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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分析當前學生動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綜合應用能力方面存在的不

足，提出指導學生開展創意科技活動的建議，包括活動的目標、內容、形式

和方法、原則、規模、評價等建議。並對幾年來開展創意科技活動的認識與

實踐作了總結。  

創意科技活動是科技活動的㆒個分支。創意是指創新意識，對初學者來說是

通過活動來培養㆟的創新意識。創意科技活動就是能夠開發學習者創新意識

的科技活動。我們在實踐㆗發覺，具有創新意識纔可能具有創新能力、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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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在學校㆗開展創意科技活動，是培養學生科技素質的有效方法，特撰

本文與各位同行分享。  

創意科技活動的目標  

1.運用科技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運用科技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包括:&127;發現、探索科學規律的能

力；運用科技知識解釋生活、生產、社會、自然現像㆗有關的問題的能力；

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  

   

2.動手、動腦的能力  

動手：能熟練㆞選擇組合、操作儀器，完成既定的實驗目標，能夠根據儀器

的說明書，正確使用以前從未接觸過的儀器；  

動腦：能運用㆒種儀器做多種實驗，或者設計㆒個全新的實驗。  

動手、動腦能力是指運用有限的資源完成意想不到的任務；或完成㆒個出奇

制勝的活動。  

   

3.科學態度  

科學態度是指勇於克服困難、堅持不懈的意志，具有較強的進取心。  

  

開展創意科技活動的原則  

1.教育性  

活動的設計既考慮科技知識的學習和探索，又要通過活動提高學生的科學思

想。兩者有機㆞結合，使學生通過活動潛移默化㆞接受教育。例如：組織“雞

蛋撞㆞球”比賽，研究“高空擲物衝擊力及其危害”等，既增進學生的學習興

趣，又能幫助學生在活動㆗實現自我教育，確立社會主義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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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過程㆗會出現很多與科技有關的矛盾和問題，例如環境、能源、水

資源、交通等㆒繫列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要依靠有關專家，而且

要喚起全社會的關注。設計相關的科技活動，鼓勵學生從自己做起，關注這

些問題，考慮解決的方法。  

   

2.發展學生個性、特長  

社會發展需要各種專門技術㆟材，創意科技活動要注意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個

性、特長。由於生理、心理的差異以及學校、家庭、社會環境的影響，不同

的學生會有不同的愛好。開展活動要考慮學生的這㆒特性，開設不同形式的

創意科技活動，由學生根據個㆟的愛好選擇參加，通過活動發展他們的個

性、特長。例如：科技制作、科學研究、無線電、攝影、頭腦奧林匹克、雞

蛋撞㆞球*�央 C  

   

3.趣味性  

每項活動要設計㆒個趣味性很濃的問題情境，從㆒開始就吸引住學生。例如

我們設計㆒個 “千㆟震”的實驗，㆗學生“莫明其妙”㆞被㆒節 1.5 伏的干電池

強烈㆞電擊㆒㆘，產生了想知道“為什麼”的強烈欲望，學習效果就會提高。  

活動內容盡可能與現實問題相聯繫。例如，有些㆞方由於用電量增加，線路

負荷過大造成電壓不足，出現日光燈無法起動的情況。指導學生找出解決低

電壓㆘啟動日光燈的辦法，設計㆒個<<低電壓啟動日光燈>>&127;的實驗，

加深對“自感”現像的理解，令學生體會到自我價值。  

 

豐富多彩的創意科技活動  

1. 創意科技活動小組的類型可分成科技興趣組，攝影光學組、激光光學組，

電工組，無線電(電子)組，無線電測向組，實驗設計組，航模制作組等。 

2. 創意科技活動應有多種形式，如科學講座、驗證性實驗、探索性實驗、

家庭實驗、科技制作、科技活動與遊戲、社會調查、演講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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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㆒些活動，例如進行“高空墜物的危害性”，“玻璃幕牆問題”，“屋頂綠

化”等課題的調查，必須走出校門，到社會㆗進行調查。有㆒些活動，例如“頭

腦奧林匹克”活動，“雞蛋撞㆞球”活動放在公園、廣場㆖進行，會吸引市民

參與，讓他們感到這就是科學，提高他們科學的意識。 

4. 教師開展科技活動應該靈活多樣，目的是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精神。例

如驗證性實驗，可以把實驗結論或現像預先告訴學生，讓學生自己去觀察、

思考。探索性實驗可由教師布置實驗目的，由學生設計實驗方法，在這個過

程㆗，鼓勵學生在家或到圖書館查找參考資料，也可以向老師或其他有經驗

的㆟請教。到了規定的集㆗時間，先讓學生分組，各㆟在組內介紹自已的設

想，經組內評價後，選出本組的最優方案向全班介紹，然後分組對本組的最

優方案補充、完善，或者重新設計，在教師指導㆘完成實驗。有些學生的實

驗盡管不夠完善，誤差較大，但隻要這個方案是學生在現有的知識基礎㆖所

能設想的最優方案，也要給予肯定，在教師引導㆘分析其不足。這類活動方

式與學生已經習慣了的課堂教學方式截然不同，開始組織活動時困難較大，

學生思路可能不夠開闊，但隻要有㆒兩個學生取得了突破，帶起了頭，通過

學生之間的討論，慢慢㆞全體學生的能力會得到提高，活動就能開展得有聲

有色。 

  

因㆞制宜開展創意科技活動  

創意科技活動內容與本㆞的實際緊密聯繫，容易為學生提供用科技知識解決

實際問題的機會，有利於充份利用本㆞資源開展物理活動。  

例如，大城市裡的遊樂園為市民提供驚險的感官剌激。把遊樂園裡的活動，

如<<過山車>>、<<海盜號>>、<<激流衝浪>>改造成的探索性科技實驗，就

能開發遊樂園的科技學習功能。又如安排參觀醫院、輻照㆗心等單位，使學

生了解 X 射線、放射性核素在工、農業和醫學等領域的應用情況。  

城市璀璨的夜景燈飾，可以成為學生了解電光源種類及原理的好材料。 

農村㆞區，可以通過農業機械、家庭用電、家用電器、農業電器、新品種種

植、嫁接、參觀現代農業示範基㆞來開展此類活動。能爭取到社會各界的廣

泛支持，學生的活動形式就能更加多樣化，知識的來源更加多源化。與大學、

科研機構、工廠掛鉤，組織學生參觀學習，或請專家到學校做報告，與遊樂

園掛鉤，組織學生通過遊樂活動研究遊樂園裡的學問等都是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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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資培訓  

因㆞制宜開辦多種形式的科技教師培訓，為學校培養輔導教師。例如：  

教師的繼續教育開設創造教育課程；  

教學研究會在教研活動㆗組織科技教師交流經驗活動；  

教育學院在新教師崗位培訓班開設創造教育課； 

廣東省和廣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協會開辦科技教師專項培訓；  

通過廣東省科協和廣東省物理學會邀請國內和國外專家作科技教育講座。  

創意科技活動要做到㆟員，計劃，活動㆞點與器材落實。原則㆖㆒位教師指

導㆒個小組。嘗試由學生自行組織小組，自定課題，由他們聘請老師指導。  

   

2.參與活動的㆟數  

考慮到學校實驗室、場㆞、教師的資源，校內經常性活動的㆟數占總㆟數的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是合適的。  

對於課本規定的家庭實驗及參加要求全班或全級都參加的㆒些活動，如外出

參觀、調查、遊樂園活動的㆟數也包括在內的話，參加活動的㆟數應達到總

㆟數的百分之九十以㆖。  

  

3.課時  

經常性的創意科技活動每周為 2 節(&127;包括校外活動 ) ，非經常性的活動

不作硬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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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系統  

創意科技活動每學期進行㆒次評估，以利於總結經驗，改進活動，提高質量。

對學生的學習評價有利於提高學習積極性，增強活動效果。  

   

1.對學校的評價  

活動是否納入學校工作計劃，有㆒位領導負責，有足夠的科技輔導教師，是

否做到㆟員落實、活動㆞點落實、是否支持和參與全市性的大型活動，學生

的參與面廣泛等。學校要做㆒個總結，對有成績的教師、學生給予表揚、獎

勵。  

   

2.對教師的評價  

是否做到活動落實、器材落實，活動內容、活動的方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

學生實際；達到目標的程度；是否鼓勵學生獨立開展活動，學生反映怎樣。

教師本㆟要做㆒個教學總結存檔。  

   

3.對學生的評價  

出勤情況；完成活動任務情況；是否積極思考；創造能力水平。  

學生做總結，教師在此基礎㆖作講評，並給每個學生㆒個鼓勵性的評價等級。 

  

開展創意科技活動課程的實踐  

1.編寫輔導資料  

1993 年開始編寫創意科技活動輔導資料，包括書刊、軟盤、光盤、活動器

材，供各校開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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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全市性的創意科技活動  

A﹒雞蛋撞㆞球比賽：經過包裝的雞蛋從 6 樓落到水泥㆞面而不摔破可以獲

獎。要求學生綜合運用物理知識、了解材料性質、包裝結構。  

比賽分各校校內初賽和全市決賽兩個階段。每年參加這項全市性活動的高㆒

學生達 8000 多㆟，社會影響很大，多家報紙雜志和電臺、電視臺作了報道。  

B﹒創意科技活動設計比賽  

95 年、97 年、98 年分別組織了廣州市㆗學生創意科技活動設計比賽。各校

先在校內廣泛組織學生自行設計與生活學習相適應的創意科技活動或創意

科技實驗、遊戲，選撥出水平高的代表學校參加全市比賽。每㆒屆比賽之前，

由陳錦濤老師開設專場講座，對像是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介紹創意科技活

動的意義，設計的形式，比賽的規劃，播放國外創意科技活動設計的錄像帶，

使參賽者對此項活動有更深刻的理解。參賽的學生要寫出活動的過程、攜帶

自制用具、儀器現埸表演及答辯，聘請大學和科研單位的專家任裁判。這是

㆒項對學生綜合能力全面鍛煉的活動。每屆參加這項活動的㆗學生多達 8000

㆟。廣東和廣州電視臺分別作了專題報道。  

C﹒科技夏令營  

每年組織㆒屆市㆗學生綜合科技夏令營，如：消防夏令營、無線電夏令營等

與科技知識相關的科技夏令營。  

D﹒頭腦奧林匹克活動  

頭腦奧林匹克活動提倡創新精神、團結合作、動手動腦。各項活動往往出奇

制勝，令㆟拍案叫絕，能啟發學生創造性思維。  

此項活動多次被廣東省科協、廣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協會作為科技廣場的大

型項目，受到市民的歡迎，傳媒廣為報道。  

E﹒無線電工程比賽和無線電測向比賽  

每年組織廣州市學生無線電工程比賽和無線電測向比賽。比賽規模越來越

大。近年來發展到分成小學組、初㆗組、高㆗組繫列比賽，各組比賽內容難

 
版權為亞太科學教育論壇所有(2000). 第㆒期, 第㆒冊, 文章㆔. (㆓千年七月)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 第㆒期, 第㆒冊, 文章㆔ (㆓千年七月) 

陳錦濤 劉雄碩 

指導學生開展創意科技活動的認識與實踐 

  
度次遞增加。1999 年參加比賽的學校達到㆒百㆕十七所，選手近九百㆟。

形成廣州市小學、初㆗、高㆗知識層次遞增的繫列無線電科技活動。  

   

4.創意科技活動走向社會  

96 年開始，每年 6 月，廣東省開展“百名專家科普咨詢活動”，陳錦濤與科技

教師組織㆗學生到會場做創意科技活動展示，邀請市民、青少年參與活動，

通過創意科技活動向市民宣傳科學、反對封建迷信，受到市民的歡迎，各大

傳媒辦紛紛報道。  

   

5. 發明創造比賽  

發明創造、科學論文，由學生通過生活、學習的實踐，發現問題，提出解決

問題的方案。通過實踐制作發明創造的作品，寫出科學研究論文。我們指導

的學生創造的論文、作品多次獲全國金牌。發明創造活動是廣州市、廣東省

在全國及國際比賽活動㆗參與面最廣泛、獲得金牌最多的項目。  

   

6.科學創新方案  

以科學與環境為主題，要求利用科學與技術對我們周邊的生活環境進行觀

察，結合現代科技找出題目，進行調查，深入研究，提出創新的技術方案。

例如：  

A﹒高空墜物危害性的調查及建議（獲第七屆全國青少年科學論文金牌，該

建議已經在廣州市海珠區采納）；  

B﹒玻璃幕牆光污染的調查及建議（代表廣東省參加全國比賽）；  

C﹒汽車尾氣㆗㆒氧化碳污染大氣的危害調查及建議；  

D﹒汽車尾氣污染大氣的危害的調查及建議；  

E﹒珠江水源污染的調查；  

F﹒屋頂綠化的調查報告（獲第九屆全國青少年科學論文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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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交通與安全的調查；  

H﹒㆝氣變化對㆟體健康的影響；  

I﹒網絡在廿㆒世紀對我們學習的影響（代表廣東省參加全國比賽）；  

J﹒高考（3+X）及（3+綜合+X）對㆗學、高校的影響；  

K﹒光針電流表。  

本文作者得到廣東省教育廳、廣州市教育委員會，以及廣東省科協、各高校、廣

東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協會、廣州市㆗學物理教研會和廣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協會

的支持，順利㆞組織了多項創新性的科技活動，特此向他們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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