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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18-191A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與 香港教師中心 合辦

視藝教師培訓工作坊一
STEAM Workshop I:Let’s Move with STEAM
目

的： 為了讓本地視藝科教師接觸到本港以外地區最新的藝術教育實例，期望透過
課堂講解及互動實踐，讓教師探索教學實例背後的意義，同時學習其實際操
作，在課堂上得以應用。

內

容： 兩位導師將會分別主持三場工作坊，包括「STEAM Workshop I: Let’s Move
with STEAM」、「STEAM Workshop II: When Parts Become Whole」及
「Collaborative Sketchbooks」。透過理論及教學實例，期望能達到以下成效︰
1.
2.
3.

讓教師理解 STEAM 教學及集體創作的定義及在教與學上的意義
讓教師透過工作坊獲得互動實踐的機會，期望能轉化為校本課程，以便
應用當中的教學方法
為教師帶來國際的嶄新教學視野

講

者︰陳怡倩博士﹝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主席﹞

日

期：2018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00 至 4:30

地

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語

言：英語及普通話

對

象：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教師

名

額：24 名

費

用：每位 200 元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11 月 27 日
報名辦法：有意參加的教師，請填妥附上的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港幣 200 元正（支票抬
頭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寄達「九龍塘
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W106 室 香港教師中心」，信
封面請註明「視藝教師培訓工作坊一」。報名者可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或之
後到網址 http://www.edb.gov.hk/hktc/activity 查閱取錄名單，亦可致電本中心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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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與 香港教師中心 合辦

視藝教師培訓工作坊一
STEAM Workshop I:Let’s Move with STEAM
內容簡介：
日期
時間
導師

2018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下午 2:00 至 4:30
陳怡倩博士
STEAM 教育已趨向成為美國的教育體制。STEAM 教育的重點在
於創新的課程統整（不一定是高科技的）以發展學生的創新思維
和有效的解難能力。
在這個互動的工作坊中，導師會介紹 STEAM 教育在美國的發展
歷史和理論，同時分享一些強調創造力、專題研習和設計思維的
教學實例。
這個工作坊期望能回應以下問題︰
1. 甚麼是 STEAM？
2. 藝術、設計和專題研習在 STEAM 教育中的角色？
3. 怎樣評估 STEAM 教育？
工作坊中亦有具創意及具挑戰性的活動供參加者探索和參與。通
過這個工作坊，期望參加者將更深入地理解為何 STEAM 教育能
夠融入任何課堂作多學科的綜合學習。

工作坊簡介

STEAM education has become a force in U.S. education system.
Putting integrations as the core, the goal of STEAM education is to
seek cutting edge approaches (not necessary high technology) to
prepare innovative thinkers and effective problem-solvers. In this
interactive workshop, the instructor will give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theory in STEAM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the instructor will provide teaching examples that centralize
creativity,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design thinking. The workshop
attempt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1. What is STEAM?
2. What is the role of A(rts), D(esign),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STEAM?
3. How to measure STEAM education?
The hands-on portion will invite participants to explore and engage in
creative kinetic projects and instant challenges. Participants will walk
away with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why STEAM
could be adapted to any classroom to integrating all learning subjects.

備註：1. 截止報名日期後，不可轉換參加活動人選。
2. 若報名人數超過限額，將以抽籤決定取錄名單。
3. 參加者如有需要，應自行購買個人或其他意外保險。

請在教員室內張貼，本宣傳海報已上載在香港教師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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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格

HK 18-191A

視藝教師培訓工作坊一
STEAM Workshop I:Let’s Move with STEAM
日期：2018 月 12 月 8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至 4:30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報名人資料：
#姓名：（中）

先生/女士*（英）Mr / Ms*
（請用正寫）

#聯絡電話：

#現職學校類別：中學

（FULL NAME in BLOCK LETTERS）

/ 小學 / 幼稚園 / 特殊學校*

#現時任教學校：
#學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請清楚填寫）

 我還未是香港教師中心資訊訂戶；我希望日後收到香港教師中心資訊電郵。
總教學年資：  <1 年
 1-3 年
 4-6 年
（此項資料僅供統計之用，並不影響取錄結果。）
#支票資料：支票號碼：

 7-10 年

 >10 年

銀行：

聲明：本人確認以上填寫之資料確實無訛。
報名人簽署
註：*請圈出適用者。
注意：

#必須填寫之項目。

1.

請提供本表格所要求的報名資料。如未能提供所需資料，有關參加活動的申請將不獲處理。支票若有錯漏，
本中心亦會終止辦理有關申請，而不會作另行通知。

2.

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用於辦理報名申請及作統計之用，並會於活動完結六個月後銷毀。

3.

每份表格只限一人報名，如需多份，請自行影印。如多於一名教師報名，請分別填寫報名表格及夾附支票
（不可共用支票報名），以便處理。

4.

請填妥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港幣 200 元正（抬頭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並請將姓名及聯絡電
話寫在支票背面），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或之前寄達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W106 室香港教師中心，信封面請註明「視藝教師培訓工作坊一」。

5.

若成功取錄，報名人的姓名會顯示在香港教師中心網頁的課程取錄名單。報名人可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或之
後到網址 http://www.edb.gov.hk/hktc/activity 查閱取錄名單，亦可致電本中心查詢。

6.

若活動取消或不獲取錄，報名人可獲發還支票。若獲取錄但缺席活動，則不會獲發還支票。

7.

已報名者若未能出席活動及欲取消其申請，請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通知本中心職員，以便作出退票安排；
獲取錄者若缺席活動，或會影響往後報名參加活動獲取錄的機會。

8.

本中心沒有車位供學員使用。

9.

本中心可能為活動進行拍照，並上載至本中心網頁，除本中心職員外，參加者請勿拍攝、錄音或錄影。

10. 本中心會盡力確保所有活動在安全情況下進行，但在活動期間，如發生意外而導致任何受傷或財物損失，
參加者須自負全責，一切責任概與本中心無關。參加者需注意自身安全及保管個人財物，如有需要，應自
行購買個人或其他意外保險。

請填妥下列表格。如報名人不獲取錄，有關支票將寄往下列地址發回。

地 址：

姓 名：

（必須清楚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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