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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堂的藝術活動和創

作過程，啟發學生潛能，

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和自尊

感，令生命更豐盛。

13

教學理念

以藝術教育為生命添上色彩

驅走陰霾 啟發潛能驅走陰霾 啟發潛能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關呂佩玲老關呂佩玲老師師

所屬學校所屬學校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學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中三至中六中三至中六

（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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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海報、書本或立體設計時，懂得運用創意手法，緊

扣主題，設計出優質的作品。 「部分學生對自己缺乏信
心，很容易 『喊救命』 、嚷着 『不會做』 。面對這些情
況，我會採取忍耐的態度，給予足夠時間讓學生解決難

題。在創作的過程中，我會為學生作一些示範或提點，

鼓勵他們勇於嘗試，提升他們的學習信心，並享受學習

的樂趣。」
另一方面，對於語文能力稍遜，或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而言， 「評賞」 是他們的一大挑戰。呂老師相信
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能彌補學生的弱項，因此她透過

「我問你答」 、 「自問自答」 的模式，引領學生寫作句
子，逐步變成一個段落，再由段落組成一篇完整的評賞

文章。 「要寫出優秀的評賞文章，需具有審美眼光，因
此我訓練學生先作評賞對話，用口語分析作品的內容及

其表達的效果，然後才動筆寫作。」
關顧學生 同心同行

呂老師熱愛藝術教育，同時關心學生的個人成長。

數年前，她有一位視藝科學生因為功課壓力大而引發情

緒病， 「當時我鼓勵該學生利用繪畫或文字，在研究工
作簿上表達內心世界和個人情緒，減輕痛苦。通過工作

簿，我可以了解她的情緒起伏，適時給予鼓勵。」 重新
翻閱學生的工作簿，呂老師百感交集，畢竟二人共同抵

抗情緒病達兩年之久，當中有喜有憂，可幸該學生的病

情漸漸好轉，令她感到非常欣慰。呂老師深信，藝術教

育能令學生的生命更豐盛，故此，她每年都帶領 「藝術
天使」 義工團，以藝術為區內長者及殘疾人士提供服務，
回饋社會，同時幫助學生建立自信。

呂老師在2011/2012年度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嘉許狀，事隔五年，呂老師再次獲獎，她感到很高興，

希望透過教學分享，為藝術教育帶來正面的影響，讓更

多教師明白教育是改變人的工作，須秉持有教無類的精

神，積極思考更多教學方法，令學生不斷進步。近年她

加強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以藝術創作作為輔導

工具。 「其實，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都具備創作
潛能，只要付出多些耐性和運用適切的教學策略，定能

令他們發揮所長。」

藝術能夠豐富人的生命，而視覺藝術科教師正好扮

演靈魂改造者的角色。在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任教

視覺藝術科的關呂佩玲老師，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她

希望透過藝術創作，開啟學生的創作潛能，幫助學習能

力稍遜的學生提升自信，重拾學習動機。她視藝術為治

療身心的一種良藥，可協助患上情緒病的學生走出陰霾，

步向光明。

呂老師對藝術有濃厚的興趣，源於小時候受父親的

啟發， 「爸爸有很多富創意的想法，例如把壞掉的風扇
按鈕拆下，變成收音機的按鈕；又利用數條繩子自製盛

載籃球的網袋。我從爸爸身上領悟到運用創意可以解決

很多問題，這影響了我日後的教學，相信凡事總有解決

的方法。」
推動設計教育發展

呂老師自小立志成為成功的設計師，製作富創意的

產品。不過，當年沒有選讀設計系，而選擇投身教育界，

為的是要作育英才。 「回想當年的決定是正確的，我樂
於成為教學的設計師，透過教案、教具的設計，與學生、

同工分享我的創作成果，同時又可以發掘有潛質的學生，

培養他們成為本地的設計人才。」
作為資深的視覺藝術科教師，又擔任考評局多項職

務，呂老師察覺近年香港文憑考試的考生選擇 「設計」
考卷的人數有下降的趨勢，很多考生傾向選擇 「繪畫」
考卷，她擔心部分學校的校本課程或會忽略培養學生的

設計創意。 「部分學校的教師着重教授繪畫，其中一個
原因可能是學生較易掌握評分標準。其實，並非所有學

生都最擅長繪畫，有些學生精於設計，卻為了爭取成績

而改為操練繪畫，所以我常鼓勵其他教師給予學生更多

發揮的空間。」 為了改變這種觀念，呂老師聯同多名教
師及本港知名設計師，透過舉辦研討會，大力推動設計

教育的發展。

鼓勵嘗試 提升自信

在教學上，呂老師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有見學

生在設計方面具有潛能，便在課程中加強設計教育這個

元素。她善用活潑而多樣化的遊戲來啟發學生的想像力，

為創作、解難作好準備。當面對不同的設計題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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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天使義工合力創作壁畫，
在社區推廣藝術文化。▲在視藝展上展現家長的陶藝作品，推動家長參與視覺藝術教育。

▲呂老師（右三）期望透過舉辦研討會，促進中學的設計教育發
展。

◀學生在課堂上分享創作心得

▲學生榮獲 「禁毒時裝設計比賽」 總冠軍，增強對學習的信心。

▲學生在課堂上彼此分享創作意念

◀學生合力創作水墨畫，發揮創意。

▲關呂佩玲老師鼓勵學生在課堂上分享其創作意念

▲初中學生在課堂上享受創作的樂趣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20162016//20172017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我深信每個學生都有未開發的潛能，教師只要藉着

適當的引導和有效的教學，學生的潛能是可以得到啟發

的。藝術可以整全生命，學習藝術可以令生命變得更豐

盛。無論學生的素質如何，我都不會輕言放棄，因為每

個學生都是獨特的，都有他可愛的地方。

以遊戲誘發學習動機

近年不少科學家從研究中發現，遊戲是建構大腦神

經系統和提升反應靈敏度的重要活動。對學習動機薄弱

的學生，我會以學習內容相關的遊戲切入學習，很快吸

引他們的注意力，並透過遊戲輕鬆地導向學習焦點，讓

學生在不知不覺間愛上學習。讓學生保持着對課堂的期

待，偶然製造一點驚喜，令課堂變得有活力，有互動，

就是我的教學竅門。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每個學生都有其獨特的個性與思維，會對時代和社

會作出不同的回應，因此我每年都選用活潑、適切、具

彈性的教材，以特定的專題去配合社區資源，使課堂內

外的學習互相配合，包括出外參觀、與藝術家對談、專

題工作坊等，教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事物，開啟他

們認識自我和探索內心世界的窗戶，並讓學生懂得以視

覺語言表達個人的所見所想，反映社會的現實，甚至以

藝術創作和設計推動社會的改變。我認為校本課程應該

與時並進，應用最新的資訊科技，讓他們選擇適合個人

創作的媒介，涉獵不同種類的藝術，並發掘自己的潛能，

從而認真地選擇將來升學或就業的發展路向。

銳意培養創意設計人才

為了推動高中視覺藝術科的設計學習，讓學生除了

接受傳統藝術技巧的培養，亦能獲得視覺思維的訓練，

長遠可培養本港創意設計人才，我與兩位熱心推動設計

教育的教師，在2015至2016年間誠邀了幾位本地知名

的設計人士，舉辦設計教學大師班講座系列，分享對設

計的學與教的真知灼見，協助高中視藝教師反思設計教

學的困難與機遇，期盼設計教育獲得藝術教育界的關注。

我在校內亦因應學生的能力特質，協助他們擬定命題，

挑選不同形式去達成設計任務，發掘設計的趣味和個人

創意潛質，不少學生因此走上成功的設計之路，成為設

計行業的佼佼者。我亦藉着擔任課程發展處專業學習社

群小組組長和其他專業團體顧問老師的機會，不斷分享

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實踐，鼓勵同儕作教材和資源共享，

以培養優質的藝術和設計人才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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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語文能力與評賞學習表現 「脫鈎」
許多視藝教師認為，寫作能力偏低的學生無法撰寫

高素質的藝術評賞文章。學生由認識藝術詞彙到寫作句

子，再組成文章固然重要，但關鍵在於訓練學生的觀察

力、鑑賞力，透過細心觀察，抓着評賞焦點，根據視覺

元素及組織形式有理據地詮釋，指導他們大膽判斷和表

達己見，是訓練評賞寫作的不二法門。曾經有一個語文

非常薄弱的學生，在香港文憑考試很努力才獲取中文二

級成績，但他的評賞試卷卻考獲接近滿分的佳績，足見

語文水平與評賞能力不是畫上等號的。

用藝術治療學生的心靈

透過視覺藝術，我在學生的創作過程中窺見他們

的內心世界。我經常輔導學生面對自己的問題，讓語

言不能表達的傷痛和焦慮，藉着藝術創作得以釋放。

例如一個高中女生因抑鬱症而成績滑落，在校內不時

鬱鬱寡歡，偷偷哭泣，後來更發展至拔頭髮和吃頭

髮。我鼓勵她堅持繪畫色彩絢麗的花朵，利用研究工

作簿刻畫自己的心路歷程，加上課堂內外的輔導，她

的病情已有顯著的改善。她表示畫出了心中的幽暗，

已一步一步從幽谷走出來。

提升學生的自信和自尊
五年前，學校成立了 「藝術天使」 義工團隊，鼓勵

學生運用藝術知識與技能回饋社會，透過義工服務真摯

地關心有需要的人。學生在參加義工服務後，體會到別

人的匱乏，而自己卻有能力助人，提升了他們的自尊，

變得主動和自信。每年我們均有二十多位學生參加義工

服務，為長者、弱智人士和社區人士服務，從他們身上

獲得的比付出的更多！我亦致力營造校園的藝術氣氛，

藉着校內各種場地，展示學生

作品。學生獲得別人的讚賞，

是對自己的一種認同和肯定。

這幾年我的學生屢獲獎項，使

他們很受鼓舞，提升不少自

信，對自己有了期望，主動擬

定學習目標，探究問題，令視

藝科的學習活潑而自主性高，

更學會重新掌控自己的學習，

自己解決困難，使學習變得更

有效。

結語

教育有着改變人的使命；教師的教學不只是做好一

份工作，而是為學生付出愛心，貢獻自己所有，以改造

靈魂的事業。教育乃是以大愛牧養我們的下一代，提升

他們的素質，引領他們走向更遠更美好的地方。而視覺

藝術於我，是一個最好的媒介去達到以上的目標。

我深信教育是一份為學生整全生命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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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 「灣仔囍滙」 裝置創作

▲學生在課堂上創作汽球膠雕塑 ▲呂老師引導學生簡述創作意念，並作同儕互評。

▶藝術天使義工隊教長者做
拼貼布袋

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

▼學生參與各種藝術創作，
營造校園藝術氛圍。

▶學生參觀藝術家工作室，並與藝
術家對談，拓寬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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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誠關愛打動學生

以藝術教育改造靈魂

▲呂老師悉心選材去設計藝術評賞
活動，鼓勵學生利用藝術創作對社

會議題

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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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呂佩玲老師的教學經驗豐富，對工作

充滿熱忱。雖然學生的學習動機較弱，她仍

鍥而不捨地全情投入教學工作，以愛心和誠

意感染學生積極學習，並結合情意教育，使

學生既能發展藝術潛能，同時建立積極的人

生觀。

呂老師對視覺藝術科課程和藝術教育新

趨勢有充分的認識，逐步建構具特色的校本視覺藝術課

程。她採用單元教學，整合藝術知識、評賞和創作三個

範疇的學習，指導學生全面掌握該科應具備的知識、技

能與態度。她所設計的初中及高中校本課程，學習重點

明確，評賞與創作並重，為學生提供自由創作的空間，

充分發揮他們的藝術潛能。

呂老師積極推動中學的設計教育，主動聯繫香港的

一群著名設計師，並獲得不少設計師的大力支持，協助

提升教師的設計概念。她能誘發教師建立真正適合學生

的藝術課程，為香港培養具創意的設計人才，足見她是

一位具前瞻性、富有使命感的課程領導者。呂老師的教

學設計以學生為中心，悉心選材，能依據學生的興趣和

生活議題，促進他們以自學、探討、評賞和創作為基礎，

再以主題式的學習去認知和體驗藝術。

從觀課所見，呂老師透過評賞畫作，引導學生以藝

術創作表達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由引起動機、評賞討論

到主題創作，都能緊扣學習目標和重點，肯定學生獨特

的看法，有效發揮促導者的角色。她深信每個孩子都是

可教的，藝術感觀的表達不應囿於學生的學業水平，從

認識藝術詞彙到撰寫文章段落，最重要的是訓練學生如

何看，如何想，如何判斷，擁有審美眼光才能寫出見解

獨到的評賞文章。她重視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要

他們學會提問、記錄、自評和反思，再釐定下一個學習

目標。她鼓勵學生運用研究工作簿發展創作意念，展示

他們對自選主題作深入探究和認真分析，成功地培養了

一群熱愛藝術、具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富創意的學生。

呂老師關懷學生的個人成長，運用適當的教材，結

合不同的輔導策略，幫助學生建立自尊、自信及積極的

人生價值觀。她致力利用藝術的感染力作為治療身心的

渠道，透過多元的藝術創作和持續的課堂輔導，協助學

生認識自己，用視覺語言表達自己，釋放自己。她與校

內輔導組和社工合作無間，為高年級學生組織 「藝術天
使」 義工團隊，帶領學生以藝術服務社區，回饋社會。

-3度

學校網址：
http://www.tskvgss.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關呂佩玲老師

學校電話：2573 6962

學校傳真：2572 5344

電郵：kwanpeg@gmail.com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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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是最能體現學生

創新精神和審美觀的學

科。教師擔當啟發者去引

導他們探究、感受和評賞

作品，從而發展創意、鑑

賞能力和良好品德。

教學理念

讓藝術融合生活

躍出畫紙躍出畫紙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馮惠敏老馮惠敏老師師

所屬學校所屬學校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學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小一至小六

（視覺藝術科）（視覺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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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學生就像一張白紙，教師的角色就是讓白

紙填滿色彩。然而，視藝教師的工作，卻是把白紙交給

學生，引導他們畫出繽紛世界。馮惠敏老師自1998年起

擔任小學視藝教師，一直緊抱對美術的熱情來教學，但

在2012年，她感到工作到了樽頸位，覺得 「江郎才盡」 。
於是，她重拾學生身份，修讀插圖文憑課程，重新由學

生的角度感受藝術，為她的藝術造詣和教學方式注入全

新的元素，也讓學生的藝術學習躍出畫紙之外，增添獨

特的藝術體驗。

易地而處 了解學生需要

馮老師在2012年修讀文憑課程時，重新經歷學生

學習藝術的困難，令她對教育工作有新的體會和突破，

更決定每星期從繁重的教學工作中抽空創作自己的作品。

「我想給學生了解我對藝術的堅持和追求。」 她說
完成一幅作品歷時差不多半年，期間不斷修改自己的作

品，直到老師告訴她 「你可以停了」 才鬆一口氣。她憶
述曾有一段時間對學生的提問 「這樣行不行？」 、 「我
畫到這裏，還要繼續嗎？」 而感到煩厭。但當易地而處，
才明白對美術有要求的學生更需要有人向他們喊 「停」 。
「達不到老師的要求是痛苦的。因此，我更希望學生發
自內心去追求藝術、享受創作的過程。」

藝術分享 發揮影響力

在進修時，馮老師與來自各方的藝術愛好者交流，

發現對藝術的熱誠不能只放在心中，必須要 「分享」 才
能發揮影響力。她憶述參與進修課程的畢業展，作品於

香港文化中心公開展出，當看到公眾人士欣賞自己的作

品時，那份興奮和激動至今難忘。於是，她決定把這些

經驗與學生分享。

為教學添入新元素的第一步，馮老師嘗試在課堂上

分享自己的畫作。 「一來讓學生感受我對藝術的熱誠，
二來讓他們知道老師教的技巧很實用，作畫時真的可以

應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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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老師重視師生之間的互動

▲馮老師靈活糅合不同的藝術媒
介，帶給學生獨特的體驗。

▲親子時裝設計和表演深受學生和家長歡迎

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教師專訪
她又為學生籌辦 「香港是我家」 展覽，在文化中心

展出全校各級學生的畫作，並讓學生向參觀者介紹作品。

「孩子比成年人更大膽去分享創作意念，他們表現得非
常雀躍。雖然展期只有兩天，但人流很多，更不乏有藝

術底子的遊客與學生交流分享。我相信這個展覽令他們

眼界大開，並成為他們小學階段的難忘回憶。」
融入生活 發掘更多可能性

學生對新的教學元素感到新鮮，比以往更投入課堂，

令馮老師的教學熱誠更熾熱。她認為藝術只局限在學校，

影響力有限，若把藝術帶進家庭和生活，能讓學生發掘

更多可能性。 「藝術和創意不再只是在畫紙上，而是可
以由多種方式呈現。而且不少家長也很愛創作，與學生

互相啟發，一起動手完成作品。」
她積極舉辦親子設計比賽，例如時裝設計比賽，由

學生和家長按不同的主題設計雨衣、學校的運動服等。

收集作品後，由評審選出佳作，再製作成實物，最後請

學生到台上演繹作品。馮老師表示，過程中最難得的是

學校各方面積極配合， 「學校的戲劇教師協助學生綵排，
校工和教師協作搭建舞台，又有教師和家長義工為學生

化妝、認真評審學生的作品和表現，更開心的是各科教

師騰出幾節課堂，帶全校學生到禮堂欣賞演出。」

第一屆時裝比賽的氣氛比馮老師想像中好，更令學

生發掘了自己的另一面。 「學生在台下一副乖模樣，原
來在台上可以收放自如，情緒高漲時，連帽子也扔到台

下。又有學生化妝後令人眼前一亮，和平常的模樣截然

不同。」 馮老師說，由第二屆開始，學校邀請家長到校
欣賞學生的表演，並與獲獎學生一同上台領獎，場面溫

馨。

舉辦作品展 肯定學生表現

每位學生都是獨特的，能力各有不同。馮老師特意

為資優和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設計不同的課

程。資優課程強調問題的發現和解決，並鼓勵學生體驗

獨立研究，發揮創造力和才能。今年初，馮老師帶領資

優學生把校園一角製作成梵高的臥室。 「他們自行思考
應如何運用紙皮箱，親手把畫中的臥室化為實體。」

馮老師又與學生支援小組合作，發現部分SEN學生

具有藝術天賦，並且堅持創作。馮老師曾收集患有自閉

症和讀寫障礙學生的作品，在校園內舉辦學生個人作品

展，不但對他們的表現作出肯定和讚賞，也讓他們的作

品成為與其他同學溝通的橋樑。

突破限制 啟發潛能

是次獲獎，馮老師形容為 「奇妙」 。 「我曾經以為
自己的能力只達到某個程度，藝術讓我再次認識自己、

發現自己的價值，原來我可以做到更多。得獎更讓我知

道別人如何看我，這份肯定超乎我的想像。」
她憶及去年一位畢業生，對藝術和夢想的追求深深

感動了她。 「在十八年的教學生涯中，我曾啟發和栽培
過一個如此有藝術熱誠的學生，實在很感恩！」 她期望
藝術在學生的手中能變化成不同的 「工具」 ，幫助他們
肯定自己的價值、發揮創意、提高評賞藝術的思維能力、

加強與人合作和溝通的能力，以及對 「美」 和 「夢想」
有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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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設計比賽作品

▲馮老師帶領學生欣賞參加資優課程同學演繹梵高名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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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藝術活動 啟發創意

作為視覺藝術科的教師要因應每一個學生的才能和

學習風格去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鼓勵他們思考 「為甚
麼要創作」 的問題。教師透過作品評賞、多樣化的教材
及緊貼生活的教學活動，刺激學生的感官，豐富他們的

審美和藝術經驗，從而在創作中發揮更多創意。

我認為，要啟發學生的創意，應該由提升教師專業

開始。作為科主任，我每年都要求校內每位視藝科教師

閱讀評賞書籍，撰寫讀書報告，在科組會議上分享如何

把所學應用於課堂教學。此外，我每年都邀請不同媒介

的藝術工作者到校主持工作坊，以增加同儕教學的信心

及提升視藝素養。

以評賞建構思維能力

我為全校設計視覺藝術科校本課程，強調評賞和審

美能力的重要，把有關資料編撰為教材套，每學期初提

供予所有視藝教師參考，減輕他們備課的工作量，幫助

他們掌握評賞教學，以促進學生思考與創作。單元教學

設計是學校視覺藝術課程的特色，我們讓學生描述、感

受、分析、詮釋和判斷視覺藝術作品，從而發展個人的

美感價值。

近年設計的社區導向課程，讓學生了解藝術在社會、

文化和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六年級 「粉嶺區的人
地事」 單元，由教師作定點導賞，帶領全級學生參觀中
國抬樑式和穿斗式建築，深入認識中國古代建築的結構，

並進行寫生活動，是很受學生歡迎的 「走出課室」 的學
習活動。

為了優化學校原有的資優教育計劃，我修訂了 「視
覺藝術高階思維資優課程」 。這個課程的內容比常規課
程較深且廣，透過多樣化的練習和活動發展學生的創造

力和獨立探究能力，體驗聚斂性思考和擴散性思考的學

習任務，令資優生在校六年，能得到持續的發展。

培育追求美的夢想家

我深信藝術教育在所有學科中，最能體現學

生的創新精神及培養他們的審美觀，並孕育出具

質素的唯美藝術家。我很希望能培育一批有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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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教師分別
閱讀不同的評賞
書籍，彼此分享
閱讀心得。

▶馮老師悉心設
計校本視覺藝
術科課程，並
提供予每一位
視藝科教師參
考使用。

▲馮老師帶領學生進行定點導賞活動，在龍躍頭介紹香港早期的傳統建築特色。

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

▲假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香港是我家」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學生運用膠紙的藝術創作來佈置
視藝室

▶在 「第十五屆北區短劇節」 ，馮
老師為學校戲劇組繪畫六幅大型
佈景畫，獲得舞台效果大獎。

知識、態度與技能的追求美的夢想家。十年前，我有一

個心願，渴望於大型展覽場地展出學生的作品，建立學

生的信心。2014年，我們視藝科教師有幸爭取到在香港

文化中心舉行 「香港是我家」 的視覺藝術展，向公眾展
示學生的作品，令全校學生感到興奮和鼓舞。在學校，

視藝科每兩年都會在禮堂舉辦一次學生作品展。我為學

生打造了一個校園藝術導賞展區，讓每個學生在學校留

下親手製作的藝術品。就算平時不喜歡藝術的學生，也

會努力完成一件作品，參與人生首個作品展，並在畢業

時留在母校作為紀念。我就是這樣，每每利用學校的一

幅牆或者一個角落展示學生的創作成果，努力經營，不

斷為學校增添藝術氣氛。

堅守設計校本課程的原則

我一直致力規劃視藝科的校本課程發展，並堅守四

項原則：一、強調課程的結構。我根據課程指引，有系

統地整合課程內容，以達到培養創意及想像力、發展技

能與過程、培養評賞能力和認識藝術情境四個學習目標。

二、重視藝術創作與生活的關係，把藝術生活化，生活

藝術化。每年我都採用不同的日用物料作主題，舉辦親

子設計及製作比賽，利用有限資源發揮參加者無限的創

意，如 「夢想飛行」 白布
鞋、 「一疋布說故事」 校
服布料、 「 『帽』 動全
城」 魔術帽、 「雨天
『家』 年華」 雨衣、 「家
有愛‧碗滿載」 木碗設計
及製作比賽等。試想想，

一雙普通不過的白布鞋，

一頂平凡不過的帽子，每

天都接觸到的校服、飯碗

等，學生在這些日常生活

用品上加添色彩及創意，

多有趣！誰說藝術曲高和寡？藝術可以無處不在，藝術

與生活已融為一體了！三、落實藝術技能與創作過程的

互通。我把全校視藝科的教學計劃統整起來，以美學範

疇的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有系統地落實在藝術知識、

技能與過程中。四、展示學習的越域性。我藉着每兩年

舉行學生作品展、校園展覽區、《視藝全接觸》藝術半

年刊、學校網頁等，展示學生課堂上的作品，把經驗藝

術的樂趣帶入家中，亦讓親子設計及製作比賽成為有意

義的活動，令家長也能在生活中實踐藝術創作。

推動藝術教育 堅持師生創作

在教學以外，我亦醉心創作。自2013年成為畫會的

成員以來，不斷鞭策自己參展和參賽，並把自己創作的

經驗應用在指導學生創作的過程中，誘發學生對藝術的

熱情。我與同事合作，為學校出版了19期的《視藝全接

觸》藝術半年刊，增加學生欣賞同學作品的機會，同時

又可以參閱有趣視藝小百科及潮流創意小品，並且把學

校視藝資訊帶到家中和社區之內。學生無不熱切期待自

己的作品刊登在《視藝全接觸》呢！

結語

堅持創作，不斷練習，不斷成長，每一天追求自己

和學生的進步，就是我教學的座右銘。一個藝術教師如

果不實踐，不創作，怎能說服學生要熱愛藝術、熱愛創

作呢？願大家以藝術教育作為一種使命，把對藝術的熱

誠散播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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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老師與同事合
作，持續出版
《視藝全接觸》
藝術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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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創意

培養追求美的夢想家

▲ 馮老師善用自己的作品作為教
材，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24

馮惠敏老師在校任教多年，致力規劃及

發展校本視覺藝術科課程，對提升學生的藝

術素養和營造學校的藝術氛圍，更是不遺餘

力。她好學不倦，累積了豐富的學科知識和

教學經驗，不斷改良校本課程及教學設計。

馮老師所設計的校本課程能緊密配合中

央課程的精神和理念，內容多元化，評賞與創作並重，

能充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其中， 「視覺藝術高階思維
資優課程」 ，讓資優學生體驗聚斂性思考和擴散性思考
的學習任務，鞏固他們解決問題、獨立探究的能力及發

展他們的創造力； 「社區導向課程」 則由教師作定點導
賞，讓學生了解藝術在社會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至

於 「單元為本課程」 及 「科本統整課程」 ，既能全面整
合各級視藝科的學習內容，也加強了評賞和美學教學，

使課程更為連貫和均衡，學習內容更加豐富。

馮老師藝術造詣高，熱愛創作，並把握個人參展和

參賽機會，從創作實踐中追求進步，為學生樹立良好的

榜樣。馮老師每年都為學生籌辦多樣化的藝術活動，例

如設立 「校園藝術導賞展區」 ，舉辦 「親子設計及製作
比賽」 ，努力發掘學生的藝術潛能，讓學生從小喜歡藝
術，用豐富的創意體現生活的美善。馮老師能以個人的

藝術創作和創作為她帶來的愉悅感染學生，並鼓勵他們

不斷嘗試創作，積極參與校內外的視藝比賽和作品展，

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審美情趣，並成為追求美的夢想家。

從觀課所見，馮老師的教學重點明確，組織嚴密，

步驟清晰，教學流程流暢，提問技巧高，並能因應學生

的反應作出適當的回饋；她善用自己的作品作為教材，

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學生積極投入學習，能掌握課堂

的學習內容，整體教學極具成效。

馮老師每年都策劃 「視覺藝術科獎勵計劃」 ，鼓勵
學生以個人作品集記錄自己在本科的學習歷程，把寫生、

速寫、意念草稿、筆記、自我反思、搜集資料等創作過

程展示人前，與人分享創作的喜悅。馮老師重視評賞教

學和提問技巧，帶動校內其他視藝科教師共同研究評賞

的教學方法，聚焦優化提問技巧，有效發揮課程領導的

角色。

馮老師熱愛藝術，她長期與校內其他視藝科老師合

作出版《視藝全接觸》藝術半年刊，向學生、家長和社

區人士推廣藝術教育，為學校和社區營造濃厚的藝術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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