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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課程
序言

小孩子總愛拼積木、砌模型，愛用積木

拼出天馬行空的構思，也愛依着藍圖，將

模型車、船、機器人等一一重現。

本校的STEM教育已發展多年，在累積

了一定的基礎下，遂於本年度將STEM教育

推展得更深、更廣，除了結合跨學科的元

素外，也邁開了STEAM的腳步，讓同學們

在輕鬆有趣的課堂氣氛下，綜合運用不同

的學科知識，學習客觀的觀察、推論及改

良方法。同學們的報告及製成品可能仍需

啄磨，但他們在共通能力上的提升，倒已

達致老師的期望。

剛過去的學年，有同學們因編程計步器

算出自己步數不足而決定多做運動，有同

學們因製作水晶燈飾而養成了生活中「走

塑」的習慣，有同學們透過排放洪水的實

驗而對STEM職業多了興趣⋯⋯不一而足，

老師樂見他們將STEM與生活結合，在日常

生活中處處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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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四年級數學、常識及電腦科老師組成STEM教育學習圈，為學生建構一個跨學科的

STEM學習體驗。

1. 認識低碳健康飲食原則。

2. 在生活中應用健康知識。

3. 提升共通能力。

1. 常識科「低碳健康飲食」專題研習為骨幹，指導學生查找有關食物卡路里、營養標籤等知

識，再動手做實驗，測試飲品含糖量。

2. 數學科以「量度（克）」課題配合，從度量單位的課題上切入，使學生對研習數據有更客

觀的概念。

3. 學生在電腦科學習到Micro:bit編程技巧後，便運用編程知識設計Micro:bit計步器，檢視

自己在日常步行中所消耗的卡路里。

4. 配合主題必讀書，讓學生自主閱讀，豐富知識。

5. 參觀大埔綠匯學苑，多角度認識低碳健康生活的知識。

1. 學生對低碳健康飲食有更全面的認識。

2. 更願意在生活中實踐健康生活。

3. 學生的共通能力有所提升。

跨學科STEM教育

低碳健康飲食

數常電跨科協作流程

★ 目標 ★

★ 學習內容 ★

★ 成效 ★

常識：

˙研究背景與目的

˙營養標簽知多點

˙飲食健康問題

數學：

˙探究量度

   單位（克）

常識：

˙商業飲品含糖

   測試實驗

電腦∕常識：

˙Micro:bit計步器

˙編程及製作

常識：

˙綠在家中

   健康計劃

主題閱讀：

˙《食物營養速查事典》

   《和機器王的飲食之旅》

   《吃出好味道》

戶外參觀：

˙大埔綠匯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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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主題

閱讀

數學
課堂

學生邊閱讀邊做筆記

學生閱讀主題圖書後向同學匯報

學生自主閱讀，豐富知識

學生在數學課堂上對重量單位作估算 學生仔細閱讀飲料上
的糖有多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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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參觀

常識

課堂

學生參觀大埔綠匯學苑並製作健康素食，配合跨學科專題研習的內容。

學生進行飲料含糖量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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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課堂

學生戴上製成的Micro:bit計步器後，便立即測試自己的步數。

學生學習了編程知識後，在常識課堂製作Micro:bit計步器

電腦課

知識應用
學生設計的

Micro:bit計
步器

學生在電腦課
堂上學習Mi

cro:bit編程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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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STEAM教育

環保再生燈飾課程
五年級同學參與環保再生燈飾，課程為期六個

月，以視藝科為主軸，並涵蓋常識科及數學科的

知識。

★ 目標 ★ 

1. 學生探索塑膠升級再造的可能性，明白環保對整個

   世界的重要。

2. 建立社交技巧及合作學習的習慣。

3. 增強對研究的興趣、培養自主學習及解難的能力。

4. 學懂欣賞身邊的人和事。

課程開始前三個月，全校學生乾淨回收水樽，喚起全校的環保回收意識。

五年級學生應用視覺藝術、常識及數學科所學的知識進行跨學科學習，由理論

知識、產品設計以至製作，學生也以小組形式進行。

理論課程：認識燈的結構及閉合電路的原理（視覺藝術及常識科）

產品設計：研習水樽的特性，再製成不同的元件。（視覺藝術科）

產品製作：運用計算技巧量度元件的所需數量及研究元件特性。（數學科）

過程中每一位組員均需參與燈飾的組裝、測試及改良。

★ 學習內容 ★ 

★ 成效 ★ 

1. 學生對環保課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2. 對生活中的環保實踐有更深刻的反思。

3. 學生的協作、溝通及創造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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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把飲料瓶分類，研習當中的顏色、軟硬、厚薄等。

同學把飲料瓶分類及製作成所需的元件。

同學依照燈飾理論，畫出結構草圖（包括：重覆結構、水晶燈結構、幾何結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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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元件的過程中同學表現得一絲不苟。

同學手拿完成的
燈飾，成功感溢

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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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同學手拿完成的燈飾大合照。

視藝室掛上同學的燈飾作品後變得光彩奪目

同學手拿完
成的燈飾，

向同學匯報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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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合作，在六年級開展「學校—STEM專業人士合

作」的研究計劃，以寓教於研的模式，設計了一系列有關渠務工程師的課堂活動，豐富了學

校推動STEM教育的資源及經驗。

1. 研究教師STEM觀念的變化及學生對STEM學習態度的改變。

2. 提升學生對STEM職業的認識，並將STEM知識聯繫學生的生活經驗。

3. 增強學生的溝通、協作及解難的能力。

1. 以電子學習的模式，初步認識渠務工程師的工作。

2. 製作微型蓄洪池模型，了解蓄洪池的原理。

3. 透過操作蓄洪池模型的實驗，模擬洪水氾濫時，渠務工程師如何有效而安全地洩洪。

4. 運用編程知識，設計Micro:bit模擬洪水警報器。 

1. 無論教師或學生的STEM觀念或學習態度均有正面的改變。

2. 學生對渠務工程師的工作多了認識，提升了自身對生活中STEM應用的敏感度。

3. 學生的溝通、協作及解難等共通能力得以提升。

STEM教育

渠務工程師

★ 目標 ★ 

★ 學習內容 ★ 

★ 成效 ★ 

學生經過一番討論及改良，決定了排水位的最合適高度後，便製作微型蓄洪池模型。

學生以平板
電腦認識渠

務

工程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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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邊計算洪水
排放量，一邊思考

影響排水量的因素
。

學生以這些蓄
洪池模型計算

洪水排放量。

學生充當渠務工程師，模擬雨季洩洪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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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用Micro:bit編程知識，設計洪水警報器，模擬洪水升至警戒線時發出警報的情形。

學生需記錄時間、水量、水位，明白到數理運用在STEM
職業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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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Micro:bit的濕度感知器放入水中，發出響聲便代表編程成功。

學生的洪水警報器模擬應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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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發明家
學校從人才庫中挑選具潛質的學生，參加「小小發明家」拔尖課

程。課程能激發學生創意，讓學生按環保主題，針對日常生活需要，設
計簡易發明品。過程中，一個又一個有趣及具挑戰性的任務，刺激學生
思維。學生透過不斷製作及嘗試，培育解決問題能力。在整個學年的
「動手」及「動腦」下，學生綜合應用不同的知識與技能，最終製成了
「環保捕蚊器」及「環保電掣」，其中「環保電掣」成功入圍Hong Kong 

Polyu Product Makeathon，學生在理工大學向社會人
士講解發明品的創作理念及功能，獲得不俗回響。

學生在理工大學向社會人士講解發明品

學生正製作環保捕蚊器

的底座

學生聚精會神地進行測試

學生製作的環保電掣，具有人體傳感器、溫濕度傳感器等，以節約能源，減少耗電。

學生調配吸引蚊子的環保

油，以製作環保捕蚊器。

校長及導師到理工大學支持學生的

發明品發佈會

為了解決生活所需，學生製作發明品。
環保捕蚊器運用家居產生

的廢油取代化石燃料來製

造 二 氧 化 碳 ， 以 誘 捕 蚊

子，比化石燃料更環保。

不同模型需運用不同的力學原理

學生製作旋轉木馬模型

學生需思考運用合適的組件

製作前學生需與組員研究設計圖

學生製作天平模型

部份高級模型更可配合Micro:bit編程

科技工程師
常識科配合學校課外活動，運用「慧魚工程積木」(Fischertechnik)，

提升學生的創意及解難能力，使有潛質的學生成為科技工程師。積木組

件需運用不同的力學原理，學生分組討論後，再測試、實踐與改良自己

的製作，砌出各式各樣常見生活用品的模型，並在過程中學習齒輪、滑

輪、槓桿、斜面等機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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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界將軍澳厚德邨第二期
電話：2701 2886
傳真：2706 0884
電郵：tkogps@edb.gov.hk
學校網頁：http://www.tkog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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