

小型氣墊球是同學製作來參加常識百搭比賽。

參加常識百搭比安的夾公仔機 ,同 學指

最雜是製作夾臂 。

′

磁力推動船主要是要求同學明白不同物料的浮沉特性 。

MURΞ ABUUT

USTEAM專 訪 ○

台培養種子老師全校推廣 ST巨M教育含

現時該校主要負責 S┬EM教育的皆為理科老師 ,因此會有培養
「
種子老

師」的理念 ,作為協助 S┬匚M教育的推行 。舉例 ,初小的 S下EM學習 ,是以校

受源所限 無絡田篨賽

剛提到的
「
RacetUtheunem沁 rU:bi瑛國模型火箭車」 ,否港有中學在英國進行的國際總決賽 ,取得中學組

亞軍 ,成績獲肯定 。但原來秀德小學的 S┬巨M校隊 ,在香港區決賽包辦小學組包辦了冠亞軍 ,也取得遠征英國資

格 ,奈何在旅費不足以支持 2隊人成行的情況下 ,該校最終放棄機會 ,未能與全球其他小學生同場競逐 。秦老師

明言是有點可惜 ,同學們也有不開心 ,惟也未有氣餒 ,繼續學習更多的科學 、科技知識 。不過 ,考慮到該校推行

S┬匚M教育不算大長時間 ,便可以有實力在如此大型的S下匚M比賽取得佳積 ,其實已是非常值得鼓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