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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慕賢

現今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學校必須裝備所有學生解決日常環保需要及未來人類問
題的能力及動機。誠然，環保創意教育改革已經迫在眉睫，然而其課程設計、教
學法和評估方法很少見於文獻，也很少在香港和全球教育界中討論。一直以來，
創意教育講求自由開放的想像，環保教育重視批判及規則。兩者如何結合，實具
挑戰性和複雜性。在這裏，教育界首次把這兩種本來遙遠的教育方向連繫起來，
探討讓它們相輔相成的方法。

建基於二十多年的創意教育經驗，本人在此書首先為「環保創意教育」提出了堅
實的理論基礎，並為它提供有趣的教學活動示例及跨學科課程改革模式等等。此
書更附上詳細的教師自學教材，學校將可直接使用書中的練習及筆記作教師專業
發展工作坊之用。此外，本書的丙部與香港優質教育基金計劃「情尋綠意－創意
環保實踐計劃」的網頁有眾多的連結，提供更多教學材料供大家參考。

隨著 STEM 教育的興起，讀者會發現本書中的環保創意活動具有豐富的 STEM
元素。從機械人至 AR，讓你目不暇給。這裏不鼓勵學校只是為科技而科技，或
為創新而創新，而應是為了人類未來的福祉而推行 STEM 教育。同時，我們不倡
導高深的科技，而是使用能讓所有小學生發揮創意的 STEM 工具。

在本書展示的大部分教學活動為本人所設計，而書中的學生作品是來自此計劃的
九成成員學校。在這裏我衷心感謝各小學老師及學生三年來的支持。同時，我亦
感謝此計劃的教大成員的貢獻，他們並為本書撰寫了一些章節，進一步充實本書
的內容。最後，盼望此書能為香港教育界展開新的一頁，造福學生、社會及人類！

完成此計劃後，我們將組成一個「綠創老師」小組，我們歡迎所有感興趣的老師
加入。閱讀本書和網頁後，請填寫在此 QR 碼中的意見回條。非常感謝！

前言

Contact: vcheng@eduhk.hk
More in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s:
https://repository.eduhk.hk/en/persons/mo-yin-vivian-cheng



這是香港首個在小學推動創意環保教學的計劃。由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
學系主辦，於九間香港小學推行，為期兩年。其宗旨是透過課程內外各種活
動及學習，啟發小學生的「環保創意」，提升他 / 她們對環保創意的認識及
興趣，並推動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環保創意行為。

本計劃先後為參與的小學舉辦了兩個學期的到校環保創意課外活動，讓學校
的學生認識環保創意，也讓學校老師在課外活動中了解環保創意的教學技巧；
本計劃也為參與的兩所小學舉辦了一期約一週的暑假日營，讓學生、老師和
家長都參與到環保創意的趣味活動中，推動學生和家長在家中實踐環保創意；
本計劃更先後為參與的小學教師舉辦了七次的教師工作坊，與各校老師建立
了密切的關係，以輔導及支援各校老師在校內嘗試把環保創意實踐的概念融
入學校的教學中。多間小學於常識、中文、數學、科學、視覺藝術、STEM
等學科及其他校內活動中實踐環保創意教學。在計劃的後期，曾舉辦一個大
型嘉年華「綠．創未來」教學日，吸引了過千名教育界人士、學生及家長等
人士到來參觀。最後，本計劃出版一個網頁及一本書，為有意參與推動環保
創意教育的學校提供既實用又全面的教師發展素材及教學材料。

計劃成員：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                                            鄭慕賢 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副教授                                蔣志超 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講師                                           陳炳文 先生

計劃助理                                                                            陳妍姿 小姐
         黃菀參 小姐

贊助              
優質教育基金

成員學校（排名不分先後）：
啟基學校
嘉諾撒小學
北⾓衛理小學
廣東道官立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鞍⼭聖若瑟小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博愛醫院歷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情尋綠意」
創意環保實踐計劃簡介

本計劃網頁：
http://greencreativity.eduhk.hk    



推薦 

以生活、趣味為切入點，讓學生輕鬆自然地學習環保、創意和
STEM，這些教案皆實際可行。另一方面，本書提出以對環境負責
任的態度來推廣 STEM 教育，值得我們反思。
     

 劉啟業先生 香港科學館館長（科普推廣）

由香港教育大學鄭慕賢博士團隊編寫的「環保創意（STEM）教育 - 
理論與實踐」以環保教育為例子、生動地介紹了「創意教育」和
「STEM 教育」的一些基本想法和實踐例子。書本內容淺白充實、
例子生動樸實、亦糾正了一些對 STEM 和創意教育的誤解、是一本
具誠意的教育作品、非常適合新手老師作為參考。

吳大琪教授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院長

欣喜閱讀「情尋綠意」創意環保實踐計劃出版的這本教師
自學手册，滿載着帶領者和参與者的環保創意理論和實踐
揉合點子及示例，見證又一撒創意的種籽萌芽與成長。這
次教師們的設計與學生的創造更有情意、系統和成熟度，
對環保創意教學未來的出路，更具說服力。深感創意教師
努力的耕耘不會白費，更多的種籽再將茁壯成長。透過這
本小册子連結整體過程實踐和思考引導，讓創意教學有心
人也得以理解和参與其中！                                          

梁麗嬋博士  創意教師協會主席



推薦 

環保及環境科學是推行 STEM 教育的一個極理想的園地。環境科學獨
特之處是它涵蓋了物理、化學、生物及數學，從而提供一個多元化的
領域讓學生進行跨學科的探究及解難，促使學生融會貫通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的知識及技能。這個過程可有效地培養未來科學家的精神——
敢於冒險、在失敗中學習！謝謝此書提倡把環保及 STEM 教育結合，
並從小培養學生的環保興趣及創意。盼望日後創意教育能更進一步包
括「環保經濟」及「環保政治」等方面，令我們的下一代對環保改革
作出貢獻！

胡紹燊教授 世界知名環境科學家

環境教育在小學教育中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學生的良好
行為和態度是需要從年幼時就開始培養。對於那些有意激勵學生喜
愛和學習環境教育丶創意及「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STEM)
的教師和家長來說，這書是一個很好的資源。其實很多根據 STEM
知識和進程而設計的活動當中，有不少是與環境有關，融合 STEM
丶創意和環境教育就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最後，我要祝賀這項優質
教育計劃中獲得的成功，以及在這本書分享由計劃開發的活動而得
到的成果。

　鄭美紅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協理副校長

此計劃向教師介紹 STEAM 如何在小學常識、中文、數學、科學、視覺藝術等學
科或範疇及其他校內活動中實踐創意環保教學，提昇教師和學生們對創意環保
的認識、興趣，並推動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創意環保的行為。學生於研究時
會以「解決每天生活及環保面對的問題」為主題，並於研究和執行計劃後，反
思改善，以及向其他同學和老師匯報，從中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及批判性思考，
並加強溝通能力。我完全認同該計劃的主旨：讓孩子徹底撇除環保就是「被迫
不能做很多的事」的概念，為他們建立一種新的環保概念。 當中有四個重點，
一是「生活」，二是「輕鬆」，三是「有趣」，四是「自主」。                                   

陳沛田先生 前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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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環保創意（STEM）——概念與策略

 1.1 何謂「環保創意」？
 1.2 為何需要環保創意和 STEM ？
 1.3 透過 4P 模型培育環保創意
 1.4 培養實踐環保創意的思維能力
 1.5 發展環保創意的 STEM 活動 
 1.6 發展環保創意的創意策略



什麼是「環保創意」？相信每個人的心目中都可能有不同的定義。接下來，我們一起從
「What 什麼」、「Where 哪裏」、「Who 誰」、「Why 為何」和「How 如何」五個
方向討論「環保創意」吧！

請各位老師先完成下面兩個簡單的熱身活動，一起掌握「環保創意」的定義。

1.1.1 什麼是環保創意？（What）

 活動一：
 你認為「環保創意」是什麼？請把答案寫在下面的空格內。

1.1.2 在哪裏會有環保創意？（Where）

總括而言，這個計劃提倡「創意的環保實踐」，即是指對實踐者而言原創、新穎及適當、
有用的環保行為。這些環保實踐的發展需要參與者的創意思維及創新精神，本計劃嘗試
涵蓋多 方面的創意發展，包括升級再造和回收再用、維修和重用、減少使用和取代、
尋找新的生活 / 學習 / 消費方式、動植物保育以及推廣環保。下圖便描繪了環保創意的
六項⼦領域。

促進環保的創意？
是不破壞環境？是……

 活動二：
 你能夠在哪裏發現環保創意？試提出環保創意的組成細項及例⼦：

1. （例如）重用日常生活中的廢物 2.

3. 4.

5. 6.

1.1  何謂「環保創意」？         鄭慕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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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環保創意的層次及領域

Kaufman and Beghetto（2009） 提 出 四 個 不 同 層 次 的 創 造 力， 包 括： 建 構 創 意
（mini-C）、生活創意（small-C）、專業創意（professional-C）及 偉大創意（big-C)。

按照以上的理論，我們可以得出四種不同層次的環保創意：
1. 建構之環保創意— 學生透過體驗環保創意過程和對它的反思，以建構對環保創
 意的理解和知識。
2. 生活之環保創意— 學生運用創意 /STEM 來解決日常生活上的環保問題或完成日
 常環保任務，而無須應用任何專業的環保知識和技能。（本書描述的大多數教學
 討論都是圍繞此方向。）
3. 專業之環保創意— 基於專業知識，發展的環保創意。
4. 偉大之環保創意— 有重大影響的環保發明或革新。

圖：環保創意的各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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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四：找出屬於環保創意的行為
 你認為下面哪些行為屬於環保創意？請剔出你的答案。

 o 用零碎的剩菜製作美味的膳食
 o用日常東西維修物件
 o說服某人買東西（例如購買環保產品）
 o製造或修改自己的衣服
 o裝飾房間（例如使用日常生活的廢料）
 o構思一個問題的許多不同解決方案
 o選擇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

 （以上是從 Kaufman 創造力領域量表（Kaufman, 2012）中選出與環保行為相
關的項目）

 

 活動五：環保創意的創造力領域
 你認為環保創意屬於哪一個領域的創造力？請剔出你的答案。

 o科學方面的創意
 o藝術方面的創意
 o日常生活方面的創意
 o商業方面的創意

 活動三：適合小學生的環保創意層次
 你認為哪些層次的環保創意適合小學生學習呢？請剔出你的答案。

 o建構創意（Mini-C）
 o生活創意（Small-C）
 o專業創意（Professional-C）
 o偉大創意（Bi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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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環保創意的特質

 活動六：環保創意左右腦
 你認為環保創意需要運用左腦還是右腦？

 活動七：環保創意的特點
	 你認為環保創意有哪些特點呢？請在下面的六個項目中，各二選一，
 選出你認為屬於環保創意的特質。

以思考為本
無價值取向的
依靠專業知識的
跨領域的
與 STEM 有密切關係
高天賦的人才有的

以行動為本
符合道德的

簡單和日常生活的
單一領域的

與 STEM 無甚關係
每個人都擁有的

VS

《參考答案》

活動三：對於小學生來說，他 / 她們較適合學習 「建構創意」（Mini-C）和「生活創意」（Small-C），
而不需要追求「專業創意」（Professional-C）和「偉大創意」（Big-C）。

活動四：全部皆是。

活動五：日常生活方面的創意。

活動六：兩邊都需要。

活動七：環保創意是以行動為本的、符合道德的、簡單和日常生活的、跨領域的、與 STEM 相關的，
並且每個人皆可擁有的。本書中的環保創意是包括 STEM 在內的。

08



1.2 為何需要環保創意和 STEM ？     鄭慕賢著

1.2.1 人類的需要

日常環境問題因個人而變化，而社會環境議題也隨著時間和境況不斷變化。 我們的下
一代不能僅僅遵循其祖先制定的規則和公式來解決其環境問題。 為了解決在不同境況
和人類未來出現未可預知的環境問題，培養我們下一代的環保創意至關重要。

1.2.2 個人的需要

學者提出創造力可提升個人實踐環保的能力（Corral-Verdugo, Tapia-Fonllem and 
Ortiz-Valdez, 2015），而創造力培訓中發展的敏覺力和發現問題能力也能提升個人追求
環保的意識和興趣（Arreola and Reiter-Palmon, 2016; Chand and Runco, 1993）。 
最重要的是，創造力被廣泛認為是一種「自我實現」，這創意過程會為參與者帶來幸
福感、滿足感、希望和動力（Cheng, 2018；Cheng, 2019； Csikszentmihalyi, 1996; 
Maslow, 1968）。 創意的環保學習想必能增加學生在環保方面的動力、自信心和認同
感。同時，⾺斯洛（Maslow，1968）認為自我實現是人類的一項基本權利及需要。由
此可見，每個孩⼦都應該能參與到環保創意活動，有助於孩⼦的全面發展。

1.2.3 改革環境教育

今時今日，知識及價值取向的環境教育盛行，但卻甚少聽說過有創意取向的環境教育。
現時普遍的環保教育都著眼於人類有多麼錯誤，並要求學生遵守規則，不要做各種破壞
環境的事情。教師很少強調解決環境問題的眾多可能性，也甚少鼓勵學生以自己的方式
去發現、探索、想像、嘗試和評估。因此，創意元素很少刻意滲入到學校的環保教學
中。那種具有限制、威脅和責備的教化方式（Strife, 2012; Tabone, 2011）違背了我們
孩⼦的學習本性，難引發學習趣味及內在動機。即使學生知道為了環保應該做什麼，
但他們很少有興趣自發地、自主地去做。在這裏，我們並不是說規則和知識學習不重
要，我們只是希望能促進環保教育有一個更好的平衡。儘管我們的下一代需要了解人類
面臨的危機，但他們也需要懷着希望和動力來戰勝未來（Corral-Verdugo, 2012; Ojala, 
2012）。教育應該培養一種信念和信心：環保的生活方式是可行的、充滿樂趣甚至是
創意的挑戰！這樣帶來的內在的滿足感和回報，可以取代便利、物質消費所帶來的短暫
的滿足感和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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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改革 STEM 教育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承認在今時今日眾多 STEM 比賽越來越受歡迎。但是，比賽大多只
着眼於「偉大」發明，而不包括實踐日常的環保創意小點⼦（例如用食物殘渣製作新菜
餚、維修破損的東西等）。為了應對這些比賽，大多數學校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少數資優
生的創造力。然而，STEM 教育應該要針對所有人，訓練學生日常解難能力。此外，更
值得憂慮的是 STEM 教育重視動手製作，課堂往往製造大堆無用的東西，消耗大量物
料，之後如何處理它們更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例如潮流盛行的 3D 打印，時常浪費
很多塑膠，而小學生的成品又是否有用呢？

1.2.5 改革創意教育

從另一個⾓度來看，這個計劃還提倡了一種新的創意教育。過去，主要是藝術和語言科
目強調創意教育。這些創意教育偏向於美學和自由意志的表達，較少著重解決日常問
題。環保創意（例如想出許多另類方法來重用舊報紙）可以被視為日常領域的創造力
（Kaufman, 2012）。就這一點而言，環保創意教育不但有利於可持續發展，而且可以
把創意轉移到學生的其他日常領域（Cheng, 2016），培養生活創意（small-C）。最
重要的是，環保創意被認為是一種載有道德的創造力（Matteson, 2013）。它的教育具
有很高的價值，因為我們的下一代應該意識到人類的創造需要負責任，創造力不僅僅是
自由的想像力或無限的慾望，這是當今被廣泛推廣的一種錯誤形象。總括而言，如果成
功，這個計劃將帶來巨大的改變，並為創意、環境和 STEM 這三個領域的教育帶來協
同效應及深遠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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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透過 4P 模型培育環保創意       鄭慕賢著

Rhodes（1961）分析了多個創造力的定義，把它們整合歸納成「創造力的 4P」：
1. Product—創造的產品
2. Person—個體的特質
3. Process—創造思考的歷程
4. Press—創造的環境壓力

從「創造力的 4P」，我們可以引伸出學習「環保創意」的方法—「4P 教學模型」：

1.3.1 環保創意產品 （Product）

「創意產品」是指「有新意」且「有用 / 恰當」的產品（Runco & Jaeger，2012）。因此，
「環保創意產品」便是指「有新意」且「對造福環境有用 / 有效」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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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環保創意過程 （Process）

「創意過程」是擴散性思維與聚斂性思維的適當結合（Runco, 2003）。整個思考過程需要
「先闊後窄」。

 
擴散性思維是創造力的關鍵（Runco, 1991; Runco & Acar, 2012）。如果在聚斂性思考之前
沒有充足的擴散性思維，學生便不能跳出框框，他們通常會堅持固有的標準和慣常的構思。
因此，在「環保創意過程」中，老師需要幫助學生克服各種類型的固有概念（例如：必須用
膠袋來裝東西、夏天必須使用空調、必須為新家購買新的家具等等）。老師需要鼓勵學生從
日常生活中尋找其他可能性。

在課堂實踐這個環保創意過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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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環保創意人（Person）

「環保創意人」需要具備所需的創意態度和創意能力，包括以下的八心及八力，以支持
他們產生出有新意及有用的環保意念。

	 活動八：環保創意人之情意態度及思維能力
	 你知道環保創意與哪些情意及態度有關嗎？請把答案填寫在下面四個心形
	 內及四個手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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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Williams (1969) 「鼓勵課堂創造力的模型」，我們訂定了以下情感態度和思維能
力學習目標。

1. 環保創意之情意態度（四心）

 好奇心及想像心
 • 感興趣並自主探索環境議題
 • 自由聯想不受限制，構思解決環境問題的未來方案，並對人類未來充滿 
  期盼

 挑戰心及冒險心
 • 挑戰既定的環保概念
 • 勇於嘗試一些困難或未曾有人嘗試的環保方法
 • 接受早期的環保方法中的含糊、不確定、甚至失敗

2. 環保創意之創新動機

 • 培養創新之欣賞—透過發現及分享環保創意
 • 培養創新之興趣—透過加強環保創作時之喜悅
 • 培養創新之價值—透過找出環保創新帶來的影響
 • 培養創新之信心—透過確立自己的環保強項，孕育無限可能之信念

3. 環保創意之思維能力

 • 流暢力（Fluency）              
 • 變通力（Flexibility）
 • 獨創力（Novelty）
 • 精進力（Elaboration）
 • 敏覺力（Sensitivity）                  
 • 想像力（Imagination）
 • 分析評估能力（Evaluative thinking）
 • 綜合思維能力（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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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老師完成活動九，一起掌握環保創意的首「四力」吧！

 活動九：考考你的「四力」
 請你列舉報紙的眾多特性，並想像出「報紙」的眾多用途。你的答案越多
 越好，越多種類越好，越新奇越好！請使用表內準則，計算「四力」的得
 分。

「報紙」的特性和用途

這種「另類用途」練習不但可以幫助學生理解何謂擴散性思維（即流暢力、變通力、
獨創力和精進力），而且有助擴闊學生對物件的「直觀功能」(affordance) (Gibson, 
1975)，從而發展學生運用材料的變通力，擺脫對材料的固有想法，對學校 STEM 製作
會有關鍵的幫助。

評分項目 評分準則 你的分數

流暢力 每個相關答案獲 1分。答案數量越多，分數越高。

變通力 每個不同類別的答案獲 1 分。即答案類型越闊，
越高分。	

獨創力 與其他參與者比較，每個罕見（例如，<1%）的
答案獲 1分。（答案越罕見，分數越高。）

精進力
在原意念上，每個加上的細節意念獲 1 分。按文
字及圖像的精確程度及仔細程度評分，	即答案越
多細節，越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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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環保創意環境（Press）

學者們（Amabile	&	Gryskiewicz,	1989，及	Amabile	et	al.,	1996）提出了一些有助創
意發展的環境因素。

 活動十：試把以上八個項目內的元素應用於家中及學校，建構如何構
 建有助環保創意發展的環境。

家中 / 學校環境最好能……

1 有來自家 / 校的鼓勵：

2 去除來自家 / 校的競爭：

3 有合適的工作量：
4 具挑戰性的工作：
5 有充足的資源：

6 有充足的自由度：

7 有來自家 / 校的支持：

8 有來自家長和老師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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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培養實踐環保創意的思維能力     鄭慕賢著

1.4.1 介紹個思維能力

在上一章提到，環保創意人需要具備創意所需的思維能力。這些思維能力的具體定義是
什麼？老師又可以如何培養環保創意的思維能力？

1. 敏覺力 
指能敏銳覺察到異同、變化、缺點、不尋
常、不完整、有問題或具發展潛質之處。

教學方法建議：
 • 發現問題
 • 直覺猜測
 • 比較異同
 • 自由發現

3. 流暢力 
指思如泉湧，產生眾多意念。

教學方法建議：
 • 構思眾多例⼦或問題         
 • 腦力激盪                            
 • 自由聯想
 • 心智圖

2. 想像力 
指能想像不存在、不可能及難以用邏輯推
理解釋或預測的事情。

教學方法建議：
 • 預測未來
 • 以不可能為可能（假如……）
 • 描述未曾經歷過的
 • 解釋不能解釋的

4. 變通力 
指跳出框框，轉換方向或以眾多⾓度來思
考問題。

教學方法建議：
 • 取代常規，尋找其他可能     
 • 類比隱喻        
 • ⾓色 / 形式轉換                        
 • SCAMPER 策略（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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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獨創力 
指意念與別不同，獨特新穎。

教學方法建議：
• 要求新奇的答案，以獨特性為主要評估
 標準
• 強迫聯想
• 逆向思考

7. 評估能力 
指能建立一些有用的準則來評估眾多的構思，
並選擇最合適的構思以作進一步發展。

教學方法建議：
• 試定立評估的準則 / 評估設計構思的
 優缺點 

例如：環保方案的有效性、普及性、所需資源、
經濟及環保與社會發展的平衡。

6. 精進力 
指意念細緻充實，精密完整。

教學方法建議：
• 充實原意念（描述、畫出⋯⋯）
• 把構思意念實踐（製造、推銷⋯⋯）

8. 綜合能力 
指能夠綜合知識、技巧及各種思維能力，創造
出有新意及有用的環保方法或發明。

教學方法建議：
• 環保創意解難
• 製作環保小發明
• 環境探究報告
• 環保生活實踐

1.4.2 針對各思維能力的教學設計
以上已提議一些提議的教學方向，請應用它們作以下練習。

	 活動十一：思維教學設計（一）
 請你配對學習活動與學習目標

教學目標 學習活動例子

流暢力• •A 如果你是 2100 年的人回到今天的地球，你會告訴 2020 年的人什麼
話？

變通力• •B 在進行一個環保 STEM project 時，繪畫精細設計圖、製造模型和
完成詳細報告。

獨創力• •C 嘗試在家庭 / 醫院 / 辦公室 / 學校 / 餐廳 / 等場所找出 10 個不環保
之處。

精進力• •D 建構新穎獨特的防止山火的方法，必須與現在使用的方法不類似。

敏覺力• •E 請說出 100 種使用報紙的方法。

想像力• •F 如果沒有膠袋，可以用什麼不同的方法從超市拿東西回家？

18



 活動十二：思維教學設計（二）
 請你試設計一些能針對環保創意的練習，培養學生的各思維能力。

《參考答案》
活動十一：
流暢力—— E
變通力—— F
獨創力—— D
精進力—— B
敏覺力—— C
想像力—— A

1. 想像力的練習：（能想像不存在、不可能及難以用邏輯推理解釋或預測的事情）
• 你想為未來發明什麼？
• 請預測這個環境 _________ 年後的情況，並構思 ___________( 物品 / 場景 )
 可能的未來願景。
• 如果你變成 ____________ 走進被污染的海洋，你會看見、聽見、嗅到什麼？
 寫一個故事。
• 如果地球的溫度 _____________，你的生活會 ________________ ？
• 如果地球上的人類消失，你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 流暢力的練習：（思如泉湧，產生眾多意念）
• 試在生活中找出 100 個 ___________________ 的例子。
• 試就着 _____________，自由聯想，畫一個心智圖（mind map）。 
• 試就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由提問，越多越好。

3. 變通力的練習：（跳出框框，轉換方向或以眾多角度來思考問題）
• 除了 ____________ 外，還有什麼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假如沒有 ____________，你可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試向（一種動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習環保生活方式

4. 獨創力的練習：（意念與別不同，獨特新穎）
• 試利用 ( 一件不尋常的物件 )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一件家具。
• 試發明一個獨一無二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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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針對各思維能力的學生作品
以下是一些本計劃的學生作品，校名請見書首之「計劃簡介」頁以及 4.1 章之「鳴謝」頁。
( 請注意，小學生答案，常有錯漏，只作參考。)

1. 敏覺力練習 
• 在學校發現一些不環保的問題：

綠創小偵探記錄

 事發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發現場中，我發現了不環保的證據 ( 越多越好 ):

	 	 1. 沒有人在禮堂卻開燈；2. 有明亮的窗戶仍然開很多燈；3. 沒有人在禮堂
	 	 卻開了咪箱；4. 天氣涼爽，放學前集會時只開窗就夠，卻常常開風扇；
	 	 5. 垃圾袋裏的垃圾沒有進行分類回收；	

 全校報告 ( 根據大家分享 ):
                                                                        

 

     
學校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 在日常物件中發現環保的特點：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禮堂：
1. 沒有人，窗很光，卻開
燈又開了咪箱；

遊戲場：
1. 太多冷氣機；2. 開了太
多燈；

音樂室：
1. 盆栽沒有人照顧枯死
了；
2. 開窗風很涼，卻關了窗
開冷氣；
3. 很多可以回收的垃圾沒
有人處理

廁所：1. 按壓式水龍頭的供水時間過長，浪費水；
2. 沒有人也長期開風扇和抽氣扇，浪費電；3. 窗戶自然光很充足但仍

學校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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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運用我們的五個感官在不同的地方進行聯想，發現家中的環境問題：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2. 流暢力練習： 
 • 運用腦力激盪法，構思眾多報紙的用途：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1. 打昆蟲	2. 喇叭	3. 插花	4. 手工	5. 花環	6. 摺紙	7. 墊
枱	8. 弓	9. 玩具	10. 窗簾	11. 擋太陽	12.10 秒雨傘	13. 袋子	
14. 短褲	15. 發洩	16. 鞋	17. 帽	18. 尿片包 pat	pat	19. 蓋子	
20. 碟	21. 圍巾	22. 盒子	23. 圍裙	24. 手套	25.mask	 26. 手
帶	27.neck	 laces	 28. 包蕃薯	29. 首飾	30. 包木瓜	31. 包
粽	32. 花籃	33. 面具	34. 頭飾	35. 領 tai	 36.book	 37. 公仔	
38.come 章	39. 牙刷	40. 眼鏡框	41. 稻草人	42. 抹玻璃	43. 碗	
44. 手錶	45.socks	 46. 眼鏡布	47. 紙巾	48. 毛巾	49. 裝餅	
50.	包裝 bags	51. 垃圾袋	52. 筆插	53. 筆蓋	54. 眼罩	55. 畫
紙	56.rulers	57. 風箏	58. 回收	59. 貼紙	60. 八達通套	61. 模
型	62. 旗	63. 面膜	64. 遊戲	65. 皮帶	66. 狗帶	67.map	68.mat	
69. 廁紙筒	70. 棍	71. 槍	72.ball	73. 平面圖	74. 海報	75. 彩
帶	76. 筆 桿	77. 望 遠鏡	78. 相 框	79. 手 機 hock	 80. 風 車	
81. 廣告	82. 錶帶	83.M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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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通力練習：（請注意，小學生答案，常有錯漏，只作參考。）
 • 運用「取代常規，尋找其他可能」的策略，尋找玩「剪刀石頭布」的另類方法，
  以及尋找 A4 紙盒的另類用途：

                 （三位小學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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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通力練習（續）：（請注意，小學生答案，常有錯漏，只作參考。）
 • 運用角色轉換策略，假設植物是你的好朋友，你會如何與它們相處，一起玩耍，
  照顧它們：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4. 獨創力練習：
 • 運用強迫聯想法，聯想家中各個地方與膠樽，想出升級再造膠樽的新穎方法：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23



1.5 發展環保創意的 STEM 活動  鄭慕賢著

最近，STEM 教育席捲了香港的整個教育領域。其目標是透過跨學科的設計與製作活動促進
學生的創造力（課程發展局，2015 年）。為了實施 STEM 教育，學校常購買很多教具，而
學生則在製作過程中消耗了大量的材料。可是，大多數學校的 STEM 產品並未在現實生活中
使用。從這兩點可見，如果教師沒有特別強烈的環保意識，STEM 教育肯定比傳統教育有更
多的的浪費。因此，學校應提倡環保 STEM 教育，例如維修、升級再造和製作日常環保工具。
STEM 活動應該具有一個合乎人類利益的目的，否則它將失去其價值。

1.5.1 在各環保子領域的 STEM

	 活動十三：齊來配一配
 以下是六個本計劃的活動例子，請把它們與不同的環保子領域配對，並把活動的代表
 字母填寫於圓形內。

  A. 膠樽報紙大升級              D. 綠創許願樹（為地球祝願）
  B. AR 綠創社區                        E. 創意綠化——植物作朋友
  C. 3D 打印做維修                        F. 再生能源小發明

	 活動十四：設計環保 STEM活動
 試從上述六個環保子領域中選出 3 個，為它們設計 STEM 活動。

領域 1：回收及升級再造

活動 1：

領域 2：
活動 2：

領域 3：
活動 3：

( 活動十三及十四之答案可參考本書尾頁的教學例子及分類 )24



1.5.2 應用「多元創造力培育的 STEM 教學模式」

大多數教育工作者認為 STEM 只是引導學生製作一些科技產品或發明。其實，STEM 教育的
目的是在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創意態度和能力 ，而不是立即產出偉大的作品。

在 STEM 的工程設計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都可以培養創造力。為了在環保 STEM 中培養創造
力，教師需要從以下多個方面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及能力：

 1. 發現問題的創意
 2. 研究的創意
 3. 設計的創意
 4. 製作（包括應用工具及編程）的創意
 5. 測試的創意
 6. 介紹作品（包括預想未來發展）的創意
 

圖：鄭氏多元創造力培育的 STEM 教學模式
（節錄自：鄭慕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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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STEM 活動設計的方法及考慮

創意不能夠直接傳授，而是需要透過良好的提示來激發。STEM 活動通常包含六個元素—情
境、問題、知識 ( 或技能 )、工具、材料及方案。如果適當地選擇及設計，當中任何一個元
素都可以是良好的引發創意的工具。因此，教師設計 STEM 活動時需要小心地選擇一個好的
引發元素。以下是三個例子：

1. 問題引發： 從既定問題引發創意
任務：應用自然冷卻設計一個高散熱效率房屋，並配有合適的窗戶和一個簡單的風扇
   

2. 工具引發：從已有工具引發創意
任務：如果提供一個手動發電工具和一個 LED/ 風扇，您可以發明什麼？ 有什麼可能的用途？

（右圖為小學生作品：使用手搖發電機、LED 燈及飲品鋁罐，製作出手搖發電電筒）

3. 方案引發：從現有方案引發創意
任務：觀看製作 DIY 洗衣機的 YouTube 影片後，請學生簡化並在課堂上進行製作簡易的乾
衣工具。
 

4. 情境 / 知識 / 材料等引發模式
請看參考書目中的：Cheng（2020）、鄭慕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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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十五：STEM 活動設計的考慮事項
 在設計「製作 DIY 洗衣機」活動時，教師需要考慮什麼？請你試填寫各事項的內容：

《參考答案》
活動十五

1. 任務的挑戰
高年級：看完 YouTube 示範後，製作可以洗淨、過水和乾衣的 DIY 洗衣機
低年級：看完 YouTube 示範後，製作可以乾衣的 DIY 洗衣機

2. 任務的限制
能源：無需用電
材料：僅使用日常廢物材料
金錢：幾乎不用
時間：課堂中的 30 分鐘

3. 評估標準
新穎性 + 有效性（例如：最乾淨、最少水、最快等等）

4. 相關知識
能量儲存與轉換、力學（例如摩擦力、慣性、向心力）等

5. 答案的眾多性
存在眾多可能的答案 / 方案，即活動能有大量的方法類型。最好一般同學也能產出不同方法。

6. 學習成果
一般學生能在此活動⋯⋯
 ·  發展對日常 DIY 的興趣、信心和技巧，節省用電
·  發展製作的創意的能力，包括尋找類似物料，理解及轉化 YouTube 上的方法， 重新
 設計及製作等等的能力。

o 任務的挑戰 o 相關知識

o 任務的限制 o 答案的眾多性

o 評估標準 o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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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發展環保創意的思考策略   鄭慕賢著

各位老師，如果學生在課堂想不到新點子，你不妨試用一些創意思考策略激發學生。接下來，
我們會介紹六個創意思考策略，並展示一些教學實例。

以下是一些本計劃的學生作品，校名請見書首之「計劃簡介」頁以及 4.1 章之「鳴謝」頁。（請
注意，小學生答案，常有錯漏，只作參考。）

1.6.1 腦力激盪法

步驟：
1. 容許異想天開的意見
2. 觀點、意見越多越好
3. 延遲批判
4. 不要打擾其他參與者及說任何負面的話語
5. 記下簡單所有意念
6. 將別人的觀點組合和改進

 活動十六：環保創意十式
 請運用腦力激盪法，寫出在某領域的環保創意的十個不同方式。 

環保烹飪十式： 環保穿著十式 環保購物十式：

環保旅遊十式：
環保飲食十式： 環保便便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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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腦力激盪法（續）

以下是學生的環保創意作品例子。

 (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

1.6.2 心智圖

 活動十七：心智圖
 在 STEM 設計前，圍繞主題（如聖誕節），自由聯想多個方向及環保意念，並繪畫
 一幅心智圖。

（可參考於本書 3.1 章的環保聖誕樹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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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屬性列舉
列出特定物件的所有屬性，然後從每個屬性中尋找大量新的可能性。

 活動十八：報紙的眾多用途
 請列出報紙的多種功能及特性，然後從每個特性構思出多項用途。

  

《參考答案》
活動十八：
報紙的其他特性如：一張張、好薄、可吸水、好多、好便宜、可書寫、有好多字、可墊東西、
可包東西、容易燒著、好輕、好多就好重、好塗成任何顏色、濕水後會變軟、可晾乾、可切
割成任何形狀、可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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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強迫聯想
刻意把兩個原本無關的東西進行組合或聯想，以產生新穎的意念。

 活動十九：教學設計
 在進行升級再造之前，老師可要求學生強行把材料和不同的日常需要、STEM 工具或
 科學主題進行聯想或組合。強迫聯想可激發創意點子，也使學生思考更加專注和高
 效。

 • 膠樽 + 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膠樽 + 廁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膠樽 + 衣 / 食 / 住 / 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膠樽 + Mirco:b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膠樽 + 發聲 / 傳聲 / 隔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常識科，老師也可以用此方法構思不同的實驗。以下是一位老師的作品，他把膠樽與各科
學課題進行強迫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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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方式使用強迫聯想，是把 STEM 主題與各不同環保子領域直接結合。

 活動二十：強迫聯想—機械人與環保
 運用強迫聯想，把機械人和以下各環保目的結合，設計一些機械人應用 / 發明活動。

 

（可參考於本書 3.5 章的機械人活動）

1.6.5 SCAMPER 奔馳法
SCAMPER 提供 7 個方向，幫助我們在已有事物中尋找修改或轉化的意念 / 方案。

把 SCAMPER 應用於環保創意 /STEM
說明

Substitute 取代 什麼可被「取代」？有沒有其他更環保的材料？有什麼替代方法？
（例如：用舊報紙代替花紙包禮物）

Combine 組合 什麼東西可以「組合」？有哪些事物可以合併起來？
（例如：用回收的物料與其他物品結合，作修補破損的東西）

Adapt 調適 有哪些地方需要「調適」？有沒有不協調的地方？
（例如：調節我們的生活方式）

Magnify 擴大 可否擴大體積大小 / 功能 / 使用時間 / 人數等等？
（例如：擴大雨水的使用）

Put to other uses 
其他用途

可否用於其他方面？有沒有 新用途？在其他場合使用？
（例如：用蛋殻做肥料、用水果皮做藝術品）

Eliminate 刪減 可否「刪減」？取消什麼？減少什麼？使其更環保。
（例如：減少使用電、水或減少人類！）

Rearrange/Reverse 
重整 / 逆轉

重新安排？交換組件？改變順序？
（例如：先用洗手液搓手，才開水龍頭）
或逆轉某常規或既定的習慣？
（例如：逆轉人類控制大自然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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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十一：SCAMPER 與太陽能風扇帽
 試運用 SCAMPER 來重新發明這頂太陽能風扇帽。

( 取代 ) (                    )

(                    )                      (                    )

學生作品例子：試 運用 4 種 SCAMPER 策略（重新安排、增加、縮小 / 刪減和取代），重新發明
太陽能風扇帽。（請注意，小學生答案，常有錯漏，只作參考。）

       （一位小學生的作品）
33



 活動二十二：教學設計
 試運用 4 種 SCAMPER 策略設計重用 / 修補的方法。

1.6.6 創意解難

創意解難（簡稱 CPS）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創意思維訓練模式，
用於指導學生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它包括 6 個步驟，分別為：發現困難、尋找資料、界定問題、
構思解決方案、評估方案及行動計劃。

它最重要的特點是，上述每個步驟都包括擴散性思維和
聚斂性思維。學生必須不斷構思眾多可能性及選擇其一繼續發展。

教學方法：
引導學生⋯⋯
 發現困難，檢討現況和個人經驗
 尋找資料，了解成因和現行做法
 界定問題，具體提問：「如何⋯⋯」
 構思方案，鼓勵眾多可能的環保方案
 構思準則，評估出最適合的環保方案
 行動計劃，實踐環保

( 取代 ) (                    )

(                    )                      (                    )

每個步驟都要先闊後窄 

參考 Treffinger, Isaksen & Dov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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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十三：設計環保創意解難活動
 試利用此工作紙，引導學生進行環保創意解難    

環保創意解難

環境現況是： 環境問題界定為：
1.
2.
3.
......

1. 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慮因素

解決方案

決定嘗試的方法 嘗試結果 改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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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創意解難（續）

學生發現家中問題：

36       （模擬小學生的作品）



乙部、環保創意（STEM）教育——模式及改革

 2.1 環保創意教育 —— 入門四式

 2.2 環保創意教育 —— 課程模式與特點

 2.3 環保創意教育 —— 學習反思及評估

 2.4 環保創意教育 —— 學校反思與展望



2.1 創意環保教育 —— 入門四式    陳妍姿著

環保是什麼？是不應該使用一次性膠樽？不可以把塑膠廢物扔到堆填區？不能夠浪費
資源…… 這些數不盡的「不應該」、「不可以」、「不能夠」就是環保嗎？這樣的環保，
普通的成年人或許都會覺得不耐煩，真的有小朋友會想做嗎？還是其實是會令小朋友
更覺得環保很麻煩和反感呢？本文將告訴你，如何以創新的方法，讓孩子喜歡上在生
活中做環保！

鼓勵孩子做環保，其實就如我們鼓勵孩子學習，沒有孩子天生會主動學習，都是透過
家長老師的認同、鼓勵、讓孩子從中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才讓孩子逐漸主動參與學
習，甚至喜歡學習。在進行環保的方面，其實也是同理，我們使用的策略是：讓孩子
徹底撇除環保就是「被迫不能做很多的事」的概念，為他們建立一種新的環保概念。
當中有四個重點，一是「生活」，二是「輕鬆」，三是「有趣」，四是「自主」。

2.1.1 創意環保在生活

首先，環保不是要在郊外遊玩後做，不是要在學校的回收活動做，也不是要在垃圾堆
填區做。環保，應該在生活裏做。只有讓環保融入孩⼦與大人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個
地方，才會讓人容易接受，也容易做到。不在於刻意去某個地方參加環保活動，不需
刻意在某些場合想辦法做，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隨手做。 讓孩⼦在生活中做環保，不
看輕每一件小事，因為只有把環保融入每個人生活，才是真正的進步。

2.1.2 創意環保要輕鬆

其次，要鼓勵孩⼦做環保，我們要讓他們相信自己能做到。我們不應該把目標設定得
太遠、太偉大。例如，若鼓勵孩⼦保護瀕危動物，對於他們來說，首先要搜索什麼是
瀕危動物，然後他們會發現自己也做不到什麼確實的有效行動，從中他們或會產生巨
大的「無力感」。這樣，其實是變相讓孩⼦產生「做環保太難了」的悲觀情緒，逐漸
就失去了行動的動力，不想參與。反之，我們應該「貼地」地做環保，讓孩⼦感覺輕鬆、
沒有壓力。鼓勵孩⼦所想的所有環保意念，珍視孩⼦所做的任何環保行動，無論大小。
這樣讓孩⼦知道環保並不是大人、或者專業的人才能做好的事，即使他們是小孩⼦也
能做得到，從而感覺環保並不難，而且是既簡單容易又輕鬆的事。

2.1.3 創意環保尋樂趣

同時，讓孩⼦從環保中找到樂趣，也是推動孩⼦做環保的重要因素。孩⼦的天性喜歡
玩，我們就應該順應他們的天性，讓他們把環保的行為也當成一種玩樂。最簡單的方
法，就是讓孩⼦反轉⾓色。平時大人總愛挑出孩⼦錯處，不如也讓孩⼦反客為主，挑
出家裏不環保的地方，挑出學校不夠環保的安排，挑出家人做得不夠環保的事，挑出
老師教環保卻沒做到的環保事……孩⼦們一定覺得很好玩。再升級一點，可以讓孩⼦
隨自己的心思，想出奇怪獨特的方法，看如何讓被他挑剔的不環保地方和不環保的人
變得更環保。是要懲罰？是要加機關？是要有獎勵？還是要有新發明呢？無論是什麼
念頭，只要不是錯事，也不需太早批判做法的效果，只要他想做，我們就儘量讓他實現。
讓孩⼦的環保實踐玩起來比普通的虛構遊戲更有挑戰性、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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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創意環保有自主

在本計劃中，我們讓學生一步一步建構他們獨特的創意環保計劃。學生可以做「環境
小偵探」，自行尋找家中或者學校隱藏的、自己想改善的多個環境問題，而不是由家
長或老師指定；然後學生選擇其中一個環境問題，針對性地構思出多個不同的解決方法；
之後，再從多個解決方法中選出一個，計劃詳細的步驟，例如需要準備的工具、材料，
或者是創作一些生活行動的新規定；最後，就讓學生自己嘗試實踐計劃的各個步驟，
並進行紀錄。 在這樣的活動中，學生可以自主選擇在生活中解決什麼的環境問題，「媽
媽買太多食物回來，吃不完造成浪費，又沒有回收廚餘」、「沒有人在客廳但開着電
視」、「爸爸睡覺總是忘記關燈」等等的問題，看似細微，其實就是生活中常被忽略
的環保小細節，我們應該支持學生觀察注意並改善。在我們的活動中可觀察到，學生
找到大人做得不夠好的事情，是一件令他們很興奮的事；而如果能夠靠自己改善到大
人做得不夠環保的事，對於孩⼦來說，將會令他們更有做環保的動機及滿足感。而面
對要選擇解決的環境問題，我們不需要手把手地教學生怎樣做，只要從旁提供引導他
們多觀察，多思考。老師要多欣賞學生自行構思的、較少見的方法，鼓勵他們嘗試實
踐自創的環保生活方式。讓學生自主地解決他們想解決的，做他們想做的，使用他們
覺得好玩、有趣的方法去做環保。有時候，他們的環保創意行動的效果未必很顯著，
但是能改變孩⼦對環保固有的沉悶感覺，讓他們建立「生活中的環保簡單又好玩」的
概念，就是最大的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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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保創意教育 —— 課程模式與特點  鄭慕賢著

什麼是環保創意教育？環保創意教育就是幫助學生未來成為環保創意人，產出有新意
及有用的環保意念。學生應該學習 1.3 章中的環保創意人應具備的創意態度及能力。
本章節將討論在學校課程中如何推行環保創意教育。

2.2.1 環保創意教育之目標

採用 Amabile（1996）的創造力三元件模型，在此教育應增強學生在環保創意的六個
⼦領域的工作動機、創意思維技能和專業知識。
由於學校課程已涵蓋不少知識，因此本計劃把重點放在發展學生的工作動機和創意思
維技能上，以及提供激發創意的環境上。

以下是本計劃曾經使用過的一些學習目標，可供老師們參考：
1. 掌握創意思維和 STEM 的技巧，並能解決日常環境問題。
2. 主動關心環境問題，實踐具創意的環保生活。
3. 能在學校 / 社區推廣創意環保，做個綠創小領袖。 

40



2.2.2 跨學科的環保創意教育

在各學科之舉偶：

  
 活動二十四：常識科教學設計
 請你就以下常識科主題
 構思一些環保創意 /STEM 活動。

	

《參考答案》
活動二十四：
醫院   探討醫院的環境問題，例如：
   設計可重用的防護裝備，如口罩
住房   設計環保建築，例如：
   - 用回收的廢物造磚   - 設計多功能傢俱  - 製作完全使用天然光的
   房⼦
健康   構思最環保的運動，例如：
   製作可產生電力的跑步機
節日   討論節日的 4R，例如：
   設計不用電池也會發光的燈籠
為我們服務的人 如何協助消防員撲滅火災
宇宙探索  想像人類對宇宙的可能破壞及其出路

科目 例子

中文科
英文科

「環保週記」：從「衣、食、住、行」各方面，發現環境問題並想出
解決辦法，試行後撰寫環保週記

音樂科 以環保物料製作樂器並演奏

體育科 以環保物料製作體育用具

視藝科 環保藝術（Eco-Arts），例如製作展品警醒世人要愛護大自然

生命教育 從關愛動植物到愛惜自己

常識科 幾乎可融入所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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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環保創意是教育的根本改革

以下是傳統的環境教育與環保創意教育的比較，為教育改革提供參考。
   
   
 

總括而言，這個計劃提倡的環保創意教育強調發展擴散性思維，學習自主性、自我實
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和探索、創意的問題發現及問題解決、接受挑戰和冒險及容
許犯錯的新嘗試，以及更重要是培養學生的內在興趣和自我效能感。

傳統的環境教育 環保創意教育

1. 常有負面看法：包括告訴學生地球嚴重
生病和人類對地球造成重大的危害，及要
挽救垂危的地球。

1. 常有積極看法：培養對人類未來的希望
和信心。

2. 採用相當規條性及壓制性的行為學習方
式。壓制人類的慾望。

2. 把環保生活重塑成時尚快樂的生活。透
過創造力培訓和真實的環保經驗，培養學
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信心。

3. 以知識為主導 3. 以創意為主導

4. 採用外在的鼓勵方法，依賴外在的獎勵
或懲罰。

4. 採用自主方法，即促進個人興趣、內在
動機和自主性。

5. 遵循規則：說服學生採用一些政府制定
的規則來實踐日常生活中的 4R。

5. 自我實踐：透過發揮創意實踐環保創意
可被視為一種自我實踐，將為參與者帶來
快樂及滿足。（Maslow, 1968）

6. 明確的對與錯，固定答案，不鼓勵犯錯
或冒險。

6. 使用開放性的任務，鼓勵接受挑戰和冒
險，並且容忍含糊、不確定性甚或錯誤。

7. 環境教育只是一個特定的學習領域，主
要在某個科目中推廣，例如小學常識科。

7. 在整個小學課程中推行，並鼓勵全人發
展；「環保創意」非只屬於比賽或專業人
士，它是大眾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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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環保創意教育之課程結構
總的來說，環保創意教育是把各環保⼦領域的活動滲入小學各學科、各創意態度及能
力的學習目標。課程結構模式如下：

 活動二十五：課程設計（一）
 請你試把雲形中的學習任務與四方形中的課程目標、環保⼦領域及學科作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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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二十五：課程設計（二）
 請你試就下面不同的課程，寫出四個教學設計。

請你試就下面不同的課程，構思出四個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一
目標：培養敏覺力和好奇心
環保子領域：保護動物
學科：藝術科

教學設計四
目標：
環保子領域：
學科：

教學設計二
目標：培養變通力和想像心
環保子領域：升級再造
學科：中文科

教學設計三
目標：培養獨創力和挑戰心
環保子領域：減少使用及取代
學科：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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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環保創意教育 —— 學習反思及評估  鄭慕賢著

2.3.1 學習反思
由於大部分的創意教學都採用體驗式或建構式的教學方法，因此在活動結束後進行認
真的分享和學習反思至關重要。 可以請學生填寫反思紙。（如下）

教師也可以製定一個簡單的量表（如下），供學生在課後反思自己的學習表現。

2.3.2 創意作品評估

教 師 還 可 以 製 定 一 個 量 表， 以 評 估 創 意 STEM 作 品 的 創 造 力。 以 下 是 作 者 參 考
Cropley（2015）之創意方案診斷量表（CSDS）發展出來之評估量表 。

鄭氏環保創意作品評估量表（適合小學教學使用）

反思：我今天學到……

十分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十分
不同意 

我覺得這一課能提升我的創意。
我覺得這一課能提升我的環保興趣。
我覺得這一課能啟發我的環保能力。
我喜歡上這一課。

評估項目： 低 略低 一般 略高 高

作品的相關性和有效性（可以包括作品在環保各子領域中的
正確性、性能、適合性、操作性、安全性及耐久性） 1 2 3 4 5

作品的新穎性（可以包括作品在知識 / 技術的應用、材料 /
工具的選擇及應用、製造、測試、介紹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新
穎性）

1 2 3 4 5

作品 的 精緻 / 美程度 1 2 3 4 5

作品 的 未來發展潛質 1 2 3 4 5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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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創意過程評估

評估並非必須以作品效能測試或產品評估量表的形式進行。在創意過程中，教師可以評估
學生在各步驟的表現及鼓勵當中不同的思維能力。教師可嘗試自行設計評估標準及量表，
以鼓勵創意過程。

 活動二十六： 配對練習
 請你配對下列思維能力及在創意過程的表現

     • A. 設想一些有意義的未來願景
     • B. 用不同的觀點、⾓度及方向尋找點⼦ / 方案
     • C. 在構思眾多意念後評估它們 
     • D. 完成整個解難的過程，並付諸行動
     • E. 製作細緻真實的 STEM 模型
     • F. 建議一種全新的方法來拯救地球
     • G. 構思眾多意念 / 方案
     • H. 從生活中發現其他不被察覺的環保問題

 

《參考答案》
活動二十六
Sensitivity  敏覺力 (H)
Imagination 想像力  (A) 
Novelty 獨創力 (F)
Elaboration 精進力 (E)
Evaluation 評估能力 (C)
Synthesis  綜合能力 (D)
Fluency  流暢力 (G)
Flexibility 變通力 (B) 

            Sensitivity 敏覺力 • 
          Imagination 想像力 •

                Novelty 獨創力 •
           Elaboration 精進力 •
        Evaluation 評估能力 •
          Synthesis 綜合能力 •

                Fluency 流暢力 •
             Flexibility 變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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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環保創意教育 —— 學校反思與展望  鄭慕賢著

2.4.1 學校反思

可請全校老師作以下反思，結合分析以了解貴校的現況。

 活動二十七：教師反思（一）
 試用下圖兩個向度的方位來評估你現時的教學，並在下圖標記它的位置。例如：如 
 果你的教學是高度環保的，卻沒有激發學生的創造力，那麼你就處於右下的位置。 
 此練習不限於教環保的老師，適合所有科目使用。
      

 活動二十八：教師反思（二）
 在六個環保子領域中，您的教學多數屬於哪個項目？ 請    。您的教學總是缺少哪個 
 項目呢？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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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進行全校反思後，下一步是要構思改革。由於環保創意教育的目標是發展學生的生活習
慣及態度，因此不應僅僅關注產品製作或交功課，我們希望參與環保創意教育是全校性投
入，滲入所有學校環節，包括以下各個方面。

 活動二十九：展望未來
 如何從以下六個方面改進你的學校現時的環保創意教育？請在圈內寫下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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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歷時兩年，我們計劃試驗了一個校本漸進的發展模式，並證明了它的可行性。開始時，
學校可在一些課外活動及日常非正式學習中試行環保創意教學，然後把它有系統地滲入所有
正規課程，請看以下圖表：

註：非正規學習、非正式學習 及 正規學習 即指 informal learning、 non-formal learning
及 form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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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培養各個環保子領域的創意
3.1 維修及升級再造——重用的創意

3.2 減少使用及取代——水及自然資源的創意運用

3.3 減少使用及取代——Micro:bit 之創意應用

3.4 動植物保育—— 學校的野外創意實驗室

3.5 推廣環保——創新 STEM 活動

3.6 尋找新的生活方式——環保升華與創意道德



3.1 維修及升級再造——重用的創意    鄭慕賢著

香港的孩⼦很容易便能獲得物資。因此，一旦這些物資損壞或不再有用，他們就會丟棄
它們。 除了丟棄，我們還能如何處理舊了或損壞了的東西呢？如果襪⼦有洞或雨傘無法
打開，我們可以怎麼辦？本文將告訴您，升級再造和維修東西可以是一個有趣的遊戲，
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興奮的挑戰！這個計劃促進香港小學的維修和升級再造教育。我
們到訪學校以指導小學生維修和升級日常用品，例如襪⼦、雨傘、玩具、書包、水樽和
錶帶等等。
 
3.1.1 簡單的升級再造

我們運用一些創意策略來推動小學生構思多個升級再造及維修的可能方法，例如就日常
用品進行強迫聯想，及運用 SCAMPER 奔馳法（包括替換、結合、調整、放大、其他用途、
消除和重整）。舉個例⼦，報紙的升級再造方法包括製作各種各樣的用品……再重用舊
襪⼦的方法包括：縫合那個洞，擴大那個洞變成一個暖腳套，用小塊的布來填補那個洞，
甚至把它變成手套！在這個計劃中，學生都把日常生活中的廢物進行升級再造，製成有
用的東西，包括：膠樽、紙類、衣服、廢木、雨傘及有機物（果皮、食材）等。

本計劃的學生用舊襪⼦製作的升級再造髮圈
及手套

本計劃的學生用報紙製作的升級再造垃圾鏟、
掃把及聖誕樹

本計劃教導學生用雨傘升級再造的雨傘骨槍及書包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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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簡單的維修

在本計劃，學生維修他們的襪⼦、雨傘和玩具車等等。而他們所運用的工具包括針線、
剪刀、潤滑劑和熱熔膠槍等。

3.1.3 綠創維修角

本計劃參考了歐洲「維修咖啡館」（Repair café）的概念，協助大埔舊墟公立學校設立
了一個「綠創維修⾓」，學生變身成維修大使，在早上上課之前擺檔，為其他同學提供
維修服務。表現出色！

本計劃的學生在「綠創維修⾓」努力地維修學校同學帶回來的破損物品

本計劃的學生用針和線修補破損的襪⼦；……

用熱融膠槍修補破損的手錶帶；及……

用潤滑劑維修開合不順暢的雨傘；……

用膠樽蓋修補車輪損壞了的玩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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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促進重用的 3D 打印

維修和升級再造亦是一種很好的 STEM 教育。在我們計劃中，小學生嘗試練習使用針和
線、熱熔膠槍、潤滑劑、釘⼦和錘⼦，各類型的黏合劑以及其他 STEM 工具。小學生着
迷於使用這些工具，並利用它們來創造自己的小奇蹟。在這些 STEM 活動中，使用 3D
打印來維修和升級再造物品是最具挑戰性的任務。小學生需要形象化地推想損壞或丟失
的零件的 3D 形狀，同時用不同的量度器具對它們進行精確的測量，從而繪製出替換零件
的 3D 圖形。雖然許多小學生發現這項數學任務非常艱鉅，但他們大多數人都喜歡進行這
探索的過程。小學生很高興能學習到新技術，同時又可依為破舊的物品賦予新的生命。
從維修、升級再造、翻新到重新發明，小學生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

      本計劃的維修教學例⼦，請看 

          本計劃的升級再造教學例⼦，請看

本計劃的學生使用 3D 打印技術維修相架

本計劃的學生使用 3D 打印技術維修手錶帶 本計劃的學生使用 3D 打印製作
升級再造的膠樽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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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及自然資源的創意運用    黃菀參著

許多學校設置各式各樣的環保設施，以教導學生珍惜資源，例如 : 安裝太陽能板，轉電為
能 ; 學生把剩菜放到廚餘機，轉菜為土……然而，少有學校收集人類生活的其中一種重要
資源——水。 本計劃邀請學生設計及製作收水器，並鼓勵學生運用創意使用收集到的水。 
收水器與太陽能板和廚餘機比較，看起來或是不太高級和先進，可是學生卻可以有更多
的參與，他們完全掌控整個製作過程，更在收水後一起清潔校園，甚至把這個收水省水
的創意行動融入家中（圖一）。收水、用水活動既可以激發學生創意，又可以讓學生樂
在其中。本文亦介紹如何把「減少使用及取代」的教學概念延伸至更多自然資源，擴闊
善用資源的層面。

（圖一）

3.2.1 培養創意收水用水的技能

有不少人認為，實踐環保就是遵守規則，要緊隨權威性的守則 ( 如「不要造成浪費」)，
卻沒有讓學生反思如何一起珍惜資源。而這個收水、用水活動正好讓學生可以發揮創意，
在實踐環保上提出新想法，真正地出一分力。

「除雨季外，還可以在甚麼時間或地方收集水 ?」 
「用甚麼物料製作收水器 ?」
「收集後的水有甚麼用途 ?」
在活動中我們常問學生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因為開放式提問技
巧及營造自由學習氣氛有助培養學生的創造力（鄭慕賢、李孝聰，2002)。當學生合理解
釋想法時，我們就要給學生多點信心，嘗試接受他們的靈感吧 ! 在探索學校收集水的地方
時，有很多學生只想到在操場外收集雨水，但沒有下雨就無法收集水。後來有部份學生
留意到學校的水管、冷氣機滴水，於是他們便把收水器放到該處（圖二、圖三）。

（圖二、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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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製作收水器時，學生曾遇到多種的困難，如收水器重力不均會翻倒，或是收水
器的入口太小。 但是，我們不會直接向學生提供解決方法，而是反問學生，例如可以用
甚麼物料擴大收水口？在問答的過程中，也向學生分享 STEM 原理，如 : 重力、平衡、水
的流動方向等，啟發學生如何改良收水器。上述例⼦提醒我們，挑戰總是少不免。不過，
凡事沒有絕對的對錯，學生需要的，是創作空間和鼓勵。著名教育家 Dewey(1923) 提倡

「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在製作收水器的過程中，學生既可使用 DIY 工具（圖
四），亦可構思創造收水器的不同方式。學生就在此學習思維上及手作上的技能。當學
生見證自製的收水器成功收到水的一刻，他們收穫的會是無比的成就感。

（圖四）

3.2.2 齊齊落手收水用水

環 保 教 育 的 理 論 中，Palmer (1998) 提 到 認 識 環 境 的 教 育 (Educ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 、置身環境的教育 (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及關心環境的教育 
(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在本港常規課程中，學生多於從課本中認識惜水方
法，卻較少有機會親身參與珍惜水資源的行動。而本活動將帶領學生跳出書本，一起發
掘收水的可能性，為學校製作收水器，一同見證收水、用水的時刻，培養學生對於珍惜
水資源的態度。在收水及用水的過程中，學生們都秉承著「一滴水都不可浪費」的精神，
即使天氣不穩，也無阻學生在户外收集雨水，有學生全神貫注地撐起雨傘（圖五），好
讓雨水順着雨傘流入收水器 ; 有學生瞄準冷氣機滴落的水，把收水器放在適當的位置。 
收水後，學生主動拿起拖把，一邊灑下收集回來的水，一邊清潔地面 ( 圖六 )；也有學生
使用及過濾後的水，努力地清潔學校門窗。這是老師和家長都不常見的情況吧！ 
   

（圖五、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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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資源，並不是只能自己一個人做。這個活動除了讓學生了解更多收集水、使用水及珍惜
資源的方法，更關注學生同儕間的通力合作，一起想方法善用身邊資源，為學校、社區的環
保出一分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學生享受這一個好玩有趣「關愛環境和校園的服務」，一舉
多得 !

3.2.3 創意使用自然資源

昔日，人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環保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用鹹水草綁起蔬菜、魚、肉；用大片
的荷葉包裹食物；用粗糙的樹葉作洗刷用的布……現在，人們追求方便快捷的生活，更傾向
依賴塑膠等難以分解的加工物料。其實，除收水、用水外，我們還可以在學校和社區收集其
他自然資源，取代對環境有害的用品 ! 

老師可參考下列活動，與學生一起善用資源。

 活動三十 :
 試了解各種自然資源及構想如何使用它們，以代替及減少使用傷害環境的用品。
 你會在甚麼情景運用不同的自然資源，並把它們用作甚麼用途呢？

 

注意：自然資源要小心收集，不可隨意採摘，例如：宜收集落在地上的木棉花而非採摘樹上的。

3.2.4 小結

即使太陽能板及廚餘機看起來比收水器更高科技，但收水器的環保創意卻比它們更「宏大」。
因為從設計到使用收水器，都是完全由學生親手所做。我們不需學生現在就設計出偉大的高
科技發明品，而是期待學生從創意及環保教育中尋覓自己的⾓色。學生能在此找到喜悅、對
自己的突破及關懷環境的心態，這不是比昂貴的硬件配套更可貴嗎 ? 創意不是天荒夜談，環
保不是紙上談兵，珍惜資源的活動可以低成本卻很有趣味，而創意地節省及運用自然資源就
是生活的創意 ! 

（圖七：計劃成員學校參與收水用水活動合照）

自然資源

+

情景

=

代替品

取代

現有的物品

木棉花 體育課 木棉花球 羽毛球

茶葉渣 洗手間 吸濕香包 空氣清新劑

牛糞

廢油

56 （以上包括一些本計劃的學生作品，校名請見書首之「計劃簡介」頁以及 4.1 章之「鳴謝」頁。）



3.3 減少使用及取代——Micro:bit 之應用 陳炳文著

3.3.1 Micro:bit 簡介

作為一項 STEM 教育的工具，Micro:bit 是近年頗受中小學界歡迎的玩意，它有很多優點。首
先是它的價格不算昂貴，相對其他「高科技」的電⼦平台動輒每件上千元的價格，Micro:bit
的主元件每件才百多元，算是較便宜的選擇，教學上要購置足夠數量讓全班學生一同使用也
不難。而且 Micro:bit 的編程方法很容易上手，即使是沒有接觸過編程的學生也可以在短時間
內掌握到基礎技巧，再加上 Micro:bit 的底部已配備了不少的感應元件（包括光度、溫度、方
向等），不需要太多的附加配件就可以用來作探究的工具。即使把 Micro:bit 作為 STEM 入門
級的平台，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教師和同學如果想要自學 Micro:bit 的技術，可以在網上找到不少的自學資源，例如在
makecode 的網站上，就有不少 Tutorial，只要使用者跟著做就可以掌握 Micro:bit 的基礎功
能。

值得一提是 Micro:bit 在編程介面的擴充能力，在這所指的是各種的 Extension，容許用家在
編程時加入一些控制一些附加的硬件，例如在 makecode.com 的平台中，可以找到運用超聲
波聲納配件去量度距離 ，而另一個名為 Extension board 的裝置則可以用 Micro:bit 來搖控
其他裝置，包括可以搖控手提電話的拍攝功能。如果你學會靈活運用這些擴充功能，就可以
大大增加 Micro:bit 的可能性。

3.3.2 Micro:bit 的擴充

探討如何在環保創意中使用 Micro:bit 之前，首先要處理的是有關電源的常見問題。在把不同
的裝置接駁到 Micro:bit 之前，我們注意要檢查裝置的操作電壓等的資料，避免因錯誤接駁而
使這些裝置受損。

留意 Micro:bit 需要用兩粒 3A 型電池操作，而操作電壓也只有 3.3V，這個電量和電壓意味
著，如果要用 Micro:bit 直接去驅動一些低耗電的感應器，也許仍然足夠，但如要接駁一些耗
電稍高的設備，例如電動機之類的裝置，或要連接一些需要更高電壓才能操作的感應器或其
他裝置 ( 常見的是 5V)，就需要善用外置電源 ( 例⼦見下圖一 )。如果要由 Micro:bit 去供應其
他裝置的電源，就要加倍留意乾電池可以持續多久。以環保⾓度來說，我們應盡量使用可再
充電池為 Micro:bit 提供電源。值得留意的是，看到 Micro:bit 的 USB 插座，有不少人會聯
想到用流動裝置用的 Powerbank 作為外置電源，但可惜經測試之後發現電流量未能配合，
Powerbank 的電流往往會過大，容易使 Micro:bit 受損，因此暫時不建議使用。
    

圖一：Micro:bit 的擴充功能例⼦，上方是 Micro:bit 插在插座上，下方為外置可變電壓模組，
插上 9V 的 D 型電池後可以為外置的 LCD 模組提供 5V 的電源。（圖中的白色線為共用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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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應用 Micro:bit 製作環保發明

我們可以運用 Micro:bit 來設計很多環保的控制裝置，例如控制水、電或其他物資的開關以節
省它們的使用。方法是以 Micro:bit 作控制部分，而裝置的其他部分可以用一些環保的物料如
硬卡紙、膠樽等來製作。教師可以指導學生進行以下練習 :

 活動三十一：
 請選擇一 / 兩個輸入器和一 / 兩個輸出器，並與 Micro:bit 結合一起，設計發明一種
  「減少使用 (Reduce)」 的設備。在另一張紙上繪製設計圖。

但是，在製作環保裝置的時候，就有一個大家必須正視的問題，就是 Micro:bit 的操作本身也
需要電源，因此如要應用 Micro:bit 設計一個合理的節約資源方案，就需要具備「以小控大」
性質，以一個細小的電源消耗去換取一個明顯減少浪費的效果。而要達到這個效果，我們可
以考慮善用繼電器 (Relay)。如圖二所示，繼電器是用小電流控制大電流的開關，雖然繼電器
可以用來連接電壓 220V 的電器，但考慮到用電安全的；/ 因素，我仍建議各位在中小學的教
學情境中，只用較低電壓示範這個概念。圖三 a 及 b 中的例⼦我們用 9V 的 D 型電池去接駁
一個燈泡。具體如何設計在不同條件下開關外置的電器 (output)，或是要配合其他的感應器，
則可以發揮創意。
 

    

圖 二： 繼 電 器 (relay)， 右 下 方 要 連 接
Micro:bit 及 5V 電源的正負極，左上方接上
外置的線路。注意操作此繼電器需要 5V 電
壓，因此需要接上外置電源。  

圖三 a：下圖所用的 Micro:bit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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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b：以繼電器控制較大電流或電壓的例⼦，下方是 Micro:bit 的線路，上方外置的線路可
以換成其他裝置。

除了電流的開關之外，我們也可以善用伺服⾺達（servomotor），用來設置其他物資的開關。
例如是以硬紙板製作一個自動放出動物飼料的裝置，然後再設置伺服⾺達控制飼料的開關。使
用伺服⾺達前，需要先透過 Extension board 加入控制伺服⾺達的程式。因為接駁方法較上述
接駁繼電器的方法簡單，就不在此詳述了。

總體而言，在學校運用 Micro:bit 完成的作品，一般仍然會較重視作品所展示的環保設計意念，
是否能真正達到的環保和節約效果，相比之下較為次要。

                 本計劃的減少使用及取代教學例⼦，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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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動植物保育——學校的野外創意實驗室   蔣志超著

生態園（又稱生態公園）是整合生態環境到花園景觀中的一個設施 (Cheang 等，2017)。它能
促進人類生活的身心健康和改善周圍環境，是「地方為本教學法」的好場地，是實踐環境教育
及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好地方，本文旨在簡單介紹在學校環境下建立生態園或類似設施，以及於
設施內進行創意教學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3.4.1 生態園簡介

生態園跟一般花園最大的分別，在於利用一些較天然的方法去管理花園，例如不經常修剪和除
草、不使用農藥和化肥等園藝方法，有研究指出這種管理方式的確會令園內生物品種數目增
加，也令花園美感增加 (Lindemann-Matthies 和 Marty，2013 )。 生態園在外國頗盛行，好
像位於新加坡科學館內的生態園，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户外實驗室，吸引不少遊客。另外，台北
松⼭文創園區內亦有一個大型生態池，令充滿文藝氣息的地方平添一份大自然的生氣。高雄捷
運也有一個生態園區站，旁邊就是以本土植物為招來的植物園，提供一個集休憩及教育於一身
的生態園。

在香港，很多本地的學校內都有不同大小的地方用作花園或者耕作之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
辦了綠化校園資助計劃，幫助學校打造較為綠化的校園。大埔環保會亦曾在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下為本地學校建立生態及環保户外教室。這些項目著實為本地學校帶來一些契機，建造或改造
校內的生態園。

3.4.2 生態園的設計原則

生態園著重較少干預的方法去管理，因此並沒有標準設計模範。不過在設計時一般會考慮到怎
樣實行這種管理概念，以及幾個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的方向。以下是三個主要方向 / 原則：

 1. 有效及減碳的能源利用——可以從開源節流兩個方向構思，開源是盡量利用可
 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風能等，設置前需要聘用顧問公司評估，並考慮是否跟電網
 連結。節流則是怎樣不浪費能源，例如設置人流感應器開關電器等。

 2. 保持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世界潮流，香港政府亦已推行生物多
 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生態園是都市裏認識野生生物的好地方，蝴蝶園是其中一個常
 見的例⼦，在園內種植不同品種的蜜源植物及寄主植物，可吸引不同蝴蝶品種停留於
 生態園內。

 3. 物質的循環——除了垃圾回收外，園內生態系統的運作也是考慮因素之一，有
 機耕作、大型魚菜共生系統是一些很好的例⼦。有機耕種減少對殺蟲劑的依賴，有助
 減少影響野生生物的物質進入生態園系統中，農作物殘餘及廚餘可作堆肥之用，促進
 物質循環。

在設計生態園的細節上，大家可參考香港綠色議會的《香港學校綠建指南》，在建築上做到更
環保。

3.4.3 生態園的創意教育

利用花園或後花園作教育及科學教育其實不是新鮮事，美國早於 2004 年已經有學術文章總結
如何在小學利用後花園做科學教育 (Rowe 和 Humpries，2004)。Tal 和 Morag(2009) 嘗試探
討老師利用生態園進行野外教學遇到的問題，其中老師對課題欠缺信心，學生秩序的管理及學
生缺乏學習動機等都是老師所擔心的。文中亦提到，透過分組同學及老師給予的支援，在提供
精心安排的活動下，能提升同學的學習效果，活動後的反思，更能令學生掌握所學。另外，亦
有文獻指出户外學習能有效保存知識，加強學習動機及高階思維等 (Jeronen 等，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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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為本的教學
在整個設計、建造、管理生態園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例如設計上怎樣可達到
保育及教育的平衡？管理上園內生物出現病害怎樣處理？種植農作物時出現蟲害怎麼辦？此等問
題，會在整個生態園運行的時候不停出現。事實上，如何有效及有創意地解決此等問題，正正是
一個個給予學生「問題為本教學」的學習機會。一方面能培養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在親身管理
的過程中，學生會有更強的投入感及作為學校一份⼦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在處理問題時，創意
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當然，有了創新的意念後，需要實際測試，這種「動手做」的模式，正
正是 STEM 教學的其中一個主要方法。事實上，有學者 Gaylie (2009) 利用與學生一同管理一個花
園的經驗，處理形形色色的問題，當中更有涉及社會和環境公義等嚴肅問題的抉擇與解決方法，
到學生畢業時都令到學生有一個更加環保的態度。由此可見，生態園的作用不只局限於一塊土地
的環境保護之上。

2. 設計學校生態園
由於生態園沒有一個標準設計，一間學校亦不必將整個生態園完整呈現於學校內，因此，進行問
題為本教學時，可因地制宜，尋找學校的一些獨有資源加以配合發展，例如有一所位於河流附近
的學校有大量小白鷺出沒，學校為學生特意設計了觀察鳥類的課程。另一所學校處於⼭邊，有野
豬出沒的記錄，老師利用此學校特有問題，讓學生進行一個 STEM 設計課堂，運用不同創意技巧，
解決如「若野豬闖入學校」這個問題。還有一間學校位處郊外河口位置旁，學校老師帶領學生從
資料搜集開始，一直到最後設計了一條跨學科、集生態、文化保育於一身的導賞路線，並印製輔
助刊物。

另外，本計劃曾經舉辦生態園設計的學習單元，讓同學自主設計他們學校的生態園，除了一些比
較典型的設計外，亦有同學跳出框框，想出配合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態園。（請見以下附圖）

另一個實行生態園創意教學的難處或要求，是要
有一隊精於解決問題、思想開放的教學團隊，有
接受過創意思維訓練的老師參與更佳。並且，校
內亦需要有相應的技術支援人員，例如花王、甚
或有務農或飼養動物經驗的同工。始終，如要成
功種田、飼養動物（如魚菜共生系統中的魚類養
殖）都需要一定的經驗，有這樣的技術支援才能
將創意發揮出來。沒有付諸實行的創意，也只流
於紙上談兵。相反，在思考創意解決方法時也不
應拘泥於實行性，因為此舉會窒礙探討創新解決
辦法的開展。

總括而言，生態園是一個既有生態保育功能，又
能提供環保創意學習的地方。學校能否成功利用
生態園作環保創意教育的用途，還看學校本身的
環境，還有教學團隊及技術支援人員的協助。

其他動植物保育例⼦，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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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推廣環保 - 創新 STEM 活動	 	 	 	 鄭慕賢著 

現今，在全球、社會和學校層面都有許多推廣環保的活動。但是，它們的方法大多數都是相
當傳統及直接的。這個計劃提出了三個創新構想：透過使用 AR 重新設計學校、機器人沙灘
遊戲和 Micro:bit 未來發明來推廣環保。 雖然這三項活動都使用 STEM 科技，但它們都很簡
單，小學生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3.5.1 AR 綠創校園

擴增實境（簡稱 AR）是一種結合螢幕上的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場景的技術。這個活動要求
高小學生使用 AR 技術重新設計自己的校園。學習了 AR 的一些基本技術之後，學生們把提
供的環保物品圖片（例如太陽能板、植物、分類垃圾桶、雨水收集器等等）融入 10 個自選
的校園場景中， 並製作有卡通人物的導賞指南視頻來說明他們的新學校設計。 此外，我們
會鼓勵一些能力較強的學生繪製自己的環保物品圖像。 完成 AR 創作後，另外一些學生會被
安排參觀這 10 個場景，並使用他們的手機捕捉 AR 設計及瀏覽每個場景中的導賞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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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綠創 Micro:bit 設計活動（友誼賽）

活動開始前，學生們預先收集了一些日常廢物用於製作。在活動中，每組五人，每個小組即時隨
機抽出三張紙卡：一張表示背景（例如餐廳），一張表示未來時間（例如 100 年後），還有一張
表示環保目標（例如升級再造）。 針對指定的背景和時間，學生圍繞他們的環保目標集思廣益，
構思許多創意的設計 / 想法。 評估過他們的設計 / 想法後，他們會選擇其中一個設計來進行進一
步的開發，並使用 Micro:bit 及其配件製作模型。 學生們還會利用 A4 盒⼦創作藝術背景和一分鐘
故事來演繹他們的發明，整個過程在兩小時內完成。作為一個對象是小學生的 STEAM 活動，它
提升了學生在手作、技術、講故事和環保四方面的即興創意。
		 	
		 	

（以上是參與「綠創 Micro:bit 設計活動」的學生作品。校名請見於 4.1 章之「鳴謝」頁。）

3.5.3 綠創機械人活動

此外，我們開發了 7 項推廣環保的機器人活動，所有活動都以海灘為主題。活動目標和內容如下：
 1. 推廣回收再用——學生使用 Mbot 機械車進行垃圾分類，把垃圾推入指定的房間（圖
  一）；

 2. 推廣植物保育——學生使用液壓機玩具臂種花及澆水（圖二）；

 3. 推廣海洋 / 海灘環境知識——學生們與一個非常吸引的仿人類機器人 Pepper 玩耍、
  互動及對答一些與環境有關的問題；此外，Pepper 的屏幕上介紹了其他現有的環  
  保機器人（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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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推廣動物保育——學生使用遙控人形機械手臂從海水（波波池）中拯救海洋動
  物（毛絨玩具）（圖四）；

 5. 關注生態——學生透過一個可遠程模仿人類書寫的機械臂「drawbot」，畫出 
  他們最喜歡並需要保育的海洋動物；

 6. 推廣升級再造——學生與「升級再造大使」Mecannoid 機器人進行互動，該 
  機器人全身使用升級再造的材料來打扮，例如穿着膠樽製作的拖鞋（見 1.3.1 
  章）；
 
 7. 創意推廣——學生構思了一些新的環保機器人設計，並在壁報板展示。

( 以上是於本計劃「綠·創未來」教育日拍攝 )

小結：使用 AR、機器人和 Micro:bit 等等的 STEAM 活動對於小學生來說非常有趣。所有活
動都能使學生更加關心環境，並建立改革環境的興趣。同時這些遊戲活動，能大大地豐富了
學生 STEM 的創意，及提高他們日後作環境科學 / 工程師的偉大志向。

      本計劃的推廣環保教學例⼦，請看

( 以上 AR、Micro:bit 及機械人活動之教學材料、影片、協辦機構、人員及參與者等列於 本書 4.1 章「鳴謝」。)

 圖一「垃圾分類」 圖二「齊來種植」

圖三「沙灘環保大使」 圖四「挽救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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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尋找新的生活方式——環保升華與創意道德  鄭慕賢著

由這一章乃至整個計劃，旨在促使讀者跳出常規環保的思維，尋找一種另類又有意義的環保
生活方式。 

3.6.1 現代的物質主義

⾺斯洛（Maslow，1968）提出了不同層次的人類
需求（見下圖）。它們是人類行為的慣常動機。它
們包括人類的基本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自我實現
需求。為什麼現代人沉迷於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 
購物可能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基本生理需求（例如食
物和生存）、安全感（例如擁有很多東西時）、愛
和歸屬感（例如送禮物示愛）、尊重（例如透過穿
得好看來贏得尊重）。消費可能是因為現代人感到
無聊，缺乏生活意義！
 
3.6.2 現今的環境教育

如今，許多環境教育都強調人類行為帶來的巨大傷害，以及對地球造成災難性影響。這些教
育工作者希望透過罪疚感、威脅和恐懼感，令我們的下一代改變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如果
是這樣，使人改變的動力就是來自於人類的基本生存需求，包括生理和安全需求。另外，為
了應對日益惡化的情況，許多政府已頒佈法例來推動環保行為。 如果這是市民變得環保的原
因，那麼我們是出於另一安全需求而採取環保行為。如此一來，環保是出於守法，是出於安
全及社羣需要的動機。

近年來，社會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公眾和學校教育中推廣環保。大致上，環保已經成為社會
有共識的價值觀。如果不用犧牲個人利益（例如時間、金錢或樂趣），許多人都希望做到它。
如此一來，人們是為了獲得社會的尊重、認可和歸屬感而願意採取環保行為。然而，利用以
上的動機推廣環保是否能行之有效？相信並不！在如此富足的年代，人們追求的已非那些基
本需求。現今如要更有效推動環保教育，必須要滿足人類最高的需求——自我實現。

3.6.3 自我實現在古今

自我實現意味著人們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透過發揮個人道德、創造力、自發性、解決問題
等方面全部的潛能，肯定自己的能力及價值。如通過「自我實現」來推廣環保行為，這是一
種新的生活方式！

『我創造，因此我滿足』
( 圖 片 摘 自  https://innovation-on-purpose.com/2014/03/29/i-think-therefore-i-am-i-do-therefore-i-am-busy-i-create-therefore-i-
am-fulf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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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比較一下古代和現代的生活方式。今時今日，孩⼦可以很輕易地買到很多種類的玩
具。 他們大多喜歡這些玩具一段時間，然後便對玩具失去興趣，很快就把它們丟掉了。與
古時由孩⼦自己設計和製造的舊式玩具相比，現代玩具的壽命要短得多。古時候的孩⼦不僅
喜歡玩玩具，還喜歡設計和製作玩具。實際上，古時候的孩⼦把玩具當作他們的終生朋友。
他們通過不斷地重新設計和改造玩具，與玩具保持着親密的關係，並代代相傳。 
 

（圖片摘自：https://new.qq.com/omn/20180221/20180221A0L6X7.html）

同樣地，在過去，我們的祖先自己製造他們的房屋、衣服和用具。如果家具是自製的，會那
麼容易被丟掉嗎？當它們損壞時，我們的祖先可能會選擇維修它們，或根據新的需要對其進
行改造，而不是立即丟棄它們。如果家具或材料真的沒有用途，那麼古代的人們可能會選擇
把它送給別人或存放起來以備後用。他們非常重視的並不只是金錢，而是他們與「物件」的
關係。那時，人們自己創造而不是購買他人的製成品。人們可以自我實現個人的創意，而不
是消費別人的創意。這種生活方式不一定受金錢或物質利益所驅動，而是受創作過程中的內
在滿足感和自我實現所驅動。 

但是，在工業革命後，人們更加重視生產效率，並在工廠採用大量生產和廉價生產模式，以
便每個人都能享受到更多的物質。這場革命已經過了 180 年，現在是時候反思工業化的影響
了。 當我們擁有的物質過多，生活會更有意義、更快樂嗎？如果人們僅僅因為害怕傷害地
球或受法律制裁，而採取環保的生活方式，那麼這些行為的改變並不源於內在動機。根據自
我決定理論 (Ryan & Deci, 2000)，此種行為不會是持久或可持續的，即這樣的環保改革注定
失敗。

3.6.4 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將來，我們希望下一代能夠發展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是強制地遵守環保的法律或 4R 規
則，而是出於他們內心發覺到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有意義及能自我實現，所以自然地喜歡追求
它。在這種生活方式中，他們會使用自然資源或周邊的日常物料來自製一些簡單的日常用
品。即使他們從商店購買了一些物品，他們會維修、升級再造、重新設計和改造這些物品以
適應新的需求，並享受當中的挑戰性。除了因為在過程中獲得興奮感及成就感，也出於節儉、
知足和簡約主義，人們會樂於發掘節省用電、食物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新方法。在日常生活中，
孩⼦們會樂於在家庭、學校和街道上發現一些被忽視的環境問題，並且自主地尋找改善它們
的方法。在學校教育中，我們的學生不是為了獲得高分或在比賽中獲獎而進行 STEM，而是
滿有抱負地為了改善生活和環境而去發明一些真正實用的東西（例如 3D 打印一些用於維修
或升級再造的小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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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節儉和知足是中國的傳統美德——即要不浪費，因為物品得來不易，別人可能需要
它們；而且我們應該常高興和感恩，因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東西。從商業的⾓度看，節儉、
知足及簡約當然不好，它們必與鼓吹消費相違背。然而，商業創意與自我實現的創意也非一
定互相排斥。其實， 商業創意可協助個人發展創意 ( 如有公司教授自家創作家具）；同時個
人創意也可轉化成商業創意（如有設計師把廢料回收設計成 Boombottle 售賣至歐洲各地）。
人類的創意可促成社會不斷的演變，成就新的生活方式！

       

（ 圖 片 摘 自：https://www.boredpanda.com/recycling-tires-upcycling-diy-ideas/?utm_source=google&utm_
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organic） 
（圖片摘自：http://kevin-cheung.com/#/boombottle/）

3.6.5 未來的環境教育

然而，如何教授這種生活方式？學校必須讓學生體驗其中的快樂，並懂得知道如何實踐它。
為了實現這種生活方式，學校需要將其融入它們的課程——減少現有的知識講授和考試，有
更多自主、有意義的創意（STEM）活動。同時，滲入節儉、知足和其他美德教育。從這個
方向發展，環境教育不能被孤立，而應該融入到全人教育中。

這個計劃努力推廣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例如在我們的計劃中，小學生有機會發現
一個舊的 A4 盒⼦有數不盡的有趣玩法，從拋玩它到把它變身，只要玩家具有創意，一個 A4
盒⼦就可以帶來無限樂趣！此外，我們鼓勵學校設計許願樹（模型），讓小學生為地球祈福
許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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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三十一：
  請設計願望帖⼦，並把它掛在許願樹模型上
                        

總的來說，這個計劃推廣了自主、樂觀、自我實現以及具美德的生活方式及教育。我們提倡
個人能與環境共同發展而非互相壓制！ 

3.6.6 未來的創意教育

有人說：「人類的創意 是 現在環境問題的 『罪魁禍首』! 」
也有人說：「人類的創意 是 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最終希望』!」

你怎麼看？在過去，創意教育大多在藝術和設計領域推行。它甚少關注道德層面。人們常以
為創造力發展是中性的、無價值取向的（neutral 及 value-free），甚或以為所有創意都是
好的！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理解。不要忘記所有破壞地球的東西都是出自人類的創意！有
兩本意義深遠的書《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及 《Ethics of creativity》，當中警告世
人創意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在 21 世紀的今天，人類應該深刻地反思如何發展負責任的創
意。(Cropley, et al., 2010; Henning, B. G., 2005；Moran, S., Cropley, D., & Kaufman, J. C. 
(2014).)

請問：「環保創意」＝「創意環保」？

你怎麼看？兩者是不一樣！前者是後者的擴展。人類不僅需要創意地解決那六個環保⼦領域
中的問題，而且人類未來所有的發明創造（從大火箭到小椅⼦）都必須負責任、對環境友好。 
展望未來，所有的創意領域以及所有教育範疇都應該關注環保、親環境。在教育，例如：
STEM 課可以一起用廢料做真正有用的家具；美勞課用可分解的顏料及不再把顏料水倒進水
渠；而語文課就引導學生一起關心、想像和描述人類未來的世界。請你也一起想像更多親環
保的創意小點⼦！

最後，讓我回答本書的第一個問題：「什麼是『環保創意』？」（第 1.1 章的第一句話）總
結本書的所有討論 : 「環保創意」是所有同時有利環境與個人發展的創意；它包括藝術、科學、
商業及任何領域的創意；它是未來教育最核心的目的；也是人類最期盼的願景！
 

                       本計劃的尋找新生活方式教學例⼦，請看

（以上包括一些本計劃的學生作品，校名請見書首之「計劃簡介」頁以及 4.1 章之「鳴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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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附錄
4.1 鳴謝（包括協辦機構及人員）

4.2 網頁介紹（包括教學例子及影片）

4.3 綠創天窗

綠創許願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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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整個計劃的活動，包括課堂教學及校本課程設計、展覽及研討會分享等等）

• 啟基學校
• 嘉諾撒小學
• 北角衛理小學
• 廣東道官立小學
• 路德會沙崙學校
•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 博愛醫院歷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排名不分先後）



3D 打印重用活動（3.1 章）
技術支援：鄧景豪
活動設計：鄭慕賢

AR 綠創校園活動（3.5 章）
技術支援：陳妍姿、黃菀參、陳泳如
圖畫美工：黎家寶
活動設計：鄭慕賢

綠創機械人活動（3.5 章）
協辦機構：
•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CSENIE）
• 香港教育大學 教學科技中心（LTTC）
協辦人員：林婉茵、袁穎彤、徐斈昇、陳孟琪、郭梓峰及其他教大學生
活動設計：鄭慕賢

綠創 Micro:bit 設計活動（3.5 章）
學生作品來自：
• 寶血會培靈學校
•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 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
•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導師：陳炳文
協辦人員：
林婉茵、郭梓峰、袁穎彤、陳凱傑、
戴嘉美、蘇德賢、朱星輝及其他教大學生
活動設計：鄭慕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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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網頁介紹

4.2.1  簡介

本計劃歷時約三年，共出版了 23 個課外活動（教大設計），23 個課堂教學例⼦（老師
作品），16 個學習故事，10 個綠創小遊戲，及 21 條教學影片供全港老師及家長參考。
請瀏覽此網頁：

http://greencreativity.eduhk.hk

72



4.2.2  綠創教學例子分享

歡迎掃描 QR code 或到網頁閱覽下列綠創教學例⼦

備註 : 上述表內的教學例⼦的設計教師及學校名稱見於網頁內。

類別 課堂教學 課外活動
減少使用及取代 •降溫小法寶

•節能課室（LittleBits）
•STEM 智能燈具（3D 打印及

Micro:bit）

•環保吸管
•有機清潔
•再生能源小發明
•給甘露第二生命—收水用水
•綠創 Micro:bit 設計活動（友誼賽）

回收及升級再造 •廢木樂園
•環保燈飾裝置
•環保空氣淨化機
•給予衣服的第二生命
•紙箱王（紙凳的力學）
•環保四用（SCAMPER）
•滅聲大行動（Micro:bit）
•聲音的科學 ( 環保揚聲器 )
•吸水豬豬—自動灌溉神器

•紙皮傘
•雨傘帽
•水樽傘
•書包雨衣
•膠樽報紙大升級
•垃圾分類（機械人活動）
•3D 打印把爛舊物起死回生

尋找新的生活方式 •環保視藝小偵探
•病房中的降噪設計
•環保古與今（成語中的創意）

•廢物百變—新奇好玩具
•創意環保實踐個人專題
•綠創許願樹（為地球祝願）
•向大自然學習—動物好老師

推廣環保 •AR 博物館
•AR 綠創社區
•簡單機械 x 環保 x 遊戲
•瀕危動物的故事 (Hologram)
•愛地球—Hologram 看世界

•AR 綠創校園
•沙灘環保大使（機械人活動）

動植物保育 •與野生動物的和諧共存（野豬與
STEM）

•創意綠化—植物作朋友
•齊來種植（機械人活動）
•挽救海洋生物（機械人活動）

維修及重用 •水耕系統濾水裝置
•更樓新方向 ( 活化古建築 )

•3D 打印做維修
•創意維修小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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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綠創教學影片分享

歡迎掃描 QR code 或到網頁觀看 下列綠創教學影片

備註 : 上述表內的教學影片的製作的教師及學校名稱見於網頁內。

綜合內容

綠創教學 初階 綠創教學 進階 

綠創探索營 I 綠創探索營 II

綠創教學分享會 

減少使用及取代

再生能源小發明—課堂紀錄 再生能源小發明—作品分享 

升級風扇 智能燈具	

綠創 Micro:bit 設計活動（友誼賽）	

回收及升級再造

「撐起綠傘」升級再造工作坊	 聲音的科學（環保揚聲器）	

尋找新的生活方法

                 向大自然學習  環保創意個人專題研習       「綠創星星」講座

推廣環保

AR 綠創社區             綠創攤位及市集            綠創機械人活動

維修及重用 動植物保育

雨傘維修 維修及重用                      創意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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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綠創天窗

看完本書，請想想地球及你的眾多可能的 綠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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