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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明分享流程:

• 1. 跨學科(歷史科及化學科) 合作的背景、理念、困難

及解決方法。

• 2. 施教跨學科學習活動情況。

• 3. 總結。



跨學科(歷史科及化學科) 合作
的背景、理念、困難及解決方
法。



跨科學習的背景

• 科普雜誌： 例如:《科學人》雜誌及
《短識大圖解》

• 每一期雜誌中，都會有一個「在家玩科
學」或
「親手做實驗」

• 該類的實驗不需要複雜的工具或化學品，
便可以在家中進行。

• 強調每一個人，不論有沒有修讀理科的
人，
都可以進行。

• 2015年，我把《熱狗木乃伊》的文章，
交給歷史科同事參考。

科學人編輯群(2015):《科學人第155期》 (頁96-97)，台北:遠流



跨科學習的背景

• STEM 強調「動手」的學習活
動，以培養出同學的綜合及
應用跨學科知識及技能的能
力。(課程發展議會 2015)

• STEM 內的學科都是類似的，
都是俗稱「理科」的科目。

• 「文科」與 「理科」有沒有
跨科的機會?有沒有跨學習領
域(KLA) 的合作機會?

S T E 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課程發展議會(2015): 《推動STEM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局政府



跨科學習的背景

• 歷史與化學(或科學的發展)是息息相關。

• 例如：中世紀的練金術

• 因此，可以發展出歷史與科學的跨學科活動

www.alchemywebsite.com

http://www.twword.com



歷史科與化學科跨科學習的理念

• 古埃及文明其中最令
人會想起金字塔及木
乃伊。

• 木乃伊或金字塔只能
從資料或觀察中學習。

• 可否可以從歷史中，
加入一些「動手」的
學習活動？



歷史科與化學科跨科學習的理念 ——

體驗式學習

Concrete 

experience 具體經
驗

Reflective 
observation 

觀察及反思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概念形成

Active 
experimentation 

實踐應用

經驗學習圈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

(Kolb, 1984)

透過體驗木乃伊的製作，
反思當時的祭司製作木乃伊的感受，
以及製作木乃伊的困難。



歷史科與化學科跨科學習的理念 ---

製作木乃伊魚

•以魚代替死人屍體，進行
木乃伊魚的製作。

•事實上，古埃及人有製作
木乃伊魚。

•在利物浦的世界博物館
(World Museum) 中，收藏
一條

http://www.liverpoolmuseums.org.uk/



跨科合作的困難

• 1. 化學科與歷史科的共同知識非常少。

•例如: 化學科: 使用的防腐物料是碳酸氫鈉
(歷史科沒有提及)

歷史科: 古埃及的生死觀
(化學科沒有提及)

化學 生物

化學 歷史



跨科合作的困難

• 2. 班上有至少30個同學，如何一
個老師可以帶領30個同學一起同
步完成木乃伊魚的製作?

•如果同學不同步的話，會不會出
現混亂的情況？影響同學的體驗
學習？



克服跨科合作的困難
1. 化學科與歷史科的共同知識非常少。

•答: 需要與歷史科何老師較
長時的間溝通，共同建構
(協作學習!)教案。

•雖然需要較長時間完成教
案，但每人可以學習對方
的學科知識。



克服跨科合作的困難
2. 如何一個老師可以帶領30個同學一
起完成?

• 成立一個探究小組，由高中的
同學組成。

• 這些同學是來自各個選修科(X
科)，包括化學科、歷史科及
中史科等。

• 高中同學們有以下的任務
• 學習整個製作木乃伊魚的流程。當他們掌
握後，高中同學「以長帶幼」的方式，帶
領中一同學完成木乃伊魚製作。

• 探究使用那些化學品可以更有效保存魚屍
(化學科探究實驗)



施教跨學科學習活動情況。



歷史科課程綱要 1996 





歷史科「修訂歷史科課程第二階段諮詢
教育局







Ａ. 古埃及文明 –蘆葦筆製作 (視藝科)



目的 (運用想像力重組往事)

• 「親身」體驗蘆葦筆的製作

• 比較古埃及和現在的書寫工具



歷史課堂如何取得蘆葦？



蘆葦筆學生反思方向

• 引導學生反思古埃及現代書寫工具的不同

• 反思古埃及人如何利用天然資源作為日常生活用品

• 如果沒有蘆葦筆、文字等，對我們認識古埃及有沒有影響





B. 古埃及宗教探討—木乃伊魚



新、舊課程之間的貫串

• 1996 年課程大綱年課程大綱年課程大綱年課程大綱

• 四大文明—尼羅河文明

• 文明發展因素

• 人民的生活

• (經濟、社會、宗教)

• 文化遺產

• 2017年條訂課程大綱年條訂課程大綱年條訂課程大綱年條訂課程大綱

• 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 尼羅河文明

• 文明的定義及研習

• (文字、政府與管治、城市、宗教信
仰、建築與科學)



為何選取宗教作為「古與今」的穿越點？

• 學生基礎認識較強 （金字塔）

• 從歷史角度，一手資料較多

• STEAM 合作

• 學生學習動機較強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理解古埃及人宗教信仰的主要特理解古埃及人宗教信仰的主要特理解古埃及人宗教信仰的主要特理解古埃及人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徵徵徵徵



理解祭司在宗教及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理解祭司在宗教及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理解祭司在宗教及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理解祭司在宗教及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三節︰透過製作木乃伊魚，體驗古埃及人製作木乃
伊的過程



第四、五節（一星期後）



總結︰分組討論

• 現在，你需要為你的墓穴及陪葬品作出抉擇。你希望在死後
有多姿多采的生活，你會決定選取甚麼作為你的陪葬品呢？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Ａ）（Ａ）（Ａ）（Ａ）

娛樂娛樂娛樂娛樂
（Ｂ）（Ｂ）（Ｂ）（Ｂ）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
（Ｃ）（Ｃ）（Ｃ）（Ｃ）

當代人物當代人物當代人物當代人物
（Ｄ）（Ｄ）（Ｄ）（Ｄ）

任何生活用品任何生活用品任何生活用品任何生活用品
（Ｅ）（Ｅ）（Ｅ）（Ｅ）

分組活動︰
3-4位同學一組
一張海報
四位同學分別有這些角色︰主席、繪圖員、報告員 (1-2位)

這些物品，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 曾在現實生活中出現過
� 能反映現在的生活及社會
� 形狀、大小、物品的狀態，必需要合理



跨科合作活動總結︰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 探究問題探究問題探究問題探究問題 成效成效成效成效
古埃及人對「永生世界」的看法？

古埃及人如何製作木乃伊?

他們製作木乃伊運用甚麼科學原理?

完成木乃伊魚製作，及討論現今的食物
保存的方法後，歸納出木乃伊能保存至
少的原因。

比較古代與現在，人類對死後世界的投
射



檢討︰

•學生對於掌握古代文明中，宗教的「精神寄託」概念很難掌握

•對於「來生世界」與「現實世界」

學生只能代入古埃及人為了往生世界做了很多準備／香港習俗包
括這個原素。但但但但

對於深入了解宗教的運用，人類為什麼需要宗教、什麼是宗教
「教化」、什麼是「心靈寄託」所了解的不多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總結



體驗式跨科學習只局限於木乃伊魚？

•探索可否透過製作金字塔，以體
驗古埃及人建築金字塔的困難，
以及古埃及人對幾何學及科技的
發展。

•歷史科、化學科及設計與科技科
亦有嘗試製作金字塔的體驗學習。



製作金字塔

• 製作金字塔的過程中，亦讓同學了解
製作金字塔需要基本的幾何學知識。

• 同學亦體驗到需要使用大量的物料不
斷重複才可以建立較大的金字塔。

• 謝謝設計與科技科王恭偉老師，協助
同學完成金字塔的製作，以及就製作
金字塔的物料及過程，提示寶貴的意
見。



歷史科學生也能 STE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