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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與
創意思維教
學的實踐  

壹、前言 

貳、創意教學與STEM教育之
內涵與原則 
貳､創意教學& STEM教育 

叁、什麼是有效的STEM教學？
教師當如何教，學生又當如
何學？ 

肆、當前配套如何能為STEM

教學導引創意潛能？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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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我的國外創新思考巡迴講座的體會 

      

      1.東西方教育方式的激盪 

 

      2.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博物館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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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EM教育與創意思維教學 

       的時代背景 

 
1.美國對科技教育的省思 

 
2.香港2015年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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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對科技教育的省思 

  2006年1月31日，美國總統布希在其國情咨文
中公佈一項重要計畫——《美國競爭力計畫》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ACI），提出培養具有STEM素養的人才。 

  在2007年，美國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提出一項名為“建
立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議程（Building 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Agenda）”，起因是美國社會對競爭
力逐漸下降的問題感到憂心，認為美國當時的
K-12基礎教育課程，無法有效培育具有競爭力
的人才（Toulmin & Groom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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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1日，美國國家科學委員
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 發佈
致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的一封公開信
，其主題是《改善所有美國學生的科
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國家的經濟繁榮和安全要求美國保持
科學和技術的世界領先和指導地位。
大學前的STEM教育是建立領導地位的
基礎，而且應當是國家最重要的任務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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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奧巴馬總統推出了旨在確保經濟
增長與繁榮的新版的《美國創新戰略》。

新版的《美國創新戰略》指出，美國未
來的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取決
於其創新能力。 

“創新教育運動”指引著公共和私營部門
聯合，以加強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TEM）教育。 

由美國技術教育協會主辦的73屆國際技術
教育大會於2011年3月24日-26日在美國明
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舉行。會議主題

為“準備STEM勞動力：為了下一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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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國州長協會針對STEM工作的
人力需求，提出更具體的數據分析： 

（1）在過去10多年來，STEM工作增長高
於非STEM工作三倍。STEM工作預計將在
2008-2018年期間增長17%，相對於非
STEM工作僅增長9.8%。 

（2）2010年，STEM工人的失業率是5.3%

；其他職業是10%(Thomasian, 2011)。
由此可見未來需要的人力，已經從單一能
力走向多元的能力，需要能將科學、技術
、工程和數學這幾個領域進行整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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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2015年施政報告 

在香港現行課程中，STEM 教育是
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推動。
就2015 年《施政報告》所述，教
育局將更新及強化科學、科技及數
學課程和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
訓，讓中小學生充分發揮創意潛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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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意教學& STEM教育 

一、創造性(意)、創造思 

       考&創新教學 

二、STEM教育 

三、要不同凡「響」，先 

       要不同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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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性(意)、創造思考& 

       創新教學 

 
創造性(意)教學：  

   老師有創意，教學活潑生動有趣。 

創造思考教學：  

   激發培養學生創造力(創意潛能)的教學。 

創新教學: 

   改變教學方式讓教學有創意 更有成效 

   學生有興趣 教學的效果更讓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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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EM教育 

STEM 是 

科學（Science）、 

技術（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和 

數學（Mathematics） 

四門學科的簡稱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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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的真正內涵 

STEM教育不只是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單一學科的教育 

也不是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的簡
單疊加， 

而是要融合各學科的知識，把學到的科學
、數學和其他知識應用到生活中去，以更
好地培養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 

強調融合､應用､團隊､實踐､解難､創意 
 

file:///F:/00陳龍安創造力檔案20120９.ppt#1. PowerPoint 簡報
file:///F:/訓練/創造思考教學/0創造思考教學首頁1.ppt#2. PowerPoint 簡報
file:///F:/訓練/創造思考教學/STEM教育/00STEM教育首頁.ppt
00STEM教育首頁.ppt


 
陳龍安2016STEM教育與創意思
維教學的實踐教師講座  

 

STEM教育哲學 

「以設計探索為目的，並用科技技術及科學
思考來解決問題」， 

而課程的培養目標中包含了科學素養、科技素養、
工程素養、數學素養(柳棟等人，2013)。 

根據Becker and Park (2011)的研究，發現
科際整合的STEM教育比起其他單科(如：數
學)或科際整合的科目(如：MST, 

Mathematics, Science, Technology)更
能引起學生的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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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教育是一種整合科學、技術、
工程和數學內容與技能的教學方法。 

透過STEM實施標準來引導STEM教學
，達到預期精通STEM的行為表現。 

這些行為表現包括：參與調查、邏
輯推理及問題解決的能力，最後達成
STEM教育目標（Maryland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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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不同凡「響」，先要不
同凡「想」 

 
學歷是銅牌， 

能力是銀牌， 

人脈是金牌， 

思維是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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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免死金牌〜 

 

創造力、創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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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什麼是有效的 

STEM教學？教師當如何教，學生
又當如何學？ 

 

一、STEM教學的困境與突破 

二、STEM創意教學模式 

三、STEM創意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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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有效的STEM教學？ 

 1．民眾、學生及家長的積極參與 

 2．明確的教育目標和評估機制 

 3．高素質的教師 

 4．給教師提供世界一流的資源和支持 

 5．儘早接觸科學： 

 6．交流、協作和合作 

科技教育之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具備良好的科技素
養、創造力、問題解決及批判思考能力。 

      教師喜歡教，教得有效得心應手；  
      學生喜歡學，學到創意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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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當如何教？ 
1.STEM融合活動的教學及美國台灣香
港實例 

2.非STEM學科如文史科目如何實施 

3.專題活動&研究如何實施 

二、學生又當如何學？ 
1.老師的角色與態度 

2.學生如何學習STEM 

三、成功教與學的DNA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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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TEM教育的困境與突破 

 

 

1.傳統過分強調分科教學，學生往往僅獲得片段
知識，對於統整和應變能力明顯不足。 

2.教師負擔與STEM素養 

教師的合作模式就必須進行改變，以教師專業社
群進行跨學科的合作，甚至是跨校進行策略聯盟
，以網路雲端空間或網路社群為平臺，開啟各科
教師間的專業對話，並嘗試以stem的概念進行
整合，制定大主題方向的教學計畫，讓學生在理
論與操作面都能夠兼具，動手做出自己的成果，
以實際運作的方式驗證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 

3.經費設備學校課時 

4 .本次的講座共有將近千名各學校經過問卷調查
發現的困境詳如附表 

 

 

file:///F:/00陳龍安創造力檔案20120９.ppt#1. PowerPoint 簡報
file:///F:/訓練/創造思考教學/0創造思考教學首頁1.ppt#2. PowerPoint 簡報
file:///F:/訓練/創造思考教學/STEM教育/00STEM教育首頁.ppt
00STEM教育首頁.ppt


 
陳龍安2016STEM教育與創意思
維教學的實踐教師講座  

 

二、STEM創意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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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推動STEM 教育有哪些建議？ 

 1.強化綜合和應用能力 

2.推行STEM 教育學習活動的模式 

模式一 

建基於一個學習領域課題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綜
合其他學習領域相關的學習元素。 

模式二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綜合不同學習領域的相關學
習元素。 

3.教師協作和社區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推動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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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TEM創意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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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STEM 教育有哪些策略？ 

六個建議策略如下: 

(1) 更新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 

(2) 增潤學生學習活動； 

(3) 提供學與教資源； 

(4) 加強學校與教師的專業發展； 

(5) 強化與社區夥伴的協作；及 

(6) 進行檢視及分享良好示例。 

資料來源: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推動STEM 教育—發揮創意
潛能》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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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當前配套如何能為STEM教學
導引創意潛能？ 

 

一､把握推動STEM 教育的主
導原則 

二、擁有創意的金鑰 
三、學校與家庭教育的配合 
四、教育主管機構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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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推動STEM 教育的主導原則 
1. 以學生為中心安排與 STEM 相關的學習活動， 

2. 提供與 STEM 相關的學習機會，包括課堂以外的
學習 

3.考慮到學生的興趣和需要、教師的意見，以及與
社區持份者的夥伴關係，就不同目的、意見和興趣
取得平衡 

4. 建基於學校現有的經驗和其他的有利因素現有優
勢推動 STEM 教育 

5. 推動 STEM 教育是一個持續和不斷改進的過程。 

 資料來源: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推動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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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擁有創意的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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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與家庭教育的配合 

 
充分運用社會資源 

親師溝通 

家長的協助與配合 

親職教育的加強 

父母與孩子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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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主管機構的配套措施 
       如何推動教師創意專業與專業體制發展 

(一) 科技領域的課綱擬定能和其他領域相搭配 

(二)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進行跨領域的科際整合 

(三) 以學習者為中心，擴充及研擬各種教材 

(四) 成立以STEM 教育輔導團結合專家及優秀的
實務工作者定期到各校輔導 

(五) 創立STEM 教育專屬網站 

(六) 系列STEM 教育研習活動 

(七) 組成創意團隊 

(八) 校本的教師成長:走出去 請進來 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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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協力，持續推動STEM 教育 
(課程發展議會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推動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概覽) 

1.中小學推動STEM 教育的重點在於發揮學生的創意潛
能，讓他們能應對現今世界的挑戰。學校推行STEM 

教育應在科學、科技和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有持續的發
展，這亦是學校課程持續更新的一部分。 

2.學校在推動STEM 教育時，可透過整體的規劃，配合
校情採取恰當的措施，以滿足學生的興趣和需要。 

3.我們期望透過適切的學校策略，以及教師、學校和
社區夥伴的共同努力，使推動STEM 教育的宗旨和目
標能有效地落實，以助學生掌握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
重要技能與素質。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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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講座簡介及叢書 

           2.參考網站 

           3.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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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國民中小學教師、組長、教務主任、香港創新學習學會名譽會長、中國
全國學習科學研究會名譽會長、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創造力教育顧問、香港
政府創造力顧問、中國中科院心理所資優教育組顧問、中國超常人才委員會
高級顧問、香港學友會顧問、香港創意教師協會榮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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