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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E M  &  S T E A M 可憑兩個角度作演繹

一是作為一個純意念，借題發揮用在教學上，有點
將Problem‐Base Learning 与Design‐Base Learning 結合
於教學的性質。其中尤以工程与科技的實際內容，
則不太著重，或只作為一個引子之用。

另一演繹是真心期望學生，能明白包括工程与科技，
甚至是美學也涵蓋在內的知識面，從中建立一個更

現實宏觀的視野，並推而廣之，應用到有利社會人
群的發展上，作為生涯建設的一個思維裝備。



推行 S T E M  &  S T E A M 的意念
其工作目標應放在那裏？

我的看法會是：

1. 從一個通達的層面，解述什麼是 S T E M  &  S T E A M 
內裏的基本元素。

2. 展現科學、技術、工程与數理，再加入以博雅為本
的美學，与現實生活的意義和關連。

3. 構思一些具現實啓發的情境或例案，以對 S T E M  &  
S T E A M 的意義和關連，作解讀和發揮。

4. 藉著相關議題打開學生的視野，跳離狹窄的課室
小天地。

5. 利用 S T E M  &  S T E A M 的意念，引導學生學習、
觀察和欣賞人世間各種真貌和美善。



為什麼需要明白 STEM & STEAM 与現實生活
的意義和關連？

因為在一個現實有意義的現代社會裏，
生活其中重要的一些內容，就是由這些
元素所組成。不明暸其意義，不易建構
一個有內涵又充實的人生，更遑論去服務
和建設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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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 S T E M  &  S T E A M 的一些基本解說

Science 任何對物理世界/人文現象的組成、運作、機制
及關係的研究与解述。

Technology 各種能運用現有知識技術，並能放之實際應用
而解決不同人生需要的技能，通常是科學与工
程結合後的成果

Engineering 一套為實踐精密的工作目標而制訂的執行方案，

其中包含一個可行經辨証而成的計劃、子細的
執行方法和計算、有效的工作流程、計劃的監
控、調校与修正，及成效的核實等辦事方式。

Arts 能反映、顯現人世事理真貌的任何作為，
或回應人本能呼喚的行為和創作。

Mathematics 用語文以外的方式，解說或推算事理的真象，
並協助從中找尋一些深埋的意義与關係。



略述 S T E M  &  S T E A M 的一些基本分類

Science 物理性、人文 (如社會學)、應用性(如管理學)。

Technology 建設、生產；及

處理、運作与應用性質的技術

Engineering*機械、土木、建造、電機、電子、資訊、環
境、製造及工業、航空、物流及運輸 ….

Arts 視藝、演藝、文藝、音律、創作、工藝、行為
藝術，或利用不同媒體作表達的作為。

Mathematic 虛擬性、模擬性、解說性、運算性 ….

* 工程師的法律地位/定義

一些不易單一分類的例案，如建築學 (architecture) 、
組織管理學、商品/市場美學、國際政治、軍事科學
(military science)、生物醫學、宗教玄學 ….



在推行 S T E M  &  S T E A M 的教學時老師值得關注
的地方

• 客觀地為 S T E M  &  S T E A M 作自己的思考，並明瞭
其中的意義。

• 勿迷信範本。留意，絕大多數範本資料的制作者都

是普通老師，他們不易對工程及科技這關鍵的議題有
深層的理解，更不易掌握這些艱深的話題對社會的互
為關係，因此對話題的演繹或教學活動，易流於咬
不入正題的「行貨」。結論是：多作 outreach，
聯系/邀請有實際工作經驗的相關工作者投入協助。

• 最好作為一份自己的興趣，將 S T E M  &  S T E A M 發
展成為自己的一項專長，寓工作於娛樂於教學中。

• S T E M  &  S T E A M 的意念，原意著重其宏觀与通達，
過份謹小慎微是違反其精神的，發揮不到踏實的果
效。結論是：多開拓創新，不懼立異，用心邊做邊
作微調修正。



在 S T E M  &  S T E A M 的範圍內，老師最缺少
認識的應是工程与科技。

因此我特別利用以下的章節，用簡圖對工程
与科技作多點演繹。



從如何豎起一枝重近100噸的石柱，講解一下 Technology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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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進一間原始的房屋結構







建設大小有別，難度与複雜差異也更大

一間小磚屋

一間多層大屋，
也是用磚建造的。



從建築技術的發展，
人類建築了美麗的建築物。



由技術發展成工藝，發展成華美的建築。



大座特大型高樓的建造過程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建造細節



從建築物到室內環境設計



建造細小的船



建造大型的船隻
是另一回事





香港遊輪碼頭



建造遊輪碼頭的過程



建造遊輪碼頭的技術



星加坡遊輪碼頭



星加坡遊輪碼頭



上海遊輪碼頭



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遊輪碼頭



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遊輪碼頭



威尼斯遊輪碼頭

遊輪是旅遊，是經濟，還內藏
一定的科技和管理學問。



什麼是原始科技



原始科技和
現代科技的過渡





進入現代科技的年代





從以上的一些實案介紹，可見科技隨
時間而發展，成為人類現實生活的

一環，亦隨著時代而快速適應和演化，
為人類帶來方便，提昇了人類的生活。

這些由科技而來的成果，無庸置疑，
也帶著一定的美。



再談一下工程技術的應用

工程技術最終能做到的其實是建設，為人類而服務的
建設。例如：

• 建築一間樓房

• 建立一個家庭

• 建造一些有用途的用品或機器

• 建造一座工廠及內裏可以生產的整條生產線

• 建設一個城市

• 建設一個國家

• 建立一套体制

• 建立一套良好的行事方式及價值觀

• 建立一個有根基的文明

• 任何帶來正面改變的事物



其實任何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話題，只要加入小許靈動開
放的心，不難找到很多切合 STEM 及 STEAM 的發揮。
例如：

從行百貨公司你可聯想到什麼？

• 找到並購買自己喜愛/需要的物件或服務

• 嘆冷氣

• 行公司是件賞心悅目的事

• 欣賞時裝飾物

• 商品銷情走勢

• 櫥窗裝飾設計

• 室內設計

• 商場特色

• 區域性特色

• 社會時下經濟環境

• 國際視野

• 其他思考



• 找到並購買自己喜愛/需要的物件或服務 A
• 嘆冷氣 S
• 行公司是件賞心悅目的事 A
• 欣賞時裝飾物 A
• 商品銷情走勢 M*
• 櫥窗裝飾設計 T、A
• 室內設計 T、A
• 商場特色 M
• 區域性特色 M
• 社會時下經濟環境 T、M
• 國際視野 T、M
• 其他思考 STEAM

* 經濟粗略可歸入Mathematics 內

這些聯想与STEAM的關聯是：



學生活動的另一舉例：網上博物館/紀念館遊。
精彩之處：你會想到遊那類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玩具博物館

科技博物館

地球博物館

火車博物館

戰事博物館

工藝博物館

時裝博物館

玻璃博物館

你還想到那些博物館呢？

理想的博物館有那些共通特徵？



你們也找到一些類似看不起
眼的話題嗎？試提出來，
讓大家也發掘一下內裏可供
發揮的聯想空間吧。



最後，也談談大家對自我
發展的理解、定義或實踐。



什麼可算是自我發展？

自我發展有什麼方式？

老師在百忙中，有否可能為自己發展
出一些有別於他人的能耐或專長，
最終對自己、教學，甚至是教育界
作出一點貢獻？

如何找尋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



什麼可算是自我發展？

任何可以使自己透過某些行為或工
作，持續而長遠地，建立起一些新
的知識、技能、經驗、能耐，甚至
是視野和眼界，是自己以往沒有、
或認識程度不足的。

這些發展長遠而言，在過程中還可
以為自己建設一些切實可行，可以
長久地推動工作的一些架構、平台
或人脈關系等，使發展成果可發揮
更大的作用以至是貢獻。



自我發展有什麼方式？

自我發展最小有三大類，包括：

1. 純以個人興趣為出發

2. 有較嚴肅的學習目標為主導

3. 較散漫但仍有一定方向目標的發展

4. 因機緣巧合而衍生的一些成果



回到自我發展的方式/類別

1. 純以個人興趣為出發 – 嗜好、興
趣科目發展(文藝、美術工藝、歷史
、天文、生活通識 … )、喜好的工
作或活動、服務或參與 …..

2. 有較嚴肅的學習目標為主導 – 深
造課程、短期課程、專題學習或研
究、焦點性考察 …..

3. 較散漫但仍有一定方向的發展方式
– 專題旅游、大量工餘閱讀、 廣
泛而專注對事物的涉獵與吸收 …..



自我發展為老師帶來的好處

• 臨高望遠、使視野開濶

• 使人變得更有深度(厚德載物)

• 擴大知識的領域，做到能將知識综合成

為務實的經驗的果效。

• 易於獲取被認同與尊重

• 作出有用的貢獻

• 找到自我滿足



成功的自我發展的最佳條件與共通性

1. 帶著明顯的熱誠與投入

2. 工作者大都帶著積極正向的心懷。

3. 以興趣為主、功利次之

4. 專注與持續

5. 通常會獨立行事（當然會加入適當群組）

6. 未必直接用到日常教學上，但會誘使人變得更
積極進取。

7. 有具體的工作成果 （output）

8. 通常會帶來相生相伴的新發展成果
（如醉心於遊歷，會加深地理認識）

9. 有一定的應用實踐機會

10.工作與成果有明顯的持續與增廣



老師在百忙中，有否可能為自己發展出一
些有別於他人的能耐或專長， 最終對自己、
教學，甚至是教育界 作出一點貢獻？

為何不能？

只是萬事起頭難，最難是踏出第一步。

第二是時間分配與管理，過程中難免在時
間、生活與體力上有所犧牲。

用熱心去尋找興趣，投入後自然事事趣味
欣然。

發展出成果那份滿足是豐實的回報，構成
一份强大的推動力。

欠缺毅力、進取心者免問



自我發展有什麼大忌？

• 只講不做

• 浮淺地只做一次半次，沒有任何
持續。

• 只求夠數，完事便算

• 不夠深入、不夠客觀、不能作廣
博的思考，以串聯曾涉獵的知認
與觀念。

• 太多借口，最終還是好逸惡勞之
人性弱點把人制約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