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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小學推行創意思維訓練

校本案例分享



啟發孩子潛能啟發孩子潛能啟發孩子潛能啟發孩子潛能 飛躍創意天際飛躍創意天際飛躍創意天際飛躍創意天際

校本經驗分享



兩條腿走路：

基本功＋新思維



我們的一些嘗試……

校本課程的設計

(I) 校本主題項目校本主題項目校本主題項目校本主題項目 (全校參與全校參與全校參與全校參與)

(II)科本重點發展科本重點發展科本重點發展科本重點發展 (科組推動科組推動科組推動科組推動)

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思廣益
參與決策參與決策參與決策參與決策

互相支援互相支援互相支援互相支援
彼此學習彼此學習彼此學習彼此學習



(I) 校本主題項目校本主題項目校本主題項目校本主題項目 (全校參與全校參與全校參與全校參與)

(1)(1)(1)(1)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

(2)(2)(2)(2)全方位視像早會全方位視像早會全方位視像早會全方位視像早會

(3)(3)(3)(3)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

(4)(4)(4)(4)圖書活動課圖書活動課圖書活動課圖書活動課

(5)(5)(5)(5)圖書之旅圖書之旅圖書之旅圖書之旅

(6)(6)(6)(6)閱報時段閱報時段閱報時段閱報時段

……



(1)(1)(1)(1)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
思考策略︰

•六何思考法 (6W)

•比較異同 (Compare and Contrast)

•延伸影響 (Consequences and Sequel)

•兩面思考 (Examine Both Sides) 

•屬性列舉 (Attribute Listing)

•探究因素 (Consider All Factors)

•推測後果 (Predict All Consequences)

•時間線 (Timeline of Events)

•多方觀點 (Other People’s Views)

•另類方法 (Alternatives, Possibilities, Choices)

•六頂帽子思考法 (6 Hats Thinking Skills)

•互捉心理 (Logic Bubbles)

教師培訓工作坊導師：「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計劃總監曾有娣小姐

2004－－－－05



鼓勵孩子多動腦筋，訓練思考……



鼓勵孩子表達意見，暢所欲言……



鼓勵孩子表達意見，暢所欲言……



學生匯報及分享學習成果學生匯報及分享學習成果學生匯報及分享學習成果學生匯報及分享學習成果

我學會
了……

我認
為……

我最喜
歡……

創意書包設計



 

漢字知多
少？

環保先鋒美勞天地

English is FUN!

數學自我大挑戰

(2)(2)(2)(2)全方位視像早會全方位視像早會全方位視像早會全方位視像早會



鼓勵孩子做主持、當演員……，
在鏡頭前成為主角！



(3)(3)(3)(3)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
你可以善用不同物料，實踐環保概念，製作富心思、具創
意的作品啊！

入選者除可獲發「創意智多星」獎狀一張外，更有機會被
邀請在「朝朝早彩虹SHOW」節目時段現場展示作品呢！

大家也來動動腦筋，發揮創意啦！

好學生跳棋

消防車



彩虹花

彩色風鈴

飛天六號

「「「「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創意智多星」」」」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2005-06年度

參加「創意智多星」比賽，作品具創意，製作富心思，

特頒此狀，以資嘉勵。

校長簽署校長簽署校長簽署校長簽署：：：：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獎狀



有什麼另類方法
可以使亞蝦在沒
有毛毯、衣物、
糧水、柴火等東
西幫助下抵受寒
夜冷風？

另類方法

設計者：「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計劃總監曾有娣小姐

(4)(4)(4)(4)圖書活動課圖書活動課圖書活動課圖書活動課
在校本圖書課中，滲入思維學習的元素。



綠色帽子：

旺旺旺旺旺旺旺旺的父母可以採用什麼創新方法鼓勵牠的父母可以採用什麼創新方法鼓勵牠的父母可以採用什麼創新方法鼓勵牠的父母可以採用什麼創新方法鼓勵牠

做一隻牧羊狗做一隻牧羊狗做一隻牧羊狗做一隻牧羊狗，，，，而不是學想一隻小豬或小羊而不是學想一隻小豬或小羊而不是學想一隻小豬或小羊而不是學想一隻小豬或小羊？？？？

設計者：「跨科閱讀高層次思維訓練計劃」計劃總監曾有娣小姐



(5)(5)(5)(5)圖書之旅圖書之旅圖書之旅圖書之旅
不要少看我年

輕，
我也可以
當大作

家！

老師說，仿
作、
改編 、全新
創作也
可以啊！

鼓勵孩子選擇喜歡的題材，創作

屬於自己的圖書。



(6)(6)(6)(6)閱報時段閱報時段閱報時段閱報時段
綠色帽子：

你會建議用什麼動物來擔任你會建議用什麼動物來擔任你會建議用什麼動物來擔任你會建議用什麼動物來擔任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的親善大使呢的親善大使呢的親善大使呢的親善大使呢？？？？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II)科本重點發展科本重點發展科本重點發展科本重點發展 (科組推動科組推動科組推動科組推動)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創意寫作創意寫作創意寫作創意寫作……

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自擬應用題自擬應用題自擬應用題自擬應用題……

視藝科視藝科視藝科視藝科：：：：復活蛋設計比賽復活蛋設計比賽復活蛋設計比賽復活蛋設計比賽……

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自製樂器自製樂器自製樂器自製樂器……

IT IT IT IT 科科科科：：：：LEGO ClubLEGO ClubLEGO ClubLEGO Club、、、、創新科技學會創新科技學會創新科技學會創新科技學會……

……



假如我有一枝神仙棒假如我有一枝神仙棒假如我有一枝神仙棒假如我有一枝神仙棒

盜寶奇案盜寶奇案盜寶奇案盜寶奇案

(1)(1)(1)(1)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創意寫作創意寫作創意寫作創意寫作

四季詩四季詩四季詩四季詩



時地人新組合之墳場裏的綜合表演時地人新組合之墳場裏的綜合表演時地人新組合之墳場裏的綜合表演時地人新組合之墳場裏的綜合表演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在一個陰森恐怖的墳

場裏，忽然地殼發生大震動，其中三個墳墓裂開
，連棺木也露了出來，這三副屍骨正是著名的李
白、貝多芬和梅豔芳。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他們是沒有關係的，但音樂

是無分國界的，就是因為這首「墳場協奏曲」，
令他們連在一起。貝多芬作曲，李白作詞，梅豔
芳主唱。
貝多芬用不同大小的骨頭作敲擊樂，再利用風

聲和沙石的磨擦聲，演奏成可歌可泣的「墳場協
奏曲」，這首歌曲令每個鬼魂都很感動，他們都
紛紛破棺而出，其中有李小龍、岳飛、愛迪生和
教訓李白的老婆婆……李小龍利用兩枝骨頭表演
雙節棍，岳飛用樹枝表演射箭，愛迪生利用石頭
撞擊，產生火花，發明了陰間電燈，而教訓李白
的老婆婆表演鐵柱磨成針，整個墳場變成了一個
綜藝表演，十分熱鬧。



給餅乾的信給餅乾的信給餅乾的信給餅乾的信

親愛的餅乾︰

你好嗎？真是對不起！去年聖誕節假期前，不小心把你留在桌子
的櫃裏。

記得那天小息時把你打開，只吃了一片，便吃不下去，於是便把
你放在櫃子裏，想留到遲些才吃掉，可是幾個小息都因為忙於做專題
報告和玩耍的關係，忘記了把你吃掉。放學時，原想把你拿回家和弟
弟一同吃，卻因為太怱忙，在收拾書包時忘掉了你。回家後才記起已
太遲了。在那天晩上讓你受驚了，你有沒有著涼呢？你是否怕黑呢？
有老鼠和蟑螂來騷擾你嗎？後來聽到你被丟棄入垃圾筒，真令我感到
傷心。你走了後，不管是吃飯或睡覺時也想著你，我保證以後也不會
把食物留在櫃子裏。你現在的生活舒適嗎？有沒有新的朋友呢？希望

你能適應新的生活吧！最後，我誠心地向你說一句對不起！

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謝凱羚上

一月一日



(2)(2)(2)(2)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Creative writing

My  birthday  wishes
Today is your birthday. You see a fairy in your dream. She can do 

magic. She promises to give you some birthday wishes. What are 

your wishes? What presents do you want to have? Why?…

A Christmas party at Wonderland
Congratulations! You win a special prize in a lucky draw. 

You can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to Wonderland in December. 

You are going to have an interesting Christmas party there. 

How do you go there? How long does it take? What things do 

you want to bring? Why? What games do you play in Wonderland? 

What food and drinks do you like to have? …



啟發孩子潛能啟發孩子潛能啟發孩子潛能啟發孩子潛能 飛躍創意天際飛躍創意天際飛躍創意天際飛躍創意天際

我們的心聲



創意思維教學創意思維教學創意思維教學創意思維教學聚焦在聚焦在聚焦在聚焦在……

培養勇於嘗試的態度態度

訓練敢於訓練敢於訓練敢於訓練敢於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的能力能力
����活動設計富趣味性活動設計富趣味性活動設計富趣味性活動設計富趣味性、、、、啟發性啟發性啟發性啟發性、、、、讓學生有發揮空間讓學生有發揮空間讓學生有發揮空間讓學生有發揮空間

����明確的學習目標明確的學習目標明確的學習目標明確的學習目標

����漸進的漸進的漸進的漸進的學習階段學習階段學習階段學習階段 ((((因應學生的進度而調整因應學生的進度而調整因應學生的進度而調整因應學生的進度而調整))))

學習模式學習模式學習模式學習模式：：：： 直接直接直接直接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引導引導引導引導 學生學習

學生為本學生為本學生為本學生為本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探究探究探究探究



「授人以魚授人以魚授人以魚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漁！！！！」

反思問題︰教師和家長如何「授人以漁」？



一個友善微笑，一些鼓勵掌聲……………………

★對孩子表達欣賞對孩子表達欣賞對孩子表達欣賞對孩子表達欣賞、、、、鼓勵鼓勵鼓勵鼓勵，，，，加加加加强强强强他們的自他們的自他們的自他們的自
信信信信！！！！

• 例：為孩子的「創意作文」寫家長的

話、老師的話

• 例：介紹佳作、頒發獎狀，鼓勵孩子，

肯定他們的成就

• 例：展示孩子原創作品於學校網頁、

壁報……



一節愉快課堂，一個繽紛舞台……………………

★為孩子創造表演機會為孩子創造表演機會為孩子創造表演機會為孩子創造表演機會，，，，從從從從「「「「經驗中學習經驗中學習經驗中學習經驗中學習」」」」

• 例：培養孩子備課習慣，參與教學活動

• 例：鼓勵孩子在「專題研習」嘗試不同

的匯報方式

• 例：邀請孩子在全方位視像早會、德育

週會等演出



與孩子一起參與創意思維學習
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持！

• 例：一起參與「萬聖節服飾表演」

• 例：參加「創意智多星」親子組比
賽，

與孩子一起創作

• 例：傑出風紀選舉助選海報設計

• 例：清潔標語創作比賽

• 例︰校慶賀詞創作活動

• 例︰運動會啦啦隊社際口號



在啟發孩子創意潛能的過程中，
教師的角色是 ……

★★★★學習的促進者 (facilitator)

★★★★協同學習者 (co-learner)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學學學會會會會學學學學習習習習」」」」……老師老師老師老師也也也也「「「「學學學學會會會會學學學學習習習習」！」！」！」！



謝

謝！
請多多指
教！

身心康泰

平安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