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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TEM教育通过对科学探究、技术实践、工程设计和数学计算能力的综合训练和应用,培养学生
的跨学科思维,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本研究设计了基于游戏化学习的STEM教育活动与
其教学模式、探索光学游戏制作对学生学习成效和学习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能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
和促进科学知识的概念迁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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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STEM educ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gamified learning
Qianqian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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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EM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inquiry, technical
practice, engineering design and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ability, cultivates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enhanc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spiri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based on
gaming learning STEM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mode, explore the optical game production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the learning attitude, results show that can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migratio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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