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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enues alliance, and analyze the representative Guangdong Science Center,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and Macao Science Cente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lliance. Resources fo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from the researc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researcher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resources
integr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Finally,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put forward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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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科技教育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重要性日

益显现。本文针对粤港澳三地科技馆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尝试从科技场馆联盟的诞生与发

展入手，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中具有代表性的广东科学中心、香港科学馆和澳门科

学馆的教育活动资源，并从科技馆研究人员、中小学教师、中小学学生和公众四个方面对粤

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实施探讨，最后对资源一体化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提出思考。

1.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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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和源泉，科技教育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加强科技教育有助于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科技”一词共出现74次，“教育”一词共出现27次，显示出

科技与教育建设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重要性，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教育资源共建与共享

将会有利于湾区内的教育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划背景中明确提出粤港

澳合作基础良好，近年来粤港澳地区在科技教育方面有着多方的合作。[1]然而应该客观地认

识到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科技教育资源的整合需要较长的时间投入，结合

粤港澳三地的科技馆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与共享，不但能够加快教育资源整合的进程，

而且可让粤港澳地区的科技馆教育跟国际化接轨。针对粤港澳科技馆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

本文尝试从科技场馆联盟的诞生与发展入手，通过分析粤港澳具有代表性的科技馆的教育资

源，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问题进行思考。

2. 内地、香港、澳门科技馆教育现状

博物馆的三大功能是教育、收藏和展示。科技馆的诞生与发展，使博物馆以收藏为主、

教育为辅的格局发生改变，当下科技馆的教育重点是传播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激发人们的

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2]科技馆在教育方面发挥着诸多作用，刘文利（2008）提出中小学

科学教育需要科技馆的积极支持，科技馆对于培养学生科学素质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
[3]张剑平（2016）认为在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下，科学博物馆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优势互

补，充分发挥其育人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优秀文化的传承方面有更大作为。[4]然而在科

技馆馆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受限于精力、时间、经费等若干因素，科技馆

可以提供的科普资源较为有限，多数科技馆没有成立专门的教育项目研发部门，教育项目管

理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科技馆课程设计不够系统，课程设计与学校教育内容脱节，难以对

学生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张秋杰（2017）还表示科技馆与教师的沟通不足，学校教师的指导

作用较少体现。[5]

自从2006年国家启动了“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以来，我国内地的馆校结合

（center-school collaboration）的运作机制逐步完善。目前内地的馆校结合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科技馆的资源设计对应的课程；另一种是科技馆走进校园，即基于学校课程进行

开发。香港、澳门的科技馆建设较多参考了英美国家的理念，一是有健全的馆校对接方式，

即教师可以通过便捷的方式预约科技馆的讲解服务，且讲解服务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进行设

计，同时科技馆会为教师提供教师指南以及为学生提供学习单（worksheet）。如果教师有需

求也可在科技馆登记将展品教材、科学普及讲座内容的视像光盘等教育资源借回学校用于教

学。二是有专业的教师培训，例如香港科学馆为满足教师个人发展需求提供展览预览会、研

讨会、工作坊等教师发展活动。

当然，地理面积导致的资源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香港和澳门科技馆教育的发展。相

比较之下广州、深圳等地的科技场馆种类较多，但缺乏合适的课程设置与开发，将三地的资

源和建设理念进行互相补充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整合，随着我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

要》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促进科技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应用的目标下，科技场馆

联盟诞生并发展。

3．科技场馆联盟的诞生与发展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年博物馆版）显示，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联合或联盟，

形成两个或更多组织的联合会，以整合资源或在创新举措方面保持战略的一致性。[6]有别于

同座城市的科普联盟，科技场馆联盟是由不同城市间的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植物

园、海洋馆、航海博物馆或是其他科技场馆成立的联盟，科技场馆联盟更加强调科技场馆资

源的共建和共享，科普传播的范围不仅覆盖科技场馆，还有中小学校、幼儿园甚至公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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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英国自然史博物馆宣布与阿尔梅达剧院，英国科学博物馆等机构组成联盟，将创造沉

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与机器人或恐龙进行互动体验。自然历史博物馆Clare Matterson主任表

示“与新的技术，文化，娱乐和学术界的先锋合作，将为我们的访客提供令人叹为观止的新

体验”。[7]2018年5月，由浙江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等八家科技场馆发起的“长三角科技

场馆联盟”宣布成立。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表示，长三角科技场馆联盟将通过平台的辐射

效应，以共商、共享、共赢为核心理念，形成“产—学—研—用—展”一体化，实现长三角

地区科普资源的共建、共享与创新。[8]同年9月，广东科学中心、香港科学馆、澳门科学馆等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九座城市十三家科技馆单位发起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旨在对湾

区内科技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应用，搭建合作与交流平台，实现共享共建、互惠互利、共创

共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学传播活动的开展、交流和建设，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

的社会环境，切实提高粤港澳地区公众的科学素养。[9]

“合作、共建、共享”是科技场馆联盟的关键词和共同愿景，是发挥区域综合优势，深

化区域合作，推动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教育传播与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专项教育资源的共建

和研发又是区域科技场馆联盟其中的重要方法，因此研究区域内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

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联盟的成立也表明了大湾区对于科技馆资源整合的需求，如何更有

效地进行整合科技场馆教育活动资源是本研究的焦点。

4.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

4.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介绍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由广东科学中心、香港科学馆和澳门科学馆牵头，涉及粤港澳

大湾区内九座城市十三家科技馆。[9]因篇幅所限，本文选择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代表性的科

技馆教育活动资源进行分析，即香港科学馆、澳门科学馆和广东科学中心。其教育活动资源

的具体内容和简介如表1所示。
表 1 香港科学馆、澳门科学馆和广东科学中心的教育活动资源

科技馆 教育活动资源 具体内容 简介

香港

科学馆

趣味习作 主题：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超越

天空、超感官暴龙展、古怪动物园、

磁电廊、电讯廊、赛马会环保廊

形式：折纸、剪纸、填空、涂色、

联机、判断、排序等

为加强学生学习展览中的科学知识，

以学习单的形式为幼儿园和中小学生

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趣味习作及

学习活动

教师指南 展览简介、参观资料、展厅平面图、

展品精华介绍、参观准备及延伸活

动、网上资源及参考

为方便教师计划系统的参观活动，做

足参观前的准备，了解展览内容，设

置和趣味习作主题相同的指南

在线讲座 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力、了解我们

可居住的地球、九天揽月－探月话

嫦娥、中国恐龙、中国水资源的挑

战 — 饮水思源、香港空气污染等

以网络讲座的形式向大众传播，由国

内外专家学者担任讲者，涉及物理、

生物、天文、环保等方面的科学知识，

每个视频的长度约 1-2 小时

教育通讯 关于比赛、学生活动、教师活动等

各类活动、特备展览、专题展览、

巡回展览等各类展览的信息

为加强与教师之间的联系，发布最新

活动、比赛、展览的信息，香港科学

馆以半年为一期制作教育通讯，截至

2019 年春季已有 31 期

巡回展览 脑与认知、幻影、沙土与病毒 为推进博物馆教育服务至学校，以展

板的形式，给学校作教学用途。教师

可以使用博物馆的展品材料,以丰富

学生的认知。

澳门

科学馆

馆校合作-

走进校园

主题课程活动：光学系列、物理飞

行系列、LEGO 系列、世界环境公民

系列，点亮星辰天文科普系列活动

透过澳门科学馆与澳门的中小学、幼

儿园共同合作，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培

养学生对科学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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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探索的潜能

学习单 太空科学厅、儿童科学厅、机器人

厅、声学厅、物理力学厅、DNA 厅、

环保厅、运动健康厅、运动竞技厅、

电学与磁学厅学习单及其答案

涵盖澳门科学馆 10 个主题的长期展

厅，为初小、高小和中学三个年龄段

设置不同学习单

中学生科技合

作交流活动

新丝绸之路、互联网改变我们的生

活、食品安全、绿色城市、气候变

化等

由北京和澳门若干所中学共同参与的

每学年一次的科技交流活动

广东

科学中心

开放实验室 3D 打印创意设计实验室、AR 实验

室、机器人实验室、太阳能电池制

作实验室

以团队的形式，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

科学问题，采用探究式教学，强调青

少年体验科学研究过程，培养创新思

维

科学表演台 会吸水的杯子、烧不坏的手帕、纸

能包住火、让时间停止等

馆内设置科学表演台，在固定时间段

邀请观众参与一系列有趣的科学小实

验

小谷围科学讲

坛

你所不知道的物理背后、生物启发

材料的世界、VR/AR 技术在科学教

育中的应用、宇宙暗物质、奇妙世

界是如何探索出来的、世界航母及

我国航母的发展思考、我们生活中

的科学谎言、谬误与无知等

是面向大众的系列科普讲座，邀请国

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担任主讲嘉宾，

涉及古生物研究、天文探测、环境保

护等学科领域，截至 2018 年 7 月共举

办 174 期

科技营地 科学之旅工作纸活动、展项探究活

动、开放实验室教育项目、科学探

究工作坊教育活动、科技电影，以

及室外科学拓展活动

是广东科学中心自主开发的服务项

目，以“在科学中心对青少年开展非

正规教育，启迪探究学习的思维，提

高青少年的科学探究和创新能力”为

教育目标，适合各类青少年学生团队

创意机器人特

训营

广州特训营、中山特训营等 通过研究性学习，在教师和专家的指

导下，了解机器人原理和前沿动态，

让学术体验科学研究过程、自主创意

设计并制作机器人

通过对香港科学馆、澳门科学馆和广东科学中心教育活动资源分析，可以发现香港科学

馆的教育资源主要涵盖趣味习作、教师指南、在线讲座、教育通讯、巡回展览，其中趣味写

作和教师指南课程围绕香港科学馆常设展厅内的相关展品及科学知识设计出教师指导单和一

系列适合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单，学习单采用中英双语，该设计不但能充分利用科技馆已有

的资源，而且具有针对性，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不同于广东科学中心线下的科学讲坛，香

港科学馆采用网络讲座的形式向大众传播，传播范围广，便于重复观看。香港科学馆每半年

会发布一次教育通讯，包括各类活动、比赛、展览的最新信息，方便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获取。

在巡回展览方面，香港科技馆为学校提供展板，丰富了课堂教学的资源，展板可以循环使用，

促进科技馆教育资源共享。

澳门科学馆的教育资源包括馆校合作-走进校园、学习单和中学生科技合作交流活动。

“馆校合作-走进校园”计划涉及力学、光学、数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为澳门中小

学和幼儿园学生提供更多的资源，促进澳门科学馆与中小学及幼儿园的合作。澳门科学馆设

计的学生学习单具有如下特色：学生学习单和科学馆展厅相结合；为不同学段的学生设计难

度不同的学习单，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单与答案相独立，可以分别下载使用。每学年

举办一次的中学生科技合作交流活动，由一所内地中学和澳门中学组成队伍，开展中长期的

项目合作，有助于澳门和内地学生的合作与沟通，也能够促进两地学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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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学中心的教育活动主要分为开放实验室、科学表演台、小谷围科学讲坛、科技营

地、创意机器人特训营和展项少儿科普节目。开放实验室和科学表演台以“实验”为主题，

组织团队或个人参与探究式学习。小谷围科学讲坛致力于公众的科学传播，以线下讲座的形

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开展涉及广泛学科领域的讲座。广东科学中心科技营地活动主要

面向华南地区的青少年学生团队，选择适合学生年龄的主题展项、科普影片等。创意机器人

特训营是以研究性学习形式开展的创客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创造自己的机器人，此外还邀请

广东省内科技教师和科技辅导员参与专场培训。

4.2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实施路径

为达到“对粤港澳大湾区内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应用，实现共享共建、互惠

互利、共创共赢，创造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的社会环境，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的

目标与愿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实施路径如图1所示。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的实施需紧密围绕科技馆研究人员、中小学教师、中小学学生和公

众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围绕粤港澳三地的科技馆研究人员和相关的科研机构。定期组织开展湾区内科技馆联

盟会员代表大会，共同研究科技馆行业的发展规律，共同协商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实

施中的重大问题，推动湾区科技馆协同创新发展。科技馆联盟还可成立课程设计共享部门，

由粤港澳科技馆的课程开发人员牵头，中小学教师采取自愿加入的方式。当可实施的课程被

开发后，在整个部门人员中进行共享，并由课程开发者对其他使用课程的使用者提供一定的

培训或指导。这样能够得到粤港澳三地不同课程开发人员的建议，当课程开发结束后，课程

设计有选择性地在粤港澳三地的学校以及科学馆中实施，真正的实现科技馆教育资源共享。

二是围绕粤港澳三地的中小学教师。应推动馆校结合计划，建立完善的展品出借机制供中

小学教师在课堂以及学校展示使用，健全科技馆展品外借机制有助于馆校间的资源共享。出

借机制可以是粤港澳三地共建网络平台，教师或科技馆人员都可以进行注册，不同的科技馆

将展品陈列在平台上并标注可以借的范围以及时间，接下来教师以及工作人将展品借走并按

时归还。再者，对粤港澳大湾区内教师定期培训，有助于教师学会利用科技馆资源进行教学，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整合粤港澳三地教师培训内容，开发成系统的课程，供教师学习。

三是围绕粤港澳三地的中小学学生。需积极推进“馆校合作-走进校园”计划，以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馆联盟为中心向湾区内的中小学校辐射，共同设计不同主题的科普课程或活动，为

中小学学生提供更多的科普教育资源，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还应积极开展粤港澳三地中

小学生科技交流活动。澳门科学馆在2008-2014年间举办的北京-澳门中学生科技合作交流活

动便是可以参考的案例。为了更好的推进粤港澳三地教育资源一体化，可以在粤港澳湾区共

同举办科学活动，例如科学周、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展览等。

四是围绕粤港澳三地的公众。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可尝试共建社交平台，以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馆联盟的名义注册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抖音账号等，及时发布粤港澳科技馆教育活动

相关的通讯，方便公众的及时获取。此外，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广东科学中心以线下的方式开

展面向大众的系列科普讲座，而香港科学馆以网络讲座的形式向大众传播，结合二者的优势

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开展讲座时对讲座过程全程进行录制，将视频发布在相关平台上。

还应考虑到香港以及澳门所使用的语言问题，在发布的过程中配上英文或葡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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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一体化实施路径图

5.思考与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的一体化，将会促进湾区内科技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

应用，创造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的社会环境，惠及粤港澳三地的科技馆研究人员、

中小学生、教师乃至公众。粤港澳三地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课程标准和教材的不同会对粤

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的一体化带来哪些影响？应该在资源一体化过程中做出哪些

相应的调整？在教育活动的整合过程中，如何避免过度占用澳门科技馆、香港科技馆的教育

资源，影响本地的居民对科技馆教育资源的使用？这些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教育活动资源

的一体化建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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