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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教育的永續與創新 

─以新北三校的科學活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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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STEAM 教育代表 S（科學）、T（科技）、E（工程）、A（藝術），及 M（數學）的

跨領域綜合教育歷程，打破單一領域知識與教學方法各自獨立的限制，領域之間開始進

行相互結合，可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發展對於人才多元化的需求。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之課程發展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期待提升學生學習

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成為具有社會適應力與應變力的終身學習者。筆者以國家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為本，分析 STEAM教育在十二年國教中可扮演不可或缺之角色。 

十二年國教基於自發、互動與共好理念（教育部，2014）。將教學環境總攬至教師、

學校、政府、家長、民間組織等教育夥伴，促進學校教育的公共對話，提高學校課程設

計的發展彈性，並納入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培養教師專業能力與責任。STEAM 教育

可提供課程發展、教學實施及教師專業發展等項目建立核心素養，而核心素養正是彰顯

學習者的全人發展，並使其成為終身學習者的關鍵要素（范信賢，2016）。 

綜合上述，創造力即是創新之根基（林文律，2000），本文從 STEAM 教育於國小

科學活動、科學展覽競賽中找到論述教育創造力契機，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我

國截至 107學年度為止，已是第 59年舉辦全國的科學展覽會，每年皆超過 15萬名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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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顯示科展及科學活動在我國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科學活動與科學展覽

競賽正是 STEAM教育的實踐與彰顯。因此可說 STEAM教育在我國教育中由來已久，

為培養跨領域人才貢獻多年心力。 

此次藉由 STEAM教育的崛起，論述 STEAM教育的意涵、新北市安和國小、三多

國小及民安國小的科學活動養成、科學展覽會在 STEAM教育上的應用，並以新北市安

和及民安國小的科展題目為例，分析科展中的 STEAM，藉以讓更多人能夠看見科學活

動中學生學習的永續與創新價值。 

貳、科學活動在STEAM教育上的創新思維 

STEAM教育的理念，起源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美國，前稱為 STEM教育，為美

國政府從國家利益及安全出發，盼以 STEM教育培養科技人才，振興國內科技及經濟發

展，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先優勢（NRC, 2011）。而 STEM＋Art＝STEAM的觀念則是 2006

年才被提起，隨著 STEM 風潮的蓬勃發展，發現代表創新（innovation）與創造力

（creativity）的 A（藝術）領域，更是將 STEM領域與人文、社會環境結合的關鍵要素。

而 STEAM教育可發展不同領域的課程，藉此可協助學校發展本位課程、團結學校氣氛、

拓展學校特色、發揮教育開枝散葉的精神。下列三點以科學活動說明 STEAM教育的永

續與創新： 

一、STEAM課程具備跨領域的底蘊 

Sanders（2009）的研究中指出，STEAM科際整合的課程活動注重課程的設計與探

究，培養學生在解決問題過程當中，運用科技、科學探究與藝術相關學科的理論及知識

完成活動，進而培養 21世紀必備的能力。 

  

圖1  由學生設計並撰寫程式的自走車 圖2  以數學與資訊教育的整合，進行

動畫式的數學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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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展現跨領域教育的結合 圖4  科學市集讓學生透過手作，展現

科學實驗 

我國十二年國教的課程設計，依據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掌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

本位課程，在課程設計上融入數學、科技、資訊等課程規劃，並可與校內原有自然領域

進行結合。此外亦鼓勵教師進行課程與教材教法的實驗及創新，分享課程實踐的成果。

STEAM 教育可發展不同領域的課程，並且在開發過程中亦發展不同年齡層的課程設

計，藉此可協助學校於發展本位課程的同時，開啟課程全新的發展方向。 

二、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十二年國教的教育理念根據核心素養、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中學生的差異性需求，

提供多元且適合的教學模式與策略，並且根據十二年國教的領域調整與課程要求，以課

綱之科技領域課程為基礎，設計實作流程為教育及學生學習的歷程，建構 STEAM、創

意設計及工程設計的學習內涵，作為「創客課程」規劃之主軸（張玉山，2017）。 

  

圖5  Power Tech 科技創作夏令營，運

用簡單的機械原理，結合多領域

思維合作學習 

圖6  榮獲新北市107年度國小創客社團

徵選實施計畫補助，以「電流急急

棒」等科學玩具，建構科學、藝術

及實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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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藉 POE 教學策略，教師培訓學

生老師，與參加科學活動的學生

進行問答 

圖8  依照十二年國教中探究與實作，注

重科學方法、科學態度及應用 

「創客教育」即為 Maker，可為 STEAM教育的體現。Maker強調學生觀察、動手

做、再學習、快樂分享，讓學生能夠跳脫想像的階段，試著以身體力行解決生活問題。

自生活周遭發現新問題，引導學生能夠將想像力化為具體的實踐，落實「以學生為中心」

的教育與學習歷程。科學活動的體現，包含知識、能力與態度的綜合狀態訓練，藉此更

能提升學校自主創發的獨立思考力、社會互動與共好的團結力，及國家未來人才的國際

競爭力。 

三、培養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價值
 

「教學」是學校教育的主體，是教師與學生交互作用、互相影響的歷程。教學是在

師生互動中尋求「教師如何教得更完美」和「學生如何學習得更成功」的歷程（沈翠蓮，

2001），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為同等重要的主體。 

  

圖9  擴大資安素養研習，提升教師媒

體視讀的能力 

圖10  「創客」社團，激發師生的想像

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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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教師社群導入資訊系統及App的

教學工具介紹，可將「資訊融入

教學」立體化 

圖 12  新北創客月除了呈現學校成果，

也可進行校際交流、增進視野 

  

圖13  教師依教學內容不同，每學期皆

有分享時間，強化溝通協調與課

程發展的能力 

圖14  藉由各領域教師的分享，提高教

師的學習廣度，並融合於自身專

業 

參、科展在STEAM教育上的永續傳承 

科學展覽會乃是每年教育界自然學科的盛事之一，由各校自由參加，觀察並發現科

學議題，透過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討論實作紀錄與分析，再以文章論述的方式加以匯

集而成的綜合型教育歷程。科展內涵與 STEAM教育之關聯，分析如下： 

一、科展蘊含理論與實務作為
 

科學展覽會的主題以生活議題融入實驗研究中，以已知的科學理論與實務為發想，

閱讀文獻、前人著作，並與生活連結，打造創新思維，設計一系列的研究歷程。學生在

科展實作過程，不但動手做，也要動腦，結合多領域思維，發現、剖析問題並重新設計，

找出最合適的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和小組夥伴一起腦力激盪，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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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作學習的機會。與 STEAM教育中創新（創造力）及Maker（自造者）教學的理念

不謀而合，得以彰顯。 

  

圖15  以「豆子發芽」為主題，科展以

自然及科技領域的綜合 STEAM

教育歷程進行實作 

圖16  「食菜安心」為主題，透過科技

工具（光度計）進行實驗研究 

二、科展培養跨領域學習的能力
 

STEAM教育乃是學科融合的科技整合教育，而科展的主題式教育模式，與 STEAM

教育所倡導的模式旨趣相近。於科展實驗的設計過程中，一方面要符合科學理論與議題

的標準（STEAM中的 S），另一方面以數位工具輔助紀錄（STEAM中的 T），再者設計

各種實驗記錄的實物工具，須兼顧穩定與美觀（STEAM中的 E和 A），最後以圖表方式

分析紀錄所得的數據（STEAM 中的 M），並進行文章的完整論述（融入語文領域的教

學），引導學生達到跨領域學習的目標。 

  

圖17  設計自由落體實驗須兼顧安全、

便利性及器材工程上的穩定度 

圖 18  題為「豆花的口感」，設計「咬

切力測試」的自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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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展體現學校師生的核心素養
 

十二年國校基於自發、互動與共好理念，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為願景，更以「核心素養」作為教育的核心來思考國民教育課程的發展，以求兼

顧學習者的自我實現及社會的優質發展。其中蔡清田（2014）指出，「核心素養」是指

一個人接受教育後學習獲得知識（knowledge）、能力（ability）與態度（attitude），而能

積極地回應個人或社會生活需求的綜合狀態。 

綜合十二年國教之理論與發展，其概念與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中

「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習之興趣與獨立研究之潛能」；「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思考力、創造

力，與技術創新能力」；「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等（臺灣科教館，2017）

不謀而合。顯示科展教育涵蓋知識、能力與態度的綜合狀態訓練，藉此更能提升學生自

主創發的獨立思考力、學校社會互動與共好的團結力，及國家人才的國際競爭力。 

肆、安和國小與民安國小的科展作品分享
 

科學展覽競賽隨著時代的演進已經來到五十多個年頭，全國性的得獎研究，皆被保

留在臺灣科學教育館中，為臺灣許多科學議題做出完整詳盡的解答，可說是我國重要的

科學智慧庫。近年來 STEAM教育、創新教育與自造者教育的興起，在科展競賽中頗受

青睞，跨科、跨界且蘊含科技、自造的科展作品，如雨後春筍般的多元並陳，本節以安

和國小及民安國小的科展作品為例，分析 STEAM教育與科展的融合： 

一、「大家來尬車」科展作品為例
 

「大家來尬車」的科展作品，以科學、工程、數學與Maker教育為主軸，設計一系

列不同輪型、車軸距等變因實驗。其科展內涵與 STEAM教育的關係分析如下： 

 

 

圖19  「大家來尬車」中不同車型的實

驗小車 

圖20  標準化的實驗設計，可建構學生

的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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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車體與 STEAM教育的關係 

 

 

圖22  科展實驗數據以電腦 excel計算，結合科技、數學的跨領域學習 

安和國小之「大家來尬車」結合的 STEAM教育中的跨領域學習，探討尚未被深究

的滑車實驗，秉持著Maker的創新精神，設計不同小車，將科學具體展現。 

二、「骨牌的秘密」科展作品為例
 

民安國小「骨牌的秘密」科展作品，以科學中的「重心」概念為發展核心，使用「3D

列印」的繪圖與印製，觀察不同重心下的骨牌運動變化。顯示科展作品中，結合科學、

工程、科技和「創客教育」的具體成果。 

車輪距實驗：以工程（E）概

念之應力結構，為科展教學中

的學生學習項目，將工程融入

科展中。 

車體結構：以工程（E）概念

中「剛體」的車架設計，強化

學生測量數據時的穩定度。 

電路連接與馬達：以科學（S）

概念之電路統整四年級自然

課程，將課本內容結合科展教

學。 

不同構造車輛在乾燥路面行駛花費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折線圖 

車輛編號 

花
費
時
間
平
均
數
（
秒
）
 

車胎實驗：以科學（S）概念

之摩擦力概念統整五年級自

然課程，將課本內容結合科展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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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骨牌科展的設計架構 

 

  

圖24  以軟體繪製骨牌，學習 STEAM

教育中的工程（E）與藝術（A） 

圖25  實踐 Maker 教育學生將繪製之

骨牌圖形，以 3D 列印呈現 

 

 

圖 26  搭建具備 STEAM 教育中工程

（E）的剛體結構 

圖27  透過科技工具（T-慢速攝影機和

電腦）紀錄實驗數據 

 

．3D建模繪製骨牌 

．測量骨牌質量與重心 

．撞擊裝置建置（單擺） 

．記錄裝置（慢速攝影） 

．記錄方法（畫格數據） 

．不同骨牌的變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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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新知識經濟時代的核心價值為「創新」。強調不斷創新企業組織的知識與產品，才

是永續經營的命脈，同時主張知識經由好的管理，也會產生傳承創新的效果，知識管理

亦可促進永續創新（鄭崇趁，2017）。創造力、STEAM教育及Maker教育之核心，即為

包含知識（可致用的知識）、技術（可操作的學習技術）、能力（成作品的能力）與價值

（具共好的價值）的智慧資本，而「科學展覽」便是此教育核心，藉由創造力、STEAM

教育及Maker教育得以彰顯，顯示 STEAM教育在我國教育中早已永續存在，並持續創

新。 

「科學活動」乃為 STEAM 教育中的價值體現，以科學活動為本，可視為 STEAM

教育中的學校創新，建構學習者、教育者、教育環境與國家的整體價值，其中包含學習

者可培養學生建立實務能力；「科學展覽競賽」則是我國教育中 STEAM 教育的永續與

傳承，至今 59 屆科展競賽的綿延，為我國科學教育培育眾多人才，並引領教學者實踐

教師專業發展。教育環境能提升學校的績效價值，乃至國家培養具國際競爭力之人才。

無論是國中小學等體系內教育機構，或是國際社會的競爭市場，都需要綜合性人才的建

立與培養，因此不僅要能用未來的眼光看待這些課題，也須能夠提升教學者、學習者與

教育環境的改變。 

本文以安和國小、三多國小及民安國小的科學活動為本，其中安和、民安國小科展

作品分享，讓更多人看見科學活動的實作與科學展覽的深入探究，為 STEAM教育做出

的永續延續，及不斷精益求精的創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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