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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各國大力發展 STEAM 教育，目的是希望打破學習領域的限制，讓學

生能整合並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及技能來造福社會，並為社會發展提供多元化的

人力資源（洪珮瑀、林建毅，2020）。STEAM 教育乃由美國提出的概念，其整

合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的知識，並運用跨學習領域的形式，培養學生

科技創新的能力，其中課程特別強調需包含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以及為學生提

供動手實作機會兩大部分（陳榮德，2020）。事實上，STEAM 是由 STEM 演變

而來，而 STEM 之所以加入藝術（Arts）的元素，是因為人類過度濫用科技來追

求物質上的快樂，忽略在運用科技背後的倫理道德問題，這不但對人與人之間的

和諧關係造成傷害，更破壞了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平衡關係，而 STEAM 教育的人

文元素則能建構科技創造者的道德精神，使他們能用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法運用科

技，以造福人類社會（李惠敏，2018）。基於這樣的情況，中國教育當局也強調

學生的科學發展觀也需要建基於人文底蘊、社會責任，成為具道德規範、關懷弱

者、心繫國家的科學探究及創新者（詹澤慧、李彥剛、高瑞翔，2022）。由是觀

之，我們需要把人文精神及道德元素融入 STEAM 教育中，即把品德情意教育融

入 STEAM 課程中，以為國家、世界培育持守道德、關懷百姓的科學探究者，讓

他們能發展科技為民的精神，並在符合道德倫理的規範下，研發有益於世、改善

人民生活品質的成品。 

承上而言，STEAM 教育不再只強調運用科技的能力，而是進一步要求培育

學生的品德情意，使之能透過科學和科技創新的過程，促進社會的正向發展，而

非以科技來禍害社會。因此，本文旨在分析 STEAM 教育之意涵、品德情意教育

的重要性、STEAM 與品德情意教育的關係，並嘗試在此基礎上提出實施品德情

意教育融入 STEAM 課程之策略，供關心 STEAM 課程發展的教育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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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EAM 教育之意涵 

所謂 STEAM 教育，是指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藝術（Arts）、數學（Mathematics），其強調透過以解決問題為

本的體驗式過程，培育學生的創新、批判性思維，以及創造力，使他們能發展

21 世紀必備的素養（Chung & Li, 2021）。教育工作者普遍認同 STEAM 教育應著

力培育學生的思考能力，裝備他們具有 21 世紀的素養，以適應勞動巿場的轉變

及要求，進而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力（Topalska, 2021）。除此之外，STEAM 最

大目標，是促進人類的健康生活、滋養人類的生命，故此，STEAM 教育始終離

不開人文主義的關懷精神，即培育學習者運用科技進行道德實踐，以展現科技的

美善價值（鄭旭東、饒景陽、陳榮，2021）。在實際操作上，STEAM 教育能讓

學生從研發成品的過程中，認識倫理思想及內涵，培養應有的道德情操，使他們

在做科學決策時，能以人為本並符合道德要求（Razi & Zhou, 2022）。由此可見，

STEAM 教育的核心目標，在於把人文主義精神融入理性的科學之中，讓學生能

在科學、科技等研發過程中，以關懷他者、道德倫理的視角看待問題，進而正向

地促進人類的健康生活。 

三、品德情意教育的重要性 

品德情意教育，顧名思義，其由兩部分所組成：品德教育、情意教育。所謂

品德教育（character and moral education）強調個人品格及道德發展（正確的是非

觀念、能判斷對錯、於日常生活中實踐道德價值），推進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建

立個人關愛、尊重、理解、欣賞不同的人和文化之能力，培養互助互愛、共生共

榮的世界大同觀念（陳延興，2014）。情意教育（education of affective domain），

則是指以改變學生社會行為或情緒發展為教學目標的課程，此類教學助他們調節

身心靈、強化社會適應力、塑造人格（郭如育，2011）。香港教育局認為品德情

意教育有以下的教育目標：（一）培養學生的品德，提升他們對社會之責任感；（二）

培育學生的審美能力，為他們提供陶冶性情的機會；（三）加強學生對中華文化

的熱愛，提升他們對家國、民族的認同及感情（吳淑瑩，2009）。綜合而言之，

品德情意教育兼顧學生的品格、道德及情意發展，而其正好滿足正值成長階段學

生的身心靈發展需要，使他們能在人格、行為及情緒方面得到健康發展，成為身

心健康、思想正向、態度積極、行為端正的大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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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TEAM 與品德情意教育的關係 

（一）STEAM 能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精神 

STEAM 教育的核心目標，在於培養學生運用科技手段，為弱勢社群解決日

常生活的困難，例如：替殘障者設計遊戲，以為他們提供有效的康復訓練（伍敬

華、曾憲江，2019）。在研發成品前，學生需掌握設計思維的概念：1. 教師需

引導學生思考受助對象（弱勢社群）的困難及處境，以了解他們的真實需要；2. 

教師與學生共同探究解決受助對象困難的方案；3. 師生按照訂立的方案研發成

品，並反覆測試其效能；透過以上的過程，學生能理解弱勢社群的困難、易地而

處地思考他們的真實需要，並由此培養同理心（Ng & Ng, 2021）。由此可見，

STEAM 教育能培育學生運用科技，關懷弱勢社群的需要，並從中建立人文關懷

精神，體現 STEAM「科技為民」的核心價值。 

（二）STEAM 能建立學生的正向特質 

STEAM 課程強調發展學生「動手實作」的能力。在研發成品的過程中，學

生難免會遭遇失敗，例如實驗結果與預期有很大的落差、反覆嘗試也未能解決成

品的問題等。這個過程正好是培養學生正向思維（正向價值觀）的契機（香港課

程發展議會，2015）。課程設計者可把正向心理學的 PERMA 元素融入課程，當

中包括：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全心投入（engagement）、正向人際關係

（positive relationship）、生命意義（meaning）、成就感（accomplishment），這樣

的課程能引發學生學習的喜悅和信心，使之願意不斷投入更多的努力，讓自己追

求學業上的突破（鄭曉楓，2018）。由此可見，筆者認為教師可於 STEAM 教育

中，加入能讓學生取得成功的目標（讓學生建構成功的經驗），並著力培養他們

與他人合作的能力（讓學生明白在困難時可尋求協助）。筆者深信此舉能讓學生

全情投入學習，並發掘自己的價值。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從中所建立的品格強項，

能遷移至日常生活，讓他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也能積極面對、不輕言放棄。 

（三）STEAM 能提升學生的美感能力 

STEAM是由 STEM演變過來，其中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加入人文教育的元

素，讓學生從中儲積美感經驗，成為一個能感知美、評鑑美、創造美的人（盧姵

綺，2019）。STEAM 的目標，不僅要學生掌握科技知識，更要他們運用所學來

美化人類生活，讓美學融入在我們社會的每個角落，使人類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這種美不只具有形式美，而且更具有內涵美，即能體現人文關懷、道德價值，

營造關愛、和諧的社會（孔令文，2020）。由此可見，STEAM 之教育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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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培養學生的美感素養，讓他們能以藝術為媒介，把科創意念轉化為美化人類生

活的成品。 

（四）STEAM 能培養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 

STEAM 教育能連結學生的日常生活，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之中發現問題、觀

察問題、解決問題；當中，學生需掌握行事準則（科學及道德標準）及做事方法

（解決問題的因應之道），方能開展科學、科技及工程的深究（李燕，2021）。

STEAM 教育應以培育學生具備符合道德的科學決策能力，使之能運用科技貢獻

社會，促進人類社會朝著正確、健康的道路發展（鄭旭東、饒景陽、陳榮，2021）。

簡言之，STEAM 教育能培育學生掌握道德判斷能力，即在進行科學決策時，把

道德議題納入考量之中，使科學創新能符合普世價值及道德標準。 

（五）STEAM 能引導學生思考人生意義 

盧秀琴、馬士茵（2019）認為 STEAM 教育之重要目的，是為社會培育具備

21 世紀素養及能力的公民，讓他們能運用 STEAM 的知識及能力，滿足個人、

社會及經濟的需要。另外，透過 STEAM 教育，學生可解決真實的問題，使他們

能感受自己的影響力，並從中培養終身學習的態度，以不斷適應社會的改變及發

展；當然，他們也能藉此探索自己的發展路向，提升自身的就業競爭力（盧秀琴、

洪榮昭、陳芬芳，2019）。由此可見，STEAM 教育希望培育學生 21 世紀必備的

社會能力，其中涉及各行各業的知識和技能，若教師能善用其作為平台，引導學

生思考未來，探究人生意義或發展路向，他們必定能找到自己的職業興趣（值得

自己終身努力的目標），並循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人生（實踐自己的價值及意義）。 

五、實施品德情意教育融入 STEAM 課程之策略 

（一）把在地教育元素融入課程 

若要學生能從 STEAM 課程中培養人文關懷精神，最好的方法是從關心在

地社區的問題開始。學校所在的地區必然存有不同的問題，例如：污水排放嚴

重、空氣品質較差、環境衛生欠佳、社區設施未能滿足居民需要、弱勢社群的

生活困難等。筆者建議教師以「由近到遠」、「由親到疏」的原則（先社區，後

國家，再到世界），引導學生發掘所處社區的問題，並以解決居民生活困難為目

標，讓學生認同 STEAM 的探究學習具有重要性。同時，學生也能從中學會易

地而處，從他人的角度出發，體察別人的處境和需要，最終把人文關懷精神植

根於心田之中（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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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課程裡加入正向成長輔導 

STEAM 教育最著重的，是培育學生的探究及研發能力。在研發過程中，學

生可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及挑戰，並打擊他們的自信心。筆者建議教師可在此

時作適切的介入，引導學生掌握正向的成長思維（growth mindset）（認為成敗取

決於個人的付出、興趣及堅毅），讓他們總結失敗經驗，明白困難對於研究者

（自己）的價值及重要性。同時，學生在研發過程裡，需與同儕合作，迎難而

上，互相扶持，共同進步。教師可藉此教導學生與人合作的態度及技巧。這樣

不但能建構學生之間的深厚友誼（良好的人際關係），而且更能形成教室內的正

向氛圍（與同學並肩作戰），並發展他們的正向情緒及正向特質。 

（三）以「美即善」的美育為課程導向 

STEAM 課程大多以教導學生美化研發成品作為藝術教育部分。誠然，創造

美的能力固然重要，可是若欠缺深厚的內涵，這種美也是有所不足。中華傳統

文化的中流砥柱儒家向來提倡「美即善」的概念，即美與道德是密不可分的，任

何人、事或物離棄了道德（未能盡善），皆不能稱之為美。因此，筆者認為教師

在教授學生科技知識之餘，還要引導學生思考該種科技如何能解決弱勢團體的

需要、如何為人類的生活帶來正向及美好的改變，因為這正是科技發明品的美

善之處。除了「盡善」外，教師也需教導學生「盡美」的標準（美化研發成品），

例如：若研發成品具有美化環境的功能，則外型設計可考慮融入在地或大自然

的環境之中，讓使用者倍感心曠神怡。 

（四）於課程中融入道德判斷的訓練 

STEAM 教育強調培育學生在科學創新時，做出符合人倫道德的決定。因此，

筆者建議教師在設計 STEAM 課程時，應把道德判斷的教學部分融入其中，以引

導學生以道德的角度進行科學決策。例如：在「水資源運用」的主題教學中，學

生需要設計一個水壩，以為地區提供水力發電。然而，這必定會造成部分民居、

農田或古蹟受到淹沒，故此學生在設計時，需思考如何減少對百姓或相關人士的

影響，以及在不同情況下做出符合道德的決定（平衡各方利益）。 

（五）發展探究人生意義的學習部分 

STEAM 教育致力建構學生創新科技的能力，培養他們具備 21 世紀所需的

科技素養，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探索人生的機會。筆者建議學校可把人生探索

元素融入 STEAM 課程中，引發學生思考自己的人生價值。在實施時，教師可預

設不同職業的場景及脈絡，之後再教授學生設計思維概念（同理心、需求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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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動腦、製作原型、實際測試），引導學生解決相關職業人士所面對的困難。

例如：假設學生是安老院護士，院裡部分長者經常迷路，導致未能及時回到院

所，面臨安全問題。因此，學生需要代入護士角色，了解長者的問題及需要，並

在此基礎上研發智能手杖，協助解決長者迷路的問題。這樣的安排能讓學生了

解不同職業的使命及責任，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建構人生目標及意義），

並有助他們立志奮進，成為社會敢於擔當的大好青年。 

六、總結 

最後，STEAM 教育對國家及世界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不僅是為社會提供科

技人才，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更在於培育具備美善價值的科學創新者，讓科技

進步的同時，也能美化人類的日常生活，讓一切弱勢者都能得到幫助，解決他們

生活之中的困難。筆者認為 STEAM 教育始終不能離開「科技為民」的精神。透

過 STEAM 教育，我們不但能讓學生掌握科技或科學的理論知識及運用方法，而

且更能藉著融入品德情意教育元素，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使他們能正向健康

地成長。當然，教師更能以 STEAM 為媒介，引導學生深入認識自我，理解自己

的抱負和價值，進而建構切合自己的人生目標及意義。另外，STEAM 教育與品

德情意教育的結合，更能賦予 STEAM 知識真正意義──科技為民，讓學生明白

所學知識能促進人類社會發展、造福有需要的社群，最終建立以天下為己任的古

仁人思想。 

盼望未來，STEAM 教育的設計者能於課程中融入更多品德情意元素，培育

學生成為關懷弱者、正向積極、持守道德、具備美感、目標明確的科學創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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