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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立體打印
建立跨學科協作的學與教文化

小組教師對科技教育充滿熱誠，能緊貼科技的
發展，不斷更新及豐富他們的教學。小組教師着重

▲ 黃老師透過講解和提問，比較手作曲奇餅與食材打印機製作曲奇
餅的差異。

跨學科學習的課程體驗，在2014年起推行了一個立
體打印的教育項目，規劃「從傳統手繪到立體電腦

心。小組教師適切地引入校外不同類型的培訓資

繪圖的跨學科協作教案」，將設計與科技科，家政

源，為學生提供了機械人編程、影視錄像、無人機

科及電腦科連貫起來。小組教師着重學生先學習繪

拍攝、三維動畫製作、流動應用程式設計等課程，

畫平面圖，以掌握設計概念，再以3D打印製作成為

均衡發展學生的科技潛能。

實物，課程設計配合中央課程的期望，理論與實踐

小組教師透過校務會議和教師發展日，與校內

並重，有特色和連貫性，有效把不同學科的知識及

同工分享科技教育的案例和成果，有效促進教師專

技能聯繫起來，成效不俗。小組教師更策劃延伸活

業發展。小組教師在地區內發展以立體打印和虛擬

動，例如舉辦義肢製作工作坊，讓學生了解立體打

實景為主題的教育項目，包括為同區學校的師生舉

印不單用來製作模型，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實際的用

辦工作坊，介紹立體打印和VR技術。小組教師更支

途。

援多間小學推行科技教育及STEM教學等。小組教師
小組教師與科學組及數學組合作舉辦STEM

WEEK，由設計與科技科和數學科在中一級合辦滑

的多份教學研究亦獲採納刊登於不同媒體上，為科
技教育作出不少貢獻。

翔機大賽，教授學生誤差的概念；家政科與化學科
引入分子料理課題，合辦了分子雪糕工作坊；資訊
科技科則與中文科合作以擴增實景(AR)技術製作閱
讀報告，學生可用手機掃描圖書以觀看同學分享讀
後感的影片。小組教師有效將科技融入不同科目之
中，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小組教師讓學
校其他教師看到跨科協作的協同效應，感染他們主
動提出合作項目，值得欣賞。
訪校觀課所見，教師有效利用簡單工具，協助
學生掌握抽象的概念，更善於引用日常生活的例

時裝舞台展才能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cymcac.edu.hk

聯絡方法

獲嘉許狀教師
吳偉廉老師
所屬學校

子，讓學生認識擴增實景的實際應用。教師透過講

聯絡人：梅志文老師

解和提問，引發學生思考，分析和比較手作曲奇餅

電

話：2641 9588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與食材打印機製作曲奇餅的差異。教師講解清晰流

傳

真：2641 9566

教學對象

電

郵：cmmui@cmmui.net

暢，有效運用模型和電子應用程式，讓學生掌握抽
象概念，課堂容量充足，學習成效不俗。
小組教師經常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科技學習活
動和比賽，大大提升他們對科技學習的興趣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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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自信心

中一至中六
科技與生活科

教學理念
深信「只要有愛，沒有教不
好的學生」，每個學生都有
未開發的潛能，教師只要藉
着適當的引導和有效的教學
策略，從心出發，必能令學
生發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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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分 享
教 師 專 訪

我深信每個學生都存在無限的可能性，教師只
要適當地引導，便可以讓學生擁有引以自豪的發亮

在群育學校任教二十年的吳偉廉老

點。

師，深明「沒有問題學生，只有學生問

設計校本課程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題」的道理，認為只要有愛心和耐性，沒
有教不好的學生。吳老師希望學生透過時

我以中央課程為基礎，制訂校本科技與生活科

裝設計，提升自尊感及自學能力，從而改

課程，設計不同的學習單元，通過循序漸進及循迴

善情緒及行為問題，然後盡早返回主流

鞏固的教學方式，強化學生手（實踐）與腦（解

▲2014年帶領學生接受電台訪問

難）並用的能力。課程亦加入職向性元素，以助學

資料，又利用不同的媒體或形式匯報成果，最後對

生探索個人發展方向，照顧學生的多樣性。為了增

整個研習作出反思和總結。為了方便學生進行專題

進學生對時裝設計及相關行業的認識，我為學生安

研習，我創建了兩個電子學習平台：www.時裝設

學校就讀。

▲ 2014年吳老師帶領學生參加中華色彩服飾
時裝設計比賽，學生取得冠軍及亞軍。

參與比賽提升自尊感
數年前，吳老師提議學校

師仍然會讓他們盡情發揮，幫助他們將意

排多元化的考察活動。我會帶領學生到深水埗布料

計.org 及 www.科技與生活.com，除了供學生使用

舉辦禁毒時裝設計比賽，讓學

念變成實物，吳老師舉例說：「有一個學

市場，及於每季度帶領學生到中環服裝店瞭解不同

外，亦開放給科技與生活科、時裝設計科及家政科

生有機會統籌大型比賽活動，

生想為空姐制服背面裝上餐牌，可以邊行

品牌服裝的特色，及讓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認識紡織

的教師瀏覽。

藉此發揮各項才能，他表示：

邊讓乘客看到，我覺得很有創意，便跟他

及製衣業，從中獲得靈感，完成自己的時裝設計作

「透過禁毒時裝設計比賽，一

一起研究，想到可在制服背後裝上LED展

品。此外，我每年亦帶領學生進行廣東省製衣及科

方面向青少年宣揚積極、正面

示器，顯示出飲品和食物的圖像。又曾有

技產業之旅，讓他們走出香港，認識廣東省的科研

的人生態度，拒絕毒品，另一

學生想用汽水蓋或紙皮石等物料做時裝，

設備、發展和機遇，以擴闊他們的眼界。

方面更希望這個比賽能夠成為

我都會陪伴他們一同嘗試。」

為了配合STEM教育的發展，我聯合本校科技
與生活科、設計與應用科技、視覺藝術科、數學科
和綜合科學科，設計多個跨學科的STEM教材，以

吳老師說不一定要學生成為時裝設計

透過生活化的專題研習 提升學習興趣

師，而是要讓他們有發亮發光的機會，

為了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及培養他們的共通能

的能力。我在「學與教博覽 2017」中舉行了名為

老師亦經常帶領學生參加不同的時裝設計比賽，讓

從而肯定自己的價值，「記得三年前我帶幾位學生

力，我製作了多套教材，並適時更新有關的資料，

「STEM 助你發揮創意潛能，披上STEM的衣裳」的

學生從做中學習，他們亦不時獲獎，「有了成功經

參加中華時裝設計比賽，一位學生想以粗鐵線及鐵

確保內容生活化及有新鮮感。我應用網絡平台於專

公開示範課，向同工展示其中一套最具特色的STEM

歷，他們就能肯定自己的價值，從而改變他們的行

圈為裙子造出不會變形的誇張皺摺，他花了很多時

題研習的學與教，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學生運用

教材。課堂上學生需分組為一個舞會設計和製作藏

為，並改善跟家人的關係，繼續追尋人生方向。」

間嘗試不同鐵線，並逐一把鐵線穿入裙子裏，我陪

其處理資訊的能力，包括搜集、選取、分析和整合

有穿戴式電路的晚裝，由設計電路草圖、進行LED

學生的學習平台，發揮自己的

▲ 2018年學生參加未來工作服時裝設計
比賽，奪得冠軍及最具創意獎。

才能，從而提升自尊感。」吳

幫助學生將創意變成實物
儘管學生的創意有時會過於天馬行空，但吳老

▲

▲校本STEM課程：
穿戴式科技電路設計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發展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

伴他一同製作，雖然大家十隻手指頭的皮都破了，

燈接駁和實驗，確保舞會上男女主角一拖手便可形

但他沒有放棄，依然堅持下去，結果用了三個月時

成完整電路，令晚裝上的LED燈亮起，藉以訓練學

間，完成了非常漂亮的作品。」

生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

善用資訊科技優化教學

籌辦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發展各項才能

吳老師花了十年時間製作兩個自學平台，提供

我帶領學生組織籌備小組，籌辦了六屆的時裝

關於時裝設計科的資訊及學習內容，包括筆記、短

設計比賽。儘管本校並沒有派出任何參賽隊伍，但

片、簡報、遊戲等，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此

是學生通過籌劃大型時裝設計活動，負責音響、燈

外，學生利用網絡探究做專題研習，對學習有更大

光、司儀、接待和餐飲等統籌和策劃的工作，獲得

的興趣。吳老師利用網絡探究設計了一個STEM教

相關的經驗和訓練，為日後從事時裝設計及相關的

材，教授穿戴式科技電路設計，吳老師說：「學生
要為舞會上一對情侶設計情侶裝，只要男士拖着女

▲ www.科技與生活.com

難得的學習機會。我會挑選一些說話能力比較弱的
們，激發他們的進取心，進而為自己的成功

www.時裝設計.org

▲

助推動STEM教育。」

職業做準備。為了讓學生體會到每個崗位都是一次
學生去擔任司儀，從體驗中學習，並不斷鼓勵他

朋友的手，她的衣服便會亮燈，學生都覺得此習作
很有趣。此研習還貫串了不同科目的學習元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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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跨學科的STEM教材

演出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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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卓越之處

透過時裝設計課程
提升學生創意和自信

吳偉廉老師是一位明白學生困難的教師，他關
懷和尊重學生的獨特性，肯定和重視學生的潛能和

專業能力範疇

▲ 吳老師安排學生按能力分組進行專題研習，營造有趣的學習情境。

成就。吳老師透過時裝設計課程，建立學生自信心
和能力，迎接未來的挑戰。吳老師於科技與生活科

宣傳刋物、設計場地、髮型和化妝、燈光、攝影等

加入職向性元素，強化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及引導

工作中獲得成功感，不單擴闊了學生的眼界，也提

他們作生涯規劃，成功令一些迷失的學生重拾學習

升他們的自信心和自我管理能力。吳老師每年帶領

興趣，跨越困難。吳老師深得學生愛戴，是位積極

學生參與廣東省製衣及科技產業之旅，讓學生認識

能幹的好老師。

廣東省的製衣業及創新的科研設備，瞭解內地文化

吳老師努力為科技與生活科製作教學資源和校

創意產業的發展和機遇，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本教材，多年前已積極為業界建立多個電子學習平

吳老師勇於承擔重任，推動教師積極面對變

台，並開放給科技與生活科、時裝設計科、家政科

革，促進校內協作和分享文化，建立共同願景。吳

的老師及學生使用。吳老師多年前透過網絡探究平

老師經常走訪不同學校，擔任友校時裝設計比賽的

台，設計多個專題研習，包括策劃有意義的任務、

評判，並應邀擔任分享嘉賓和舉辦公開課，與業界

動手動腦的製作過程、仔細的評估準則和總結等豐

同工交流教學經驗，專業精神可嘉。

富的學習內容，讓學生建構及聯繫知識、概念和技
吳老師近年更積極推動科學教育、科技教育及數學
網絡探究平台，製作「穿戴式科技電路設計」的專
題研習教材，讓學生建構及聯繫跨學習領域的知
識、概念和技能，設計和製作藏有LED燈的舞會服
裝，值得同工參考。
從觀課所見，吳老師安排學生以異質分組進行
專題研習，為一位熟悉的明星設計婚紗草圖，能營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sbchcsms.edu.hk

聯絡方法

造有趣的學習情境，讓學生進行創作。吳老師具優

聯絡人：吳偉廉老師

良的專業知識，富責任感，了解每一位學生的背景

電

話：2779 4016

傳

真：2778 1354

電

郵：ngwailim007@gmail.com

和學習能力，對學生抱有適切的期望，並適時運用
影片和聲效等電子媒介，提升學生專注力，努力照
顧學習差異，引發學生投入學習。

‧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設計多元化的校本課程，達到科技教育學習領域的學
習目標。
‧聯繫科技教育及/或跨學習領域的知識、概念和技能，並推動 STEM 教育。
‧靈活使用電子學習模式和運用資訊科技推動互動學習。
‧緊貼科技的發展，在新科技探索的技巧和態度上作學生的榜樣。
‧認真教學，富責任感，尊重學生的獨特性，肯定和重視學生的潛能和成就。
‧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堅持落實由學生主導的「自主學習」模式。
‧善用各種評估模式和工具，將評估融入學習過程之中。
‧積極反思和改善教學實踐。

培育學生範疇
‧協助學生掌握日新月異的科技知識，與時並進。
‧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活動和比賽，以發揮他們的潛能及開拓他們的視野。
‧引發學生對科技學習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為大眾福祉解決問題。
‧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難的能力。
‧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關心科技的使用給人類及環境所帶來的正面
和負面影響。
‧培養學生注意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習慣，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財務素養。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能，繼而作出反思，構思良佳。為推動STEM教育，
教育三個學習領域的教師之間的協作。吳老師透過

科技教育學習領域

‧積極參與校內、外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建立學習社群。
‧製作可作事例的教材，積極參與教育研究以試行教學實踐。
‧與相關學者交流分享，增強跨校之間的合作，促進專業交流。
‧以身作則，樹立榜樣，推動教師積極面對變革，建立持續進步的文化。

學校發展範疇
‧促進校內教師的協作文化，互相分享教學示例和經驗。
‧推動跨科協作的 STEM 教育活動，發揮教師團隊的潛能。
‧利用科技教學研發的意念、產品和系統，協助學校持續發展。
‧善用校外資源，與專業機構和大專院校交流合作。

吳老師帶領學生籌辦了六屆禁毒時裝設計比
賽，邀請全港中學學生參加。時裝設計比賽提供了
一個不可多得的平台讓學生發展才能，學生從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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