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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推进 STEAM 教育有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袁然而调查显示确保其实施质量的 STEAM 教师严重短缺袁

其中既有深层文化尧利益机制原因袁更是 STEAM 教师跨学科综合培养太难所致遥 针对其问题成因袁我们运用教师发展
阶段理论袁与职前职后一体化教师集成培养经验结合的方法袁提出延长 STEAM 教师职前培养年限袁以拓展跨学科知

识曰 对转岗教师补教袁 对应届毕业生进行岗前综合培训曰 对骨干教师和名教师采取提升综合素质的培训策略遥 让
STEAM 教师群体沿着 野主干课要拓展课要综合应用要提升课要再综合冶 的螺旋式课程设置发展素质曰 教师个人以
野GPS 定位冶法优化升级路径遥 各级政府为其完善跨学科知识结构袁提升素质和学历层次提供条件袁并从待遇倾斜和职
称评审方面提供政策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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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STEAM 教育是集科学尧技术尧工程尧艺术尧数学于

下极度短缺问题袁将是新时代师范教育和相关培训机
构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二尧STEAM 教师严重缺乏的现状及深层成因

一体的综合教育袁是由美国政府主导的 STEM 教育计
划演变而来的袁旨在打破学科疆域袁通过对学科素养
的综合应用解决实际问题袁同时袁培养综合性人才的
教育[1]遥 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田慧生指出:野中

渊一冤STEAM 教师严重缺乏的现状调查分析
STEAM 教师短缺是全球共有的问题遥 截至 2015
年袁美国中学数学和科学教师缺口累计达到 28000 多

角色遥 因此袁如何培养合格的 STEAM 教师袁解决其当

统的理科学习曰大多数 STEAM 教师任教科学尧综合实

国发展 STEM 教育淤有助于我们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机遇噎噎已成为我国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
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紧迫要求遥 冶[2]要让 STEAM 教育
有效推进袁就要有教授 STEAM 课程的专任教师袁他们
是 STEAM 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袁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名曰澳大利亚超过一半学校的数学尧科学教师未经师
资训练曰英国数学和科学教师也出现短缺问题[3]遥 我国
STEAM 教师更是严重短缺袁 对东中西部 7 省抽样调
查显示院农村小学 STEAM 教师的缺口比例为 37.3%袁
城市小学为 14.5%袁80.5%的 STEAM 教师没有经历系

淤STEM 是 STEAM 的前身袁限于中国 STEM 教育刚起步袁在政策研究上需要契合中国国情袁因此袁以 STEM 提出标准相对容易得以
执行遥 但作为理论研究应该紧跟前沿袁所以本文按照拓展了野艺术冶因素的 STEAM 教师进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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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尧艺术等学科的教龄在 5 年以下袁显示 STEAM 教

三尧STEAM 教师跨学科素质分段
补缺集成培养策略

师流动性较大袁缺乏稳定性[3]遥 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 STEM 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叶STEM 教师能力等

渊一冤STEAM 教师跨学科知识和技能分段培养策

级标准渊试行冤曳袁STEM 教师指野从事科学尧技术尧工
程尧数学及相关学科的教育工作袁并进行跨学科整合

略

标准袁对粤西地区中小学 STEM 教师实地调查表明院

业的学科知识拓展和学历延伸遥 STEAM 教师跨学科

置袁而且一个城区小学仅有 1~2 名 STEM 教师袁主要

增加跨学科内容袁而且还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袁增强

的专业人员冶 [4]袁我们按照野跨学科整合的专业人员冶
一般只在城区较大的小学才有 STEM 教 师岗位设
是开展科技活动和创客教育袁 并以竞赛获奖或提供
参观表演方式帮助学校打造特色遥 中学则以探究性
课程和综合实践课教师担任袁 一般一个年级配备一
名具有跨学科背景的综合实践活动教师遥 由此推测袁
我国合格的野跨学科整合冶专业化 STEM 教师袁估计不
到 5%遥
渊二冤我国 STEAM 教师严重缺乏的深层成因
首先袁 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人们对 STEAM 教育

STEAM 职前教师跨学科知识拓展策略院 师范专

知识结构的综合性袁不仅需要以现有师范专业为基础

STEAM 职前教师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训练袁 使其形
成 跨 学 科 融 合 的 STEAM 教 育 新 视 界 遥 为 此 袁 在
STEAM 教师职前培养中袁 一是需要从专业设置上注
重跨学科拓展袁 必须开出 STEAM 教育涉及的五门核
心学科主干课程遥 二是强调跨学科知识和能力横向拓
展基础上袁同纵向延伸性训练的有机结合袁突出跨学
科知识和技能的野综合性冶培养目标遥 为此袁教师专业
发展阶段理论中袁关于从新手到能手和专家发展理论

的认识遥 无论是科举文化袁还是分科笔试为主导袁缺乏
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考察的高考袁都从深层利
益机制上引导着全社会追求单科分数袁由此导致国人
对 STEAM 教育缺乏认知遥 Lu 与 Jiang 对 115 名中国
数学师范生进行访谈调查发现袁野80%以上的学生不
知道 STEM 是什么袁并且认为将 STEM 复杂课程应用
于基础教学的必要性很低遥 冶[5]其次袁新教师认证方面袁
在叶STEM 教师能力等级标准渊试行冤曳颁布之前袁野没
有制定系统的 STEM 教师准入制度冶袁 对于合格的
STEM 教师形象的认识比较模糊[6]遥 第三袁师范院校缺

都将更新遥 首先袁STEAM 方向的师范生在职前关注阶
段中袁需要增加跨学科选课积分关注遥 虽然大学阶段
的学生还没有经历 STEAM 教学工作袁 但是需要引导
他们从原来只关注本专业的必修课袁 转向重视
STEAM 教育中新增的艺术尧技术尧工程类必选学科袁
这是 STEAM 教师培养中不同于单一的数学尧 物理学
科教师培养的特征所在遥 同时袁更需要引导其重点关
注跨学科综合能力的全面形成遥根据野职前 STEAM 教
师一般经过 6 个专题的实训袁 会达到初级专业水平冶
的研究结论[3]袁职前 STEAM 初中教师延长一年学制和

STEAM 密切相关的课程遥 第四袁国内缺乏有针对性
的 STEAM 在职教师专业拓展和跨学科综合培训袁关
键是缺少跨专业的 STEAM 教师培训师遥 最后袁根本
的原因在于 袁STEAM 教师知识 和技能 形 成 的 复 杂
性遥 从叶STEM 教师能力等级标准渊试行冤曳所包含的 5

评遥为此袁我们提出野2+2冶小学和野2+3冶初中教师本科曰
野2+3+2冶高中 STEAM 硕士教师培养策略遥
中小学 STEAM 教师之所以都设计野2冶为基础袁是
因为大一主要上公共课袁 大二以专业基础课程为主袁
主要都是学好数学尧物理等 STEAM 中的主干学科遥因

乏 STEAM 教师培养的综合类专业设置袁 是造成其缺
失的源头遥 即使同 STEAM 教师最接近的科学教育专
业课程设置袁在师范院校中也是以物理尧化学尧生物
等分科方式为主开设的袁而且缺少野工程尧技术冶等与

个维度 14 类尧35 条 STEM 教师能力指标体系中袁即
可看出其培 养难度和 复 杂 程 度 远 高 于 单 科 教 师 遥
STEAM 教学中袁野教师角色更多地是教学设计者尧活
动组织者尧知识讲授者和学习引导者等遥 冶[7]其教学中
开展的每个实景问题都是综合性的袁需要跨学科知识
才能解决遥 STEAM 教师培养的困难袁不仅在于其横跨
的学科多袁需要学习的内容广泛袁更关键的在于其跨
学科的融合问题遥

高中教师延长三年学制发给硕士学历证书袁具有完善
对应层次 STEAM 教师知识结构的现实性遥这样袁便于
对接我国现有教师资格认定制度袁按照高中尧初中和
小学分段标准袁 进行 STEAM 教师资格考试和面试测

为小学的 STEAM 教师袁其知识面虽然也是五门学科袁
也需要综合学习袁 但是在学好一门核心学科基础上袁
利用 2 年时间学好另外 4 门达到专科水平袁不仅符合
传统的专科学习时间袁 也适合小学阶段开设 STEAM
课程对教师知识水平的要求遥 而初中阶段袁按照本科

学历要求学科教师袁 相应的也需要达到本科知识水
平遥 要在主干学科基础上拓展另外 4 门学科课程袁就
需要比小学教师延长 1 学年袁这样就形成了五年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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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STEAM 教师本科培养策略遥同理袁高中知识的专业

STEAM 新手教师而言袁 只能从靠近自身支柱学科最

加硕士层次教师的要求遥 再者袁初中多一年尧高中多三
年并获得硕士学历袁这样的设计才同其更高教学层次

践社区技术平台开展教师集体专业化培训冶[8]遥 具体而
言袁可以远程教育或自考的在线平台为依托袁分阶段

性强袁理论程度增加袁需要接近研究生水平才能更好
地开展 STEAM 教育活动袁 且高中教育明确提出了增

的收入增加相匹配袁 符合学生经济和精力投入的心
理袁从而保证有充足的生源可供选拔遥 最后袁注意根
据不同层次教师袁实施 STEAM 跨学科拓展基础上的
综合素质提升遥 尤其是高中以上的 STEAM 教师袁必
须让其拓展学科和综合水平均达到一定高度遥 这是
因为高中在开展 STEAM 教育活动中袁学生提出的问
题和解决方案袁 要求教师具有相当专业的指导水平

才行遥 而针对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 STEAM 教育袁则
主要由跨专业的 STEAM 教育博士实施遥 这样的博士
入学选拔中袁 需要学生具有跨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袁
待其入职高校教师后袁才具有精通技术尧工程设计尧艺
术设计等经验袁在组织大学生尧研究生开展较高理论
层次的 STEAM 教育中袁 才能抵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
前沿遥
STEAM 教师入职培训策略遥 单凭职前教育阶段
的 STEAM 学科知识拓展袁 难以形成跨学科的综合知
识和教学技能遥 无论从 STEAM 教师需要完善的跨学
科知识结构袁还是从其发展阶段的复杂性看袁在精力
有限的情况下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袁只能实施分阶段
拓展的策略遥 从 STEAM 教师早期生存关注阶段发展
理论看袁刚入职或转行从事 STEAM 教育的新教师袁主
要是做到跨学科知识教学的正确无误袁确保能站住讲

台遥 为此袁就需要正确地讲解教材袁指导尧引领学生综
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真实问题遥 在组织实施
STEAM 教育中袁不致因讲授出错或课堂监控力弱化袁
被学生笑话遥 因此袁岗前培训重在强化跨学科知识的
综合组织袁STEAM 课程开发与实施技能的训练遥 由于
STEAM 教育受多学科教学知识的综合影响袁 对那些
从数学尧物理等学科教师中转行过来的人袁为避免受
其原单科教学习惯的影响袁培训课要在分科补偿教育
基础上袁 处理好同原来担任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关
系遥 借助岗前培训袁需要训练新手们以艺术方式进行
独具匠心的设计袁 以数学方式对整体设计进行考量袁
以科学原理进行深入研究袁 并以技术方法加以实现遥
最后袁运用系统工程将前面的设计一一编程袁以 3D 或
模型化的虚拟情境可视化地呈现遥 这其中袁师生设计
和实施的每一步袁都有可能受到现有环境和条件的限
制袁遭受难以预料的挫折遥 因此袁STEAM 教师从新手
到情境关注的能手过程相对漫长遥 对那些转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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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跨学科课程入手袁 借助 野互联网+冶 方式袁以
STEAM野教师集体专业化愿景为凝聚力袁依托在线实
获得相应的单科结业证书袁 以此拓展 STEAM 教育急
需的跨学科知识袁增强自身综合驾驭课堂的能力遥
渊二冤STEAM 职后教师综合素质集成式培训策略

有研究表明院STEAM 教师既可 野在现有的本科尧

研究生专业中增加 STEAM 教育课程冶进行职前培养袁

也可野对现有的具有科学尧技术尧工程和数学背景的优
秀教师进行 STEAM 专业的系统培训冶[9]遥 对于入职 3~
5 年的 STEAM 教师袁 尤其是那些已经跨越了生存和
教学情境关注阶段袁 成了 STEAM 教学骨干的青年教
师袁 其跨学科综合知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技能袁组
织尧监控学生开展 STEAM 教育的综合能力等袁都已经
得到了明显提升遥 进入这一阶段袁仅仅靠自学和校本
研修提升幅度不大袁 需要寻求有针对性的 STEAM 教
师培训项目遥 如参加专门针对 STEAM 骨干教师的培
训项目等袁在专业培训师榜样示范尧案例剖析尧互动交
流尧跟岗实训中袁形成综合创新的知识技能尧灵机应变
的教学技艺遥最后袁进入到 STEAM 名教师提升培训项
目遥现有做法表明袁除了组织 STEAM 教育前沿理论与
跟岗学习名师培训班外袁最为有效的就是野基于真实
学习实践的工作坊学习冶袁它是开展野STEAM 教育的
最佳实践路径遥 冶[10] 因为 STEAM 教育的跨学科综合
性袁涉及学科广泛尧实践灵活性强袁只有由名师工作室

以师徒结对方式袁开展 STEAM 教学实践研讨袁才能让
其从真实的教学场景中袁 体悟到 STEAM 的综合实践
特性及实施活动的技巧遥
这种专门针对 STEAM 教师类型和层次提升的培

训项目袁主要采取利益捆绑袁以集成相关培训资源方
式予以推进遥 首先袁在强师工程中以野STEAM 教师 XX
培训项目冶拨款方式袁吸引有条件的相关机构参与联
合申报遥 为了让具有合格资历的各类机构袁积极参与
到 STEAM 教 师 培 训 中 来 袁 教 育 部 需 要 出 台 系 列
STEAM 教师培训政策袁由省市政府牵头袁以全额拨款
方式吸引多家单位联合申报培训项目遥 让相关教育学
院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尧大型企业尧省市科技馆尧博物
馆尧艺术馆等袁根据每期培训项目侧重的学科和技能
训练袁以主要培训单位牵头实施独立或联合的方式申

报项目袁 将跨学科知识尧 技能的 STEAM 教学实战培
训袁STEAM 教师专业知识拓展落到实处袁以跨学科协
同培训确保 STEAM 教师综合能力的提升遥其次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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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外包市场化运作方式袁 充分调动科技企业参与

STEAM 教师培训的积极性遥 借鉴广东教育学会科技
教育专委会主办袁深圳好课乐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

承办的全国 STEAM 教师岗前培训第一尧二期经验[11]袁
可从教育部国培项目尧省厅强师工程项目中划拨部分
款项袁委托相应的教育科技公司以成本价运营遥 因为
这些教育科技公司袁 本身就在做 STEAM 教育产品拓
展袁 拥有现成的 STEAM 教育培训师和相应的实训资
源遥 其借助 STEAM 教师培训袁在扩大 STEAM 教师和

教育规模的同时袁 相应地也就拓展了公司的营销市
场遥 对各级政府而言袁又达成了以最小的代价袁获得高
质量尧大规模的培训效益遥 最后袁建立适应螺旋式发展

入职后的教师袁属于螺旋的上升段遥 由于历史的

原因袁就整个转行过来的 STEAM 教师群体看袁其数理
化学科基础相对扎实袁但技术尧工程尧艺术知识匮乏遥
因此袁需要按照野提升数学尧科学核心学科袁补教技术尧
工程尧艺术学科袁综合优化实战技能冶的课程设置原则
展开遥 根据我们的跨省市跟岗培训经验袁可由培训项
目牵头或主办方袁 委托理工科大学对口提供数学尧科
学尧工程课程袁职技院校和科技馆提供技术训练课程
模块袁协同开展对骨干教师的单科课程提升培训遥 其
中袁艺术课程模块既需要艺术馆或师范院校的艺术系

提供相应的艺术知识课袁 更需要从综合实施 STEAM
课程的设计艺术上予以落实遥 因为让参训名师形成设

的培训评价方式遥 以竞争性申报单科补教和提升培训
项目袁诱导科技馆尧艺术馆尧理工科大学袁积极投身到
独立承办单科培训中来遥 同时袁发给参训者单科结业
证袁积累到五门主干学科合格渊含原专业合格课程冤袁
即可参加 STEAM 教师资格证考试袁 并将其单科成绩

计和实施 STEAM 课程的艺术袁 才是培养其综合实战
技能的关键所在遥 为增强其现实可行性袁首先以省市
为单位袁对在职教师需要补教的课程进行调研遥 通过
调研归纳出 STEAM 教师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有针对性
地设计其课程模块袁预算培训机构开发和实施这些针

称袁只有优秀者才能进入高级职称评审袁从而对培训
机构和参训者起到针对性提高培训质量之效遥

况袁 按照 STEAM 骨干教师提升的要求打造设计高端
课程遥 一是单项分科针对数学尧科学尧技术尧艺术尧工程
的野骨干冶提高班课程曰二是设计好 STEAM 跨学科知
识综合的名师跟岗培训课程遥 从总体上构成院野主干要
拓展要综合应用要提升要再综合冶 的螺旋式课程设

作为对应培训机构质量评价的依据遥 对师范院校袁则
重点强化其提升学员综合资源开发和高效组织教学
活动的实践技能培训遥 由省厅或市教育局组织一线专
家袁 对其开展综合实训后的 STEAM 教师进行跨学科
STEAM 教育达标示范课检验遥 让合格者进入中级职

四尧STEAM 教师综合素质螺旋式
发展的有效路径
渊一冤促进 STEAM 教师群体螺旋式发展课程设置
在西方袁野课程被称为耶跑道爷袁含有行进时所遵循
之路线的意义冶袁指野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
其进程与安排遥 冶[12]前者说明课程是 STEAM 教师群体

螺旋式发展的路线袁 后者则从跨学科学习进度安排
上袁 规定了其螺旋式上升的进度遥 就职前阶段的
STEAM 教师课程设置而言袁 横向上都按五门学科主
干课程设置袁纵向上按照小学尧初中尧高中逐级加深遥
为弥补职前教师实习空间的不足袁需要通过网络研修
活动袁野为发展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和课堂教学实践行
为的改进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助力遥 冶[13]让其帮助中小
学 STEAM 教师远程备课等袁 实施 STEAM 跨学科教
学设计实训袁以增强其教学实战能力遥 最后袁让师范生
提供中小学 STEAM 课程设计教案尧课件等袁同时袁附
上中小学教师根据其设计尧 结合开展 STEAM 教学活
动的情况对其的评分袁作为实践课程得分依据袁以此
引导其扎实推进 STEAM 综合教学素质的提升遥

对新手的拓展尧综合应用课程曰针对骨干的单科提升
和对名教师综合提升类培训课程袁分别需要的总经费
和学员人头费遥 再由教育厅师资培训处袁根据新手尧骨
干尧名教师培训类别袁同培训单位签订委托培训合同遥
最后袁 针对现有 STEAM 教师知识和能力补全后的状

置袁以分类补教尧引导应用尧提升单科水平尧最后综合
突破的方式袁为职前教师到新手尧骨干和名教师袁铺就
其发展尧成名之路遥
渊二冤激励 STEAM 教师个体螺旋式发展的有效路
径

教师个体袁可利用野GPS冶能力发展定位系统进行
导航学习遥 其中袁野郧 指通识能力渊General Abilities)袁是
应对未来社会变化及可持续发展而必须具备的基本
能力曰杂 指学科能力渊Subject Abilities冤袁孕 指专业能力
渊Professional Abilities冤袁 是教师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标
志冶[14]遥 在教师螺旋式提高过程中袁可根据当下教学和
未来发展需要袁绘制出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野GPS冶导
航图谱袁以便按图索骥地分阶段提高跨学科知识和技
能遥就转行的 STEAM 教师而言袁第一阶段主要是拓展

跨学科专业知识遥 以 1~2 门核心学科为基础袁逐段实
现从核心向边缘化学科拓展遥 这一阶段主要是借助远
程教学平台和自考之路袁 学习相对容易的外围学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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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面上达到实施 STEAM 教师的基本要求遥然后袁

STEAM 教师的教研和创新能力袁 特别要求教研论文

学实践中遥 第三阶段袁为升级跨学科知识层次开展深
化学习遥主要以 STEAM 骨干教师培训项目袁从本科向

学实施活动录像精彩片段袁学生 STEAM 课程作品尧竞
赛获奖作品等袁并对整个项目设计理念尧目标尧思路尧

同 STEAM 专业毕业的师范生一样袁 开始进入第二阶
段遥即将浅层次的跨学科知识袁综合应用到 STEAM 教

研究生学历提升为路径袁 实现对单科知识的纵向提
升遥 最后袁争取参加名教师培训项目袁进入成名前的综
合训练阶段遥 力争通过综合培训袁 形成应对高层次

STEAM 教学需要的综合知识和教学技能袁 将跨学科
知识和教学经验融为一体袁 逐步达到驾驭 STEAM 教
学的专家水平遥
以获得 STEAM 教师资格证和职称证为标志袁提

同 STEAM 课程实施教案设计尧 学生作品之间有内在
联系遥为此袁要求高级职称申报者提供自己 STEAM 教

操作流程尧存在的问题等进行陈述和答辩袁以判定其
实施 STEAM 教育的综合素质袁 对其是否达到高级职
称标准作出评审遥以此激励 STEAM 教师真抓实干袁不
断提升我国 STEAM 教育质量遥

五尧结 语
单一的 STEAM 教师培养模式袁 不能满足跨学科

高教师个体待遇袁促进其螺旋式发展遥 在依据叶STEM
教师能力等级标准渊试行冤曳的教师资格认证中袁需要
面向社会人员敞开大门遥 广泛动员科技馆员尧技术员尧
艺术工作者尧 工程师尧 数学研究员等积极报名参加
STEAM 教师资格考试遥 只要能达到 STEAM 教师资格

拓展及其综合教学素质形成的需求遥 因此袁需要政府
出台向 STEAM 教师增加 15%~30%绩效工资的政策袁
形成开放式广纳贤才的 STEAM 教师招聘制度袁 让行
业尧 企业的富余科技人员积极参与到 STEAM 教育中
来遥 相应增加 STEAM 教师职称评审系列袁 为提高

转向 STEAM 教师岗位袁 这样就有了广泛的 STEAM
教师来源遥 从中选拔优胜者袁就能得到从业经验完全
不同的 STEAM 教师遥 STEAM 教师职称评定袁关键是
考察教师对 STEAM 综合课程的设计尧开发能力袁综合
实 施 STEAM 教 育 的 实 际 能 力 遥 同 时 袁 注 重 考 察

情境模拟尧自主反思尧行为反馈冶的系统实训模式和
野网络学习尧自主反思尧教师指导尧能力测评冶的混合式
实训模式[3]袁将 STEAM 教师的跨学科理论拓展袁同其
综合教育实践能力提升有机结合袁将实训课培训师同
其设备匹配袁一体化地予以落实浴

认定标准袁 且通过了由省教育厅组织的 STEAM 教师
综合知识认定考试袁就发给 STEAM 教师资格证书遥同
时袁对持有 STEAM 教师资格证书的上岗者袁参照乡村
教师补贴标准袁 以高于单科教师 15%~30%的绩效工
资比例袁增加其岗位工资袁以激励其他行业能手积极

STEAM 教师待遇提供坚实保障遥 教育厅尧 局积极牵
头袁相关高校积极联合企业尧科技馆尧博物馆尧社会多
方力量袁 有针对性地组成 STEAM 教师培养和培训机
构遥以项目经费为纽带袁集成 STEAM 教师专业化培养
和培训的一条龙服务袁探索出野理论指导尧案例分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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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trateg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Spiral Development of STEAM Teachers
ZENG Liying1, REN Ping1, ZENG Benyou2
(1.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2.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
[Abstract] Effectively promoting STEAM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improv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surveys show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STEAM teacher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EAM education. The reasons of which may be the effect of deep culture and interest
mechanism, and it is also because the interdisciplinary accomplishment of STEAM teachers is too difficult
to train. In view of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experience of pre-

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this paper applies teacher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oposes to extend the
pre-service training period of STEAM teachers to expand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to make up for
the teachers who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post,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for fresh graduates an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backbone and famous teachers. The STEAM teachers can develop
their quality along the spiral curriculum of "main course - extension course -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course - promotion course - re -integration course ", while the individual teacher can use "GPS
positioning" method to optimize his/her upgrade path.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provide supports to perfect
teachers'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structures,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academic level, and supply
policy support in terms of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professional title evaluation.
[Keywords] STEAM Teacher; Training Strategy; Training Path;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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