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M」服務學習項目示範教案  
 
課程概述 「STEM 服務學習」以弱勢小學生為服務對象，透過教導小學生 STEM 知

識，並根據主題，共同討論、構思及製造一件相關成品，例如：機械人、機

械車、太陽能車、夾公仔機、無人機等等，讓中學生能鞏固個人 STEM 知

識，提升團隊溝通協作能力，展現關愛、服務的精神，了解香港社區的不同

層面。「STEM 服務學習」亦提供機會讓缺乏學習資源的弱勢小學生學習

STEM 知識，透過運用知識及低廉的成本，製造產品，讓學生發揮創意，增

加學習樂趣，亦可滿足個人或社區的實際需要，有助提升小學生的自信心及

學習動機。 
教學目標 學生能 

 
• 掌握及應用 STEM 知識，並能操作相關實驗或工具。 
• 明白科學、科技、社會和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加強綜合和運用不同

學科知識和技能的能力。 
• 了解現今科學及科技知識及應用對自己在學習、生活、生涯規劃上所

擔當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 了解現今科學及科技知識及應用在社會發展所擔當的角色及其重要

性。 
• 了解科學及科技知識及應用如何解決社會問題、迎合社會需要。 
• 積極思考如何應用科學及科技知識回應個人及社會需要。 
• 提升學生邏輯思維、明辨思考、創意思維、解難能力、溝通能力及團

隊協作。 
• 提升對科學及科技的興趣，提升科學素養及應用實踐的能力。 
• 理解及體會數碼鴻溝對弱勢學生在學習及生活上所面對的困難和挑

戰。 
• 了解弱勢學生及其所屬社區層面的情況，增加對社區的關注，關愛及

服務社區。 
• 反思個人在社區、以至整個社會所擔當的角色以及可以承擔的責任，

培養公民意識。 
• 透過教導弱勢學生，反思個人的學習態度。 
• 透過知識及低廉的成本，發揮創意，實踐所學，製造成品以滿足個人

或社區的實際需要，提升個人自信、學習動機，亦增加對社區的責任

感。 



   
 

   
 

學習元素 數學 
運算能力 
 
科學教育 
科學知識 
機械組裝 
 
科技教育 
資料科技 
編程 
人工智能 
手機程式設計 
機械組裝 
 

價值觀及態度 
尊重他人 
責任感 
承擔精神 
關愛 
 
共通能力 
溝通能力 
數學能力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思辨能力 
創造力 
解決問題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協作能力 

學習成果  「比賽」：製作完成後，舉辦「比賽」，讓同學可以比併所製造的成品，

一較高下，並頒發獎項/獎狀給勝出隊伍。可以邀請勝出隊伍解其成品的

特點，運用到的 STEM 知識等等，讓所有同學可以互相學習，鞏固 STEM
知識，亦增加同學公開演講的機會，提升個人自信。 
 
「成果分享及比賽」：製作完成後，讓每組中小學生一起介紹、示範所製

造的成品，並講解相關知識，讓所有同學可以互相學習。透過成果分享

會，亦訓練同學公開演講能力，提升個人自信。然後舉行「比賽」，讓同

學可以比併所製造的產品，一較高下，並頒發獎項/獎狀給勝出隊伍。 
 
(以上可以二選一，兩項的分別是成果分享讓全體小學生都有演講機會，

介紹自己的產品) 
 
「開放日展示」：所製作的成品，可於中學及小學開放日展示，並邀請參

與製作的同學於攤位向參觀人士講解及示範使用，有助向公眾人士推廣

STEM 的知識及應用，提升社會對 STEM 的興趣和關注。透過講解及示

範，進一步鞏固學生 STEM 知識，提升個人自信及滿足感，大大增加學習

動機。 
 
「短片」：同學為所製作的產品拍攝一段短片，講解相關知識，示範製作

及使用方法，上載到學校網頁，供公眾人士瀏覽，善用科技及網絡，推廣

STEM 知識，亦貫徹善用資訊科技的學習目標。 
 
意義 STEM 教育 

STEM 代表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

(Mathematics)。現代生活離不開科技，全球社會亦因急速的科學、科技發

展帶來急劇的轉變。STEM 更是全球的教育趨勢，以裝備學生應對未來科

學、科技發展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隨著科技的進步，學習及應用 STEM 的資源、程式、設備越來越普及和方便

使用，有利學生發揮想像及創意，留意日常學習、生活所需，結合及運用

不同學科知識和技能，親手製造出產品，提升學習成效及生活質素，有助

培養學生多留意身邊事物，提升觀察力及觸覺，培養對世界的好奇心，亦

對學科知識靈活思考運用，真正做到融會貫通、學以致用。讓學習不再流

於課本上的理論、應試所需，枯燥乏味，而是能實際運用到日常生活之

中，增添學習的趣味及實用性。而當中的滿足感和成功感，回饋到學生的

日常學習之中，提升對科學、科技學習的興趣，積極思考如何綜合不同學

科知識及技能，培養思辨能力及創意思維，學生更加主動及積極學習，有

助提升學術成績。 
 
STEM 教育亦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scientific literacy)，學生能夠理解科學概

念，掌握科學研究過程和方法，培養邏輯思辨能力，加強科學思維，靈活

運用知識及技能，結合生活，發揮創意，實踐所學，提升生活品質，回應

社區需要，帶動社會發展，迎合世界發展趨勢及潮流。學生從過程中了解

到 STEM 在現今世界學習及生活上擔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理解科學、科技

應用的重要性，以及對自己將來事業發展的影響，擴闊視野，思考個人未

來發展的方向，明白到持續學習、與時並進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STEM 教育的差距擴大了學童之間的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來

自基層的弱勢兒童欠缺相應學習環境以有趣生動的模式學習科學和科技，

減低了弱勢兒童對學習科學和科技的興趣， 以及應用科技的機會和訓練，

以至日後難以跟上科技的應用，影響將來職場工作、事業事展的機會，妨

礙社會流動、擺脫貧困。弱勢兒童亦缺乏數碼及網絡資訊，限制了他們的

視野和識見，大大影響將來發展。因此，藉著 STEM 服務學習，將 STEM 的

知識以創新有趣的模式介紹給弱勢兒童，體驗學習 STEM 的趣味，亦了解

STEM 的應用如何改善生活，擴闊視野，令學童能持續學習 STEM 相關知識

應用。 
 
 
對中學生的意義 
一、學術方面：參與服務的中學生需要學習並掌握 STEM 的知識和技術，透

過製作產品，實踐所學，提升滿足感及成就感。學生從過程中了解到 STEM
在現今世界學習及生活上擔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理解學習科學和科技應

用的重要，以及對自己將來事業發展的影響，提升學習動機，擴闊視野，

思考個人未來發展的方向。 
 
二、人際溝通方面：中學生需與自己的組員溝通協作，同組同學來自不同

學科背景，數理較強的同學協助較弱的同學理解 STEM 知識，語文能力較高

的同學協助檢視所有教學材料文句內容，美術較佳的同學為排版提出意

見，各展所長，互補長短，互相學習，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另一方面，中學生需教導學童 STEM 知識，並與他們共同討論、設計及製造

一件產品。中學生需要學習怎樣與學童溝通，並能運用簡單的語言，或其



   
 

   
 

他教學技巧教導學童；討論製造甚麼產品時既需要尊重學童意見，又要循

循善誘避免太過天馬行空，難以實行，提升人際溝通、相處技巧。 
 
價值觀及態度方面：整個教導及討論過程需要同學的耐性、同理心和關

懷，讓同學體會到老師教學的用心，從而反思自己的學習態度。教學的滿

足感亦有助提升個人自信及自尊。與弱勢學生的相處，了解到弱勢社群生

活的艱難和需要，尤其了解到數碼鴻溝對弱勢學生的影響，提升中學生對

社區的關注，珍惜資源，承擔責任，培養他們的服務精神和對社區的歸屬

感。 
 
對受眾的意義 
一、參與服務的弱勢學生能學到 STEM 知識，開拓他們的視野，燃起他們對

STEM 的興趣。學生亦能發揮潛能，實踐所學，將學習到的知識，加上創

意，運用低廉成本、簡易工具零件，就能製造出有趣或可以改善生活的成

品，讓學生體驗到實踐應用的趣味和滿足感，體會到知識及技能可以為生

活帶來的實際改變，明白到知識及創意能夠幫助自己實現抱負，從而提升

學習動機。 
 
二、課程中亦有大量口語溝通的機會，有助提升溝通能力及個人自信心。

透過「比賽」，增添趣味之餘，提升同學的爭競心，增強學習動機，勝出

組別更添自信。各同學需要於「比賽/成果分享及比賽」中講解及示範產品

使用方法，這個公眾演講的機會，提升自信，亦有助提升學習的信心。另

外，學生有需要在開放日向參觀人士介紹成品，解答問題，亦有助增加他

們與人溝通的機會，訓練膽量，提升自信及解難能力。其中弱勢學生亦能

從學習中了解學長的學習方法、解決問題的方法，以至中學生活等等，以

中學學長為學習對象和榜樣。 
 
三、中學生以耐心、同理心去教導，弱勢學生能感受到學長們的關愛，明

白到社會上有人關心、照顧他們，加強與社區的聯繫。透過實踐所學，製

造產品來為生活帶來趣味、便利，甚至滿足社區需要等等，明白到知識改

變生活，改善社區，小小年紀亦能為家庭、社區作出貢獻，提升個人自信

及自尊，大大提升學習動機。 
 



   
 

   
 

課程大綱 「STEM 服務學習」：以級為本，學生以三至四人為一組，每組組員須最少

來自兩個不同科組(例：兩位理科、兩位文科；又或兩位理科，一位文科，

一位商科。)每組同學負責一組小學生，教導其 STEM 知識，並一起討論、

構思及製造一件產品。 
 
具體課程內容： 

服務學

習電子

課程 

服務學習電子課程涵蓋基本理論和實踐技巧，學生可自

行在家修讀，修讀時數約三小時。 學生必須完成。 

 
STEM 學

習 
學生學習 STEM 知識，完成習作/課堂實驗。每堂每組有

互相教導的時間，進一步鞏固同學 STEM 知識之餘，亦

訓練同學的教學及課堂管理技巧。 

 
教學及

課堂管

理技巧 

教學方面 
• 每堂課宜有清晰的教學目標，並以一項為主，不

宜太多。 
• 圍繞這單一的教學目標，構思教學內容、安排教

學流程。 
• 教 STEM 知識用語宜簡單清晰，拆分步驟，可以

多用生活例子、比喻、圖片、相片等幫助學童理

解。 
• 課堂中可以安排問答、遊戲、實驗 / 實習等多元

化活動，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亦保持他們的專

注力。 
 

• 課堂管理方面 
教學 
準備 

同學教導參與學童前，需要製作簡報、筆記紙，利用

Kahoot、Quizizz 等遊戲式網上問答系統設計題目，課堂

完結前讓參與學童回答，檢視教學成效，以便同學跟進

改善。所有教學材料交給老師檢查確保內容正確。 
到校 
教學 

全級同學到學校，與所分配的參與學童交流及教學。 
可以設計熱身遊戲，讓同學互相認識、破冰； 
然後開始教學的部分； 
 
最後以小型問答比賽或完成遊戲式網上問答題目作結，

檢查參與學童是否明白、理解所教的知識，讓同學檢視

自己的教學成效。 
 
 
 
 
 
 



   
 

   
 

製造產

品準備 
當參與學童掌握一定程度 STEM 知識後，可以按主題一

起討論、構思製造甚麼產品。 
 
同學將討論結果帶回學校，同組商討產品在技術、物

料、用途等方面的可行性，並向老師匯報，讓老師進一

步檢視及提供協助。 
 
同學可以先試造產品一次，檢視過程中會遇到的難題，

思考解決方法，老師亦可以提供指導及協助。 

 
到校製

造產品 
同學帶同所需物資到校指導及協助小學生製造產品。過

程中以小學生為主，同學為教導及輔助角色，讓小學生

感到自己也能親手製造 STEM 產品，提升自信，亦讓中

學生明白最佳的服務精神並非單是「幫助」，更重要是

「賦權」，讓參與學童掌握知識，實踐所學，能夠自己

動手，製造產品，改善生活。 

 
成果 
分享 
 

「比賽」：製作完成後，舉辦「比賽」，讓同學可以比

併所製造的產品，一較高下，並頒發獎項/獎狀給勝出隊

伍。可以邀請勝出隊伍解其產品的知識、特點等等，讓

所有同學可以互相學習，鞏固 STEM 知識，亦增加同學

公開演講的機會，提升個人自信。 
 
「成果分享及比賽」：製作完成後，讓每組學生一起介

紹、示範所製造的產品，並講解相關知識，讓所有同學

可以互相學習。透過成果分享會，亦訓練同學公開演講

能力，提升個人自信。然後舉行「比賽」，讓同學可以

比併所製造的產品，一較高下，並頒發獎項/獎狀給勝出

隊伍。 
 
(以上可以二選一，兩項的分別是成果分享讓全體學生都

有演講機會，介紹自己的產品) 
 
「開放日展示」：所製作的產品，可於中學及小學開放

日展示，並邀請參與製作的同學於攤位向參觀人士講解

及示範使用，有助向公眾人士推廣 STEM 的知識及應

用，提升社會對 STEM 的興趣和關注。透過講解及示

範，進一步鞏固學生 STEM 知識，提升個人自信及滿足

感，大大增加學習動機。 
 
「短片」：同學為所製作的產品拍攝一段短片，講解相

關知識，示範製作及使用方法，上載到學校網頁，供公



   
 

   
 

眾人士瀏覽，善用科技及網絡，推廣 STEM 知識，亦貫

徹善用資訊科技的學習目標。 

 
總結及

反思 
「感想及感謝」：比賽完結後，同組學生可以互相分享

整個服務學習過程的得著和感受，亦可以寫心意卡/感謝

卡送給對方，留為紀念。 
 
「反思」：老師於課堂上安排學生逐部分完成反思問

題。一些比較中性的題目，例如對服務學習、服務對

象、社區的看法等等，請同學完成個人反思後，與組員

分享，再派代表與全級分享。而一些涉及個人情緒、探

討個人強弱得失的題目，老師可以利用 Word Cloud，請

同學輸入關鍵字詞，投影到課室熒幕，再由老師回饋。

以不記名方式，快速收集同學反思內容，視覺效果明

顯，老師可以對同學的反思作出即時回饋，更有利同學

學習及成長。每堂完成反思工作紙後老師收回過目/批
改。 

 

 
合作夥伴 • 學生背景低收入家庭為主的學校/弱勢社群學校 

以兒童、青少年或貧困家庭兒童為服務對象的非牟利機構 (可與這些機構舉

辦的課餘託管班合作，為託管學童提供服務。) 

安排 合作全年安排建議 
 上學期安排同學完成「課程大綱」以下部分： 

1 服務學習電子課程； 
2 STEM 學習； 
3 教學及課堂管理技巧； 
4 教學準備。 

 
 下學期開始教學，宜安排每星期一次。 
  
•  製作產品、成果分享、比賽及總結反思等項目需時較長，大約需要連

續兩至三天上午時段，可安排在試後活動期間進行。 
 



   
 

   
 

學習反思 老師可以詢問以下問題，引發學生反思： 
 
一、描述 
描述背景

資料、學

習目標、

概括經驗 

請描述你所參與的服務學習。 
學生可以運用記敍六何： 
—服務學習的時間、地點 
—團隊成員、服務對象、其他參與者/協作者 
—服務學習有何目標？希望達到甚麼效果？/預期達到甚

麼目標？ 
—你參與了甚麼服務？經過如何？ 
—結果如何？服務對象的反應如何？ 
 
你在團隊中擔當了甚麼角色？ 
你所參與的服務學習，在社區中擔當了甚麼角色？ 
從中你觀察到甚麼問題？ 
從中你觀察到甚麼現象/社會現象？ 
—你認為 STEM 知識和科技應用的落差對社會發展有何影

響？ 
—你認為數碼鴻溝對弱勢兒童發展有何影響？ 
—你認為弱勢兒童在學習/應用 STEM 時遇到甚麼困難和

挑戰？ 
 
二、感受 
描述個人

感受和感

想 
 

 
請描述你學習 STEM，並製造出產品的心情和感想。 
 
請描述你參與服務學習的心情和感想。 
—當知道要參加服務學習時有何心情、想法？ 
—接觸到服務對象時有何心情、想法？ 
     —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如何？ 
     —對他們的處境/現況/背景有何感受、感想？ 
—對社區有何感受、感想？ 
—進行服務學習時有何心情、想法？ 
—完成服務學習後有何心情、想法？ 
 
你會怎樣形容這次的服務學習？ 
參與服務學習時，最令你驚喜的部份/時刻是甚麼？ 
請說說你覺得自己表現得最好的地方。 
你最喜歡服務學習哪一個部分？ 
你最不喜歡服務學習哪一個部分？ 
 
與團隊合作有何感想？ 
與團隊合作有沒有令你驚喜的地方？如有，請詳述。 

 

 



   
 

   
 

學習 
反思 
 

 
三、評估 
總結個人

經驗、評

價個人表

現 

你在學習 STEM 知識及應用的過程中，遇到甚麼困難和挑戰？ 
 
試說說在服務學習過程中，進行得最順利的部分。 
 
在這次服務學習中，你遇到甚麼困難/挑戰/難題？ 
為何會出現這些困難/挑戰/難題？ 
你怎樣克服/解決這些困難/挑戰/難題？ 
 
你的團隊又怎樣克服/解決這些困難/挑戰/難題？ 
 
你認為你/你的團隊有何優秀/成功的地方？ 
你認為你/你的團隊有何需要進步/改善的地方？ 
 
你所學過的學科知識怎樣應用在你這次服務學習上？ 
這次服務學習的經驗怎樣應用在你的學科學習上？ 

 
 
四、分析 
深入探討

及分析原

因及結

果，總結

經驗，探

討不同的

解決方

法，探討

可以改善

之處 
 

你在學習 STEM 知識及應用的過程中，遇到困難和挑戰時，有

何表現？你是如何解決以上的困難和挑戰？ 
 
在這次服務學習中，遇上突發狀況/遇到困難和挑戰時， 
團隊的反應/表現如何？為何團隊會有以上反應/表現？ 
你的反應/表現如何？為何你會有以上反應/表現？ 
 
你如何應用平日課堂所學應付以上的突發狀況/困難和挑戰？你

認為方法有效嗎？ 
你將會以上方法應用到日後的生活上嗎？ 
 
這次服務學習完成後，你對社區有何更深入的認識/了解？ 
你對服務對象有何更深入的認識/了解？ 
你對自己有何更深入的認識/了解？ 

 
 
 
 
 
 



   
 

   
 

五、總結 
總結反思

的過程；

總結需要

改進的地

方；了解

到自己需

要學習甚

麼新知識

或新技能 

這次參與服務學習的經驗，對所有參與者來說有甚麼得著？ 
(參與者包括你、團隊、服務對象) 
 
你認為社區從中得到甚麼好處？ 
完成這次服務學習後，你對社區的印象/認識有何改變？ 
你認為學習 STEM 知識及加以應用實踐對社區有何好處/影響？ 
對社會發展又有何好處/影響？ 
你認為為弱勢兒童介紹 STEM 知識，對他們有何影響？ 
 
有甚麼因素影響服務對象對服務學習的看法與觀感？ 
這次參與服務學習怎樣針對服務對象的需要？ 
 
你從中學到甚麼新技能？ 
你認為 STEM 知識及科技應用對你有何影響？例如： 
—生活方面 
—學習方面 
—生涯規劃方面 
你從中發掘了甚麼興趣？ 
 
在這次服務學習中，你認為有何成功或失望之處？你從中學會

了甚麼？ 
你對團隊成員有何更深入的認識/了解？ 
你了解到自己有何長處/強項？又有何短處/弱點？ 
這次經驗對你的個人成長/發展有何影響？ 
(例如：學業方面/價值觀方面/處事、解難方面/人際溝通、協作

方面) 
 
六、行動 
日後遇到

相同處境

/情況有

何更好的

應對方法 

你會怎樣裝備自己以應對將來可能發生類似的情況/挑戰？ 
你希望自己有所改進/進步/增進的地方？ 
你會採取甚麼實際行動去裝備及增進自己？ 
你還想發展甚麼其他技能和知識？ 
日後你會如何應用 STEM 知識或資訊科技於生活/學習上？ 
 
你認為如何能改善數碼鴻溝，增加弱勢兒童學習及應用 STEM
的機會？ 
團隊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分工方面、角色方面) 
你有甚麼資訊可以與你的同學/社區分享？ 
你會怎樣繼續在團隊發揮影響力？ 
你會怎樣繼續參與/關注社區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