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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系列（二） 從數學教育看 STEM 教育
為配合社會轉變中的需要和科技的急速發展，行政長官於 2015 年的施政報告已經提出推動科
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近兩年中、小學數學課程的修訂中，不乏提倡STEM教
育的元素。與此同時，數學課堂以外，宣稱是STEM教育或是有助STEM教育的活動林林總總。
可是，百花齊放之餘，不難發現一個現象，絕大部分的教育活動跟科學、科技以至工程有較直
接關係，以數學學習為出發點的STEM教育活動似是鳳毛麟角。STEM固然提倡一種綜合型的教
育，但其中數學老師扮演着甚麼角色呢？當不少STEM活動似乎是商業活動多於學校教育的時候，
數學課堂內數學老師可以做些甚麼才算是有份參與推展一個健康而有意義的STEM教育呢？香
港數學教育學會於去年（2016年）夏季已舉辦一系列的研討會開始探討中、小數學課程如何迎
向STEM教育。在過去的十一月到明年一月，我們再通過四個研討會，讓參與的中、小學同工進
一步瞭解STEM教育並嘗試探討一種多從數學教育視角出發的STEM 教育。
11月18日的「從 GeoGebra 到 gMath：科技可為我們帶來甚麼？」和12月9日的「STEM所帶來
的機遇與挑戰：化擔心為力量」經已順利舉行。期望各位老師踴躍參與餘下兩個研討會，詳情
如下：

以數學科為主體的 STEM：由實驗課程「數形探極」談到小學數學科的定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者：

2018 年 1 月 6 日（星期六）
2:00 – 5:00 pm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地下多用途室（九龍長沙灣福榮街 533 號）
李文生博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譚志良先生（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馮振業博士（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

※

※

是次研討會由本學會與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

※

※

※

內容摘要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STEM education）已成為近年的教育熱話，當人們熱捧造機械人和
編程時，數學作為 STEM 之中獨立的一科，教好數學不就是為 STEM 教育作出貢獻嗎？
在剛過去的暑假期間，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和本學會合作舉辦了一個為期五個下午（共十小時），題為「手
腦並用‧數形探極」的實驗課程，以初中一、二的學生為對象，設想他們具備一般初中學生所能有的數
學知識，跟他們探討一系列數學問題，主要環繞如何優化結果的問題。課程共試辦了兩輪。兩會聯合舉
辦是項實驗課程背後的設想，正是希望探索一種以數學為主體的 STEM 教育。於開展了在初中實驗性的
第一步，多了一點不錯的經驗，我們將會考慮在小學試辦另一個內容不同，但依然是以數學為主體的
STEM 課程。其中兩位講者李文生博士和譚志良先生，通過他們在設計和施教該實驗課程的經驗，闡釋
以數學科為主體的 STEM 教育。
第三位講者馮振業博士也會就著小學數學科遇上 STEM 浪潮的情況，探討數學既作為 STEM 之中獨立的
一科所能為 STEM 教育作出的貢獻。馮博士將會探討其中虛實，解構如何在 STEM 浪潮下，為小學數學
科的工作定位。

講者介紹
李文生博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師。香港數學教育學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香港 GeoGebra 學院成員。
曾多次主持這些機構舉辦的講座和工作坊。近年參與多個有關數學教育的服務計劃，透過課業設計來幫
助數學老師面對課堂上的學習差異。

譚志良先生 曾任教多年中學數學，並曾參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非華語生數學支援計劃，喜愛思考並
實踐如何幫學生開心學數學。在暑假期間，和一班數學教育工作者一起思考並嘗試設計有 STEM 完素的
數學活動。

馮振業博士 從事數學教師培訓二十六年，現職香港教育大學系助理教授，曾任香港數學教育學會會長。
於一九九八年在香港推行「數學化教學」，一直帶領一群熱心的小學教師進行教學研究，近年專注特教
生數學教學。

STEM 在學校的推行：數學老師的角色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者：

2018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2:00 – 4:30 pm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演講廳（新界沙田石門安睦里 6 號）

葉碧君老師（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學校課程主任）
潘維凱老師（聖保羅書院）
梁健儀女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內容摘要
三位講者來自不同背景，共通的是他們都是資深的中、小學校前線老師，他們將會就其個人的工作經驗，
分享數學科於校內 STEM 教育發展的定位，並探討數學老師在其中可發揮的角色。
聖保羅書院中一級於本年度加入多項數學建模的課堂活動，潘維凱老師將於是次活動分享老師們籌備的
過程、遇到的困難、及一些課堂活動的例子。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在課程發展方面，將抱有共同目標、信念的數學科教師組織起來，成立校內與校
外數學科學習圈，透過協作交流、實踐、進修、分享及反思，強化個人專業知識和能力，並透過與同儕
分享學習圈成果，營造分享與協作文化，從而提升教師專業水平和加強學習成效。這樣以校本課程發展
和老師專業發展並重的模式，在面對 STEM 這個强調跨越學科界限和科際合作的課程項目，又會如何應
對呢？葉碧君老師將會分享她的看法。
正當中、小學界紛紛投入資源，發展不同形式的 STEM 活動，在不同的場合中展示學習成果。但這些
成果的學習元素是什麼？如何在活動中讓學生展示數學和科學知識？在 STEM 的定義中，科學和數學應
該扮演什麼角色？梁健儀女士將以她在科學和數學課堂、學校、課程等各方面豐富的經驗和大家分享她
的經驗。

講者介紹
葉碧君老師 首屆「賽馬會教師創新力量」計劃創新教師。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學校課程主任。於 2015
年開始，將抱有共同目標、信念的數學科教師組織起來，成立校內與校外數學科學習圈，透過協作交流、
實踐、進修、分享及反思，強化個人專業知識和能力，並透過與同儕分享學習圈成果，營造分享與協作
文化。

潘維凱老師 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執委，聖保羅書院數學老師並負責校內資訊科技教學發展。

梁健儀女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講師，2006 年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科學科學習領域）及 2011
年獲邀到新加坡教育局，參與海外教育家駐校計劃 (Singapore Outstanding-Educator-in-Residence Program,
OEIR)。現任香港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委員（COTAP）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科學科召
集人。過去曾參與香港教育局 STEM 聚焦小組、科學科課程及老師支援（借調）、行政長官卓越教學
獎科學學習領域評審、香港創意思維比賽（香港區）評審及小學常識百搭比賽評審等工作。

當日研討會後薄具茶點招待來賓。
茶聚後（約 5:00–5:45 pm）為香港數學教育學會 2017 年度第二十二屆「週年會員大會」
暨第二屆「蕭文強教授數學教師優秀論文獎」頒獎禮。
敬請 2017 年度會員留步參與會員大會。

有關活動的詳情及報名，請留意學會網頁。本學會會員免費在學會網頁報名；香港數理教育學
會會員亦可免費報名參加第三次（2018 年 1 月 6 日）研討會。非會員可填妥報名表（附件）報
名。非會員參加系列中其中一個活動報名費為$50，參加其中兩個至四個活動報名費為$100。歡
迎同時填妥入會／續會申請表格以申請成為 2018 會員，並免費參加是次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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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系列（二） 從數學教育看 STEM 教育
名額有限
會員優先

報名表格（只適合非會員之用）

報名及收據編號：
（由本會填寫）

歡迎同時填妥入會／續會申請表格以申請成為 2018 會員
2017 年度會員請於本會網站免費報名。

姓名

電郵

聯絡電話

請圈出報名場次

1

6/1/2018 ｜ 27/1/2018

2

6/1/2018 ｜ 27/1/2018

*費用

＊非會員參加系列中其中一個活動報名費為$50，參加兩個活動報名費為$100。
合計:
學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機構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銀碼：HK$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數學教育學會」。請填妥以下收據，以便本會於講座當天派發。

注意：

名額有限，會員優先。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會以抽籤方式分配。報名結果將於活動三天前刊
於本會網頁，請自行查閱。若有任何問題，歡迎電郵致 info@hkame.org.hk 查詢。

收

據

報名及收據編號：
（由本會填寫）

茲收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幣 $ 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繳付「STEM 教育系列（二）系列活動」報名費。請以「✓」表示參加的活動名稱，參加系
列中其中一個活動報名費為$50，參加兩個活動報名費為$100。
□ （三） 以數學科為主體的 STEM：由實驗課程「數形探極」談到小學數學科的定位
(2018 年 1 月 6 日)
□ （四） STEM 在學校的推行：數學老師的角色

(2018 年 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