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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製作

鏡頭背後的人生實踐
獲獎教師

教學理念

藍翠紅老師（教學年資：4 年）

「藝術教育目的不在於培養藝術家，而是培養學生擁有

所屬學校

解讀藝術的能力、基本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

匯知中學

教學對象
中四至中五、一年制進階證書課程
（視像錄像科）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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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
人人可教，皆可成材」，
匯知中學憑着這個辦學理念，
創校四年來以文法及才藝雙軌
發展。在學校的全力支持下，
才藝科主任藍翠紅老師透過 「
影
視錄像」教導學生透過影視製
作看世界。
學生鏡頭下的世界，令他們屢
獲殊榮，包括第十一屆香港獨立
短片及錄像比賽青少年組銀獎，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西
貢區議會及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邀請他們攝製教育短片等。
不過，藍老師表示，獲得認同固
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學生在

匯知中學將影視錄像藝術作為正規課程，供中四和中五學生選修。

參與過程中學懂掌握藝術和美學

中五畢業後一年制證書課程，是

元素，培養出批判和評鑑技巧，

一個向專業發展的進階課程。她

學懂自我管理能力和發展人際關

說： 「雖然兩個部分都是透過實

係技巧，學懂如何在團隊中作出

踐方式學習，不過，我們最大的

最大貢獻，甚至建立自己的價值

目的不是單單要求學生學習技巧，

觀。

最重要的是希望學生在整個過程

課程設計

中探索價值觀和態度。」
她指出，當學生在課堂上收到

藍老師表示，匯知是少數將影

題目時，十居其九都不了解題目

視錄像藝術課程作為正規課程的

的意思，他們便需要搜集資料、

學校。學校將課程分為兩個部分，

互相討論、訂立主題，才能草擬

第一部分為基礎課程，供中四和

出劇本的大綱，這過程正好培養

中五學生選修，中四學生學習鏡

他們的研習能力。在訂立故事大

頭運用、音樂錄像製作及情境導

綱後，便開始編寫劇本，而編劇

攝製工作亦告開始，由於短片拍

向電影欣賞，以求引發學生的學

需要運用創造力，塑造故事的人

攝是一個群體的創作，負責統籌

習興趣及成功感，中五學生則作

物性格，編寫細節和情境。

工作的學生必須分配工作。在拍

較深層次的鏡頭運用、劇本創作
及短片拍攝等，進一步將學生的
創作潛能發掘出來。第二部分為

群體創作精神
她並表示，完成編訂劇本後，

學生積極搜集資料，大部分拍攝的題材都與
青少年自身或社會息息相關。

攝期間，學生在各司其職的同時，
也需要不斷溝通，互相合作，大
家才能向着同一目標進發。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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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只要其中一人有疏忽，即

師還希望學生將搜集得來的資料

會影響整個團隊的拍攝進度。因

進行批判性反思，從而建立自己

此，學生必須提升自律的精神外，

的價值觀。為此，藍老師所訂立

亦要有責任做好自己負責的工作。

的題目多圍繞青少年自身或社會

在現場拍攝，往往與想像中有所

問題，如描寫三角戀的《自由戀

出入，這時學生便需要即時運用

愛》、講分手的《好心分手》、

解難能力。到了後期製作階段，

講述偷竊的《密碼風雲》，以及

負責剪接的學生亦要和導演溝通，

探究家庭暴力的《心鎖》。學生

再根據導演的要求剪接已拍攝的

在創作期間經歷對主題的認識、

毛片、整理和再組織，短片才能

反思，從而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完成。

為令學生得到更全面的學習，

當影片完成後，藍老師會安排

藍老師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

和學生一起評賞，大家便須運用

學生把課堂、現實生活和日常生

批判思考評賞自己的影片，以及

活互相扣連。這些活動主要分為

除了在第十二屆香港獨立短片比

聽取他人的意見，作為日後改善

三部分：進行實地考察如參觀朗

賽中獲得青少年銀獎外，更衝出

的參考。

豪坊UA影院的放映室、電影拍攝

香港，獲台灣高雄邀請參與第二

現場；邀請電影工作者向學生講

屆金甘蔗影展。

搜集資料助批判性反思
除了發掘學生的潛能外，藍老

羅冠蘭接受學生訪問，大談演戲經驗。

課；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比

除教導學生外，藍老師更希望

賽等。以今年為例，學生的作品

與校外同工交流心得，藉此不斷
提升自己的教學效能，而她教學
的其中一部分： 「情境導向電影
欣賞課程」 ，已由香港教育學院
出版。

影視錄像有助訓練學生的組織及解難能力

透過拍攝錄像短片，藍老師與學生建立一份深
厚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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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享
教育理念
「看先於言語」 （John Berger,

體創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的學習方法，在學與教的過程中

學生必須經歷集體創作，定下主

以實踐為主幹，期望學生在整個

題，編寫劇本（情境的訂立）；

過程中培養各種共通能力。

1972），我們從出生起便開始接

接着進行資料搜集，崗位分配（協

在學生收到題目時，最初並不

觸影像。踏入廿一世紀，圖像氾

作的訂立）；再而互相溝通以表

了解題目，於是他們必須在編寫

濫，我們進入了一個資訊新年代，

達各自的想法，從中定下拍攝的

劇本前，進行資料搜集、互相討

學生必須備有視覺解讀能力。當

過程、進度（以會話形式溝通）；

論、訂立主題（培養研習能力）；

前這刻，教育肩負起重要的任務，

最後進行拍攝，以影像表達當中

當故事大綱訂立後，便開始編寫

特別是藝術教育。

的意義（意義建構）。在拍攝的

劇本（創造力就在這刻展開），

我校以 「人人可教，皆可成材」

過程中更不斷重複着以上的學習

為辦學理念， 「匯知創藝」 為校

經驗，學生在實際的情境中，主

訓，建立一所綜合型中學。以文

動理解和分析，從而達致高層次

法及才藝雙軌課程作為我校學與

的 建 構 式 學 習 （Vygotsky,

教的基礎，就是因為我們明白到

1987）。反複的實踐製作更是一

普及藝術教育的重要性，並樂意

種從經驗中學習的模式，學生不

接納和尊重每一個學生，發揮他

斷解決困難，是一種探究式的學

們的多元才能，建立他們的自信，

習（Bruner, 1977）。

展現他們獨特的生命價值。雙軌
課程中的藝術教育包括視覺藝術、

課程設計與實踐

音樂、戲劇、設計及影視錄像。

本校的影視錄像科課程，主要

而當中的影視錄像課程便是為提

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中四

升學生對影像、符號與訊息的解

中五級的基礎課程，第二部分為

讀能力及創作能力而設計的。香

一年制進階證書課程。兩者均以

當中編劇須塑造故事人物性格，

港的中學，很少如我校般，把影

實踐方式學習，中四階段學習基

編寫細節和設立情境；透過資料

視錄像媒體藝術課程作為正規課

本鏡頭運用、音樂錄像製作及情

的搜集、設立情境，對主題有了

程。

境導向電影欣賞，以求引發學生

基本的理解與認識。

藍老師請來李力持導演教學生拍攝技巧

藝術教育的目的並不在於培養

的學習興趣和得到一定程度的成

然後，學生便要進行分工，因

藝術家，而是培育學生的基本共

功感；中五則作較深層次的鏡頭

為短片拍攝是一個群體的藝術創

通能力。而透過我校影視錄像課

運用、劇本創作、短片拍攝等，

作，必須有強烈的互相合作精神

程的學與教過程中，學生能經歷

以求學生進一步發揮創作力和提

（協作能力）。 在拍攝的整個過

不同的學習經驗，從而達致基本

升學習興趣。而一年制進階證書

程中，溝通能力更是不可缺少的，

的共通能力，並培養出價值觀和

課程則朝向專業發展。

學生間相互的合作必須利用語言

態度。課程包括了編劇、導演、
攝影、監製、剪接、評賞及製作
實踐。錄像製作的過程是一個群

探究式教學
影視錄像課程非常重視探究式

作出有效的溝通，大家才能朝着
同一方向前進；因為一個人的缺
失，便會影響整個團隊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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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學生必須提升自我管理能

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討論，拍攝和

用文字和語言來表達，都有助提

力和責任感，準備好自己負責的

剪接。由於課堂時間不足以讓學

高學生的智能。在過去的教學中，

範疇。而在現場拍攝時，又往往

生完成所有製作，我會和他們一

我會讓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錄像

與想像有所出入，經常遇到不同

起商討，抽取較難控制的場景，

比賽，到國外參與電影展，讓學

類型的問題，學生須立刻解決，

在課堂中進行。課堂時間雖然緊

生有更多展示作品的機會。學生

解決問題能力亦因而得以提升。

迫，但我從來不為學生提供拍攝

亦會把學習得來的成果服務社會，

拍攝過程完成，便進入後期製

方法，所有的問題，必須由他們

如協助拍攝德育課題的教育短片，

作的時刻，解決問題能力及溝通

自己解決，我也不會說對或錯，

在創作期間學生對有關德育課題

能力在這裏便發揮着重要作用，

我只會問他們為什麼？你們認為

認識得更全面，更能了解原創者

哪個方法較合適？現在你們想怎

所付出的心力，並懂得知識產權

樣做？讓學生先把自己的想法說

的重要性。他們透過創作拍攝，

出來，然後作出決定。

學習德育和公民教育，並利用自

當學生有意見時，往往會先向

己的作品推動德育和公民教育，

我發表，聆聽過後，我便會提醒

學生的學習經歷自然豐富起來！

他們應向現場那個崗位的人員提
出意見；但當意見太多時，我便

總結

會提醒他們應由誰作出最後的決

單憑一位老師教授影視錄像科，

定。然而學生往往難於下決定，

對學生帶來的衝擊實在有限，故

我便會讓他們逐一嘗試不同的方

此，我經常邀請藝術家到校講課，

法，好讓他們自己找出答案來；

讓學生的學習更全面，我曾先後

學生必須把已拍攝的毛片

當他們下了決定後，無論是否是

邀請李力持導演和北京電影學院

（Footage）整理、理解、再組

最好的決定，我也會認同他們，

司徒兆敦教授為學生講課。此外，

織，並與導演溝通，才能把短片

以加強他們的自信心。

我們會步出校門，走在生活的路

拍攝短片是群體藝術創作，需要學生分工合
作，發揮團隊精神。

完成。最後當影片完成，學生一

在課堂中，我把自己視為一個

上，到訪朗豪坊 UA 影院的放映

起評賞時，大家必須運用批判性

觀察和引導者，從學生學習拍攝

室、在上海街踏上文化之旅、參

思考去評賞自己的影片，並聽取

技巧到處理拍攝現場、處理人際

與 ifva 電影節，到訪電影拍攝現

別人的意見，作為日後改善的參

關係，我也要他們先嘗試，再決

場，擴闊學生視野，便有着更多

考，並以承擔精神接受好與壞的

定採用那一個方法；這樣的學與

的創作靈感！

批評。拍攝是一個長久的歷程，

教方式進度很慢，但我從不怕耽

我深信影視錄像的教學必須建

一份功課由開始到放映，往往超

誤課堂時間，因為運用這樣的方

基於實踐，同時，亦明白到教學

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生必須有

法來學習，成效才會顯著。

不能只在課堂上、課室中進行，

堅毅不屈的精神才能完成。
學生從編寫劇本，進行拍攝到

迎向社會 面對世界

剪接都是原創的，除一般在課堂

在日常課堂中，學生學習不同

上進行現場拍攝外，學生亦必須

的拍攝技巧，建立欣賞能力，並

課餘的時間更為重要；故此，我
們必須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的學
習經驗，以求教學相長，改善教
學，令學習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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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拍攝錄像發揮個人創意，獲取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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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製作看世界：創新性的高中媒體藝術課程
藍老師在正規的高中課程中另闢蹊徑，設計和推行創新性媒體藝
術 「影視錄像」 課程。
從觀課所見，藍老師有系統和有策略地引導一班中五學生學習鏡
頭運用。在攝製的過程中，學生碰到不少場景的安排和人際關係等
困難，藍老師都能巧妙地鼓勵和從旁誘導他們透過討論去尋求解決
方案。在解難的過程中，她不時向學生提出指導性的問題，如在整
個團隊中，在甚麼時候誰人應為改動作出最終的決定和為什麼？她
甚有耐性地讓學生逐一嘗試他們提出的解難提議，以便找到最恰當
的解決方法；而她只會在適當的時候作出暗示，目的是維持教學進
程順暢。因着她有效的教學方法，整個課堂充滿歡樂，學生從中得
到不少訓練自我管理能力和發展人際關係技巧的機會；又能深入認
識到籌拍電影的過程，當中須掌握的種種藝術和美學元素，並能培
養他們批判和評賞的技巧。
藍老師以藝術教育為己任，對藝術滿懷熱忱和活力。透過 「影視
錄像」 課程，循循善誘，帶領學生把學習經驗與社會日常事物和價
值判斷融為一體，收德育和公民教育之效。如學生在她從旁指導下，
進行探究家庭暴力成因的研習計畫，並為展示有關發現而自行籌畫
拍攝一齣名為 「心鎖」 的電影。在進行整個研習計畫時，學生不但
學會從不同角度理解暴力現象，以電影手法展示；並且從探究暴力
現象的過程中，作出判斷和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他們又學懂個人應
該如何在團隊中作出最大的貢獻，好讓整個團隊發揮出最高的效能，
否則整個計畫將無法完成。這齣短片曾先後在校內和香港浸會大學
公開放映。每次放映後，學生會反思，並對探討暴力和電影製作有
新的發現；可見這些活動對深化學生學習的幫助很大，而藍老師的
耐心和熱誠的教學態度深得學生的愛戴。
藍老師善於領導學生把他們創作的電影短片，與社會和地區社群
分享。學生的作品水平高，獲得行內專家和社區人士的認同，並多
次獲獎；學生的學習動機、成就和自尊亦得以提升，不少學生在畢
業後仍繼續進修電影或服務於相關的行業。藍老師誘導學生透過製
作和影視評賞看世界的經驗，相信定能成為他校提升媒體藝術教育
的參考示例，尤其是作為那些已經或將會開設校園電視廣播的教師
的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