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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教師
梁崇任老師（教學年資：18年）

鄺雪玲老師（教學年資：13年）

勞煥聲老師（教學年資：33年）

葉浩威老師（教學年資：12年）

所屬學校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七（視覺藝術科）

教學理念
「以全方位學習推動跨科專題研習、發展藝術家駐校計畫

及把環保概念融入藝術教育，善用跨科協作，培養視覺藝

術專才。」

群群策策群群力力
跨跨科科協協作作全全方方位位學學習習



視覺藝術科主任梁崇任老師

表示，在視藝科同事的合作

下，玫瑰崗學校的視藝科非常

着重整體連貫性，不同級別雖

各有其教學內容和主題，但又

一級一級的互相銜接，近年更

善用視藝科老師兼教其他學科

的優勢，實踐跨科學習及推動

專題研習教學，為學生營造全

方位認識及學習藝術的環境。

善用兼教科目 滲入藝術元素

以中一級為例，鑑於學生來

自不同的小學，程度不一，因

此，老師會先教授他們基本的

創作技巧，以拉近學生之間的

距離。為配合新高中課程的推

行，自 2006 年起加入評賞元

素，教授學生評賞藝術的技

巧。此外，去年就以和路廸士

尼卡通人物為主題，引導學生

先選定一個他們喜歡的卡通人

物，從欣賞到認識造型的演

變，至找尋和這卡通人物的用

品如文具等，再透過不同的創

作形式如素描、剪紙等設計指

示牌，張貼在校園內。在中二

級則教授半立體創作，如面

譜、動畫等，同時，更要求學

生製作學習檔案，把搜集到的

資料和創作經驗記錄下來，藉

此訓練他們應付日後的公開考

試。中三級則實行跨科學習，

與英文及資訊科技科合作，改

編英語童話故事，繪製動畫，

再由電腦科同學製作成網頁

等。中四和中五級選修視藝科

的學生，則會較着重於應付會

考的訓練，例如加強藝術評賞

等。

很多學校都以跨科協作，全

方位學習為大方向，玫瑰崗學

校視藝科老師亦深明此理，加

上他們大多同時兼教其他學

科，故他們也善用這個優勢，

將藝術元素滲入他們所兼教的

科目如歷史、地理和中文科

中，希望學生從一個更宏觀和

多元化的角度看世界，發揮他

們的創作靈感。例如在 2000至

2002年間，該校先後舉辦了兩

項專題研習活動，其中 「歷史

文化考察報告－漫遊錦田文物

徑」 帶領學生參觀錦田文物

徑，然後將圍村的歷史、地

理、古建築特色，以及當中的

詩和對聯融入視藝創作上；而

「登月之旅」 則將不同的藝術

媒介如戲劇、朗誦及舞蹈等應

用到語文教學中，進一步培養

學生的創意思維與語文能力。

藝術家駐校計畫

學生獲得讚賞是個人學習過

程中的重要推動力，視藝科老

師透過不同渠道展出學生的作

品，以鼓勵學生創作。例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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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重視藝術教育的玫瑰崗

學校，十多年來不斷引進多種

視藝創作媒介，如攝影、錄像、

陶藝、環境藝術、中國水墨畫、

多媒體裝置藝術、建築及室內

空間設計等，並邀請校外的藝

術工作者合作，以吸引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豐富他們的創作經

驗，有效提升學生在視覺藝術

的研習能力。

學生作品多元化，陶藝作品便是一例。

師生透過與藝術家合作，以熱帶雨林為主題，
共同美化校園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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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的樓梯、走廊、洗手間及

牆壁，轉化成展示學生作品的

畫廊，供學生互相欣賞和學

習。良性的競爭也可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力，故視藝科老師亦

為學生舉辦各項視藝比賽和活

動，如聯校藝術作品展、學生

畢業作品展、藝術營及壁畫創

作等。此外，每年為中七學生

舉辦的公開視藝畢業展，今年

移師至購物商場公開展出，整

個過程由籌備、宣傳到正式展

出都由學生負責，培養他們的

合作和組織能力。校外方面，

除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藝術活

動和展覽外，又安排學生參觀

展覽，擴闊他們的藝術視野、

欣賞藝術和認識文化。

1997 年開始，玫瑰崗學校更

推出 「藝術家駐校計畫」 ，邀

請專業藝術工作者到學校，進

一步提升視藝課程的層次。十

年來，已引入多種藝術創作媒

介，如攝影、錄像及裝置藝術

等，其中在 2004年，得到該校

舊生，現為著名室內設計師的

協助，帶領中六學生實踐私房

菜餐廳空間設計的情境教學。

此外，學校又經常聯絡不同的

藝術團體和藝術家，為學生安

排藝術講座、創作示範等活

動，讓學生接觸不同類型的藝

術創作，擴闊視野。

分享心得 交流經驗

推動學生學習之餘，該校視

藝科老師也經常參與各種藝術

活動，與其他藝術工作者交流

經驗，冀能提升教學質素。

2004至 2006年間，該校獲課程

發展處邀請，成為視藝學習成

果架構發展研究先導學校，研

究新高中課程的教學及評估方

法，為視藝教育作出貢獻。

梁老師表示，視藝科的老師

深明，要推動視藝科發展不只

是個別同工的任務，而是所有

任教此科同工的責任，因此，

團隊成員除經常一起設計、討

論和策畫各級的藝術課程外，

還經常進行檢討並作出改善，

希望為學生設計出適合及具創

意的課程，讓視藝科向更優質

的教學目標進發。

校內掀起一股藝術熱潮，學生醉心藝術創作。



我們一向認同藝術教育是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藝術

教育更應以提升學生人文藝術的

素養，及開發學生各方面的潛能

為首要目標。在視藝教與學的範

疇中，我們以全方位學習推動跨

科專題研習、發展藝術家駐校計

畫及把環保概念融入藝術教育，

成效十分顯著。此外，我們把握

機會，多次與外校同工分享在藝

術教學實踐上的成果。透過積極

實踐，努力尋求突破，冀能向更

優質的教與學目標邁進。

全方位學習 推動專題研習

近年，本校視覺藝術科善用各

組員所兼教科目的優勢，聯同不

同學科，積極以全方位學習推動

跨科專題研習教學。

藝術融入文化探究 － 「歷史文

化考察報告－漫遊錦田文物徑」

的計畫便是一項將藝術融入學科

的活動，該項計畫從探究圍村的

歷史、地理、古建築特色，以及

當中的詩聯文化，最後延伸到視

藝創作上。此外，該項計畫透過

指導學生以探究的學習模式，作

跨科學習，從而更有效地提升學

生的 「全人」 質素。

藝術融入語言學習－ 「登月之

旅」 是另一項嶄新的兩年計畫，

我們嘗試將多種藝術媒介應用於

創意語文教學中。是項計畫透過

不同藝術活動如戲劇、朗誦和舞

蹈等，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與語

文表達能力。計畫既富實驗性，

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

協作溝通 提升視藝教育

視藝科組同工深信要推動整體

的視藝科發展不只是個別同工的

任務，而是所有任教此科同工的

責任。在這個信念的推動下，我

們這支藝術團隊衍生了協作文化

及協同教學。科組成員以小組協

作方式，一起設計、討論和策畫

各級的藝術課程，合力蒐集資料

和製作教材。成員經常進行檢討，

時刻對教學設計作出修改和反思，

務求為學生設計出程度合適又具

創意的課程，例如為積極籌辦新

高中視藝科課程，自2006-07學年

開始已在中一級加入評賞元素，

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加深對藝術的

認識。

為學生拓展學習空間－為達致

「提升學生的文化藝術素養」 的

目標，視藝科組除了着重課程的

策畫外，亦努力為學生營造一個

全面認識和學習藝術領域的環境。

在校內，教師為學生開發藝術品

展出的空間，如把校內樓梯間、

走廊和牆壁，一一變為學生畫廊，

供學生們互相欣賞學習。同時，

為學生舉辦各項視藝比賽和活動，

又經常籌備聯校藝術作品展、學

生創作畢業展、藝術營及壁畫創

作等。如每年為中七學生籌辦的

視藝畢業展，不但讓學生的作品

得以展示公眾面前，同時亦培養

他們合作和組織能力。教師亦鼓

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校外藝術活

動及展覽，例如青年藝術節活動、

法國印象派繪畫創作計畫和安排

學生參觀藝術館展覽等，一方面

能有效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提

高他們的學習動機，另一方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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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象棋轉化為藝術創作



配合課程內的評賞教學設計，培

育學生審美和批判性思考的欣賞

能力。

與藝術家結成伙伴－為了讓學

生發揮潛能、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提升他們對藝術的興趣。自1997

年起，本校便開始發展 「藝術家

駐校計畫」 ，在專業藝術工作者

的帶領下，加強了視藝課程的廣

度和深度，擴闊了學生認識藝術

的領域。十多年來，我們又不斷

引入各種藝術創作媒介，如攝影、

錄像藝術、樂燒陶藝、環境藝術、

中國水墨、多媒體裝置藝術、建

築及室內空間設計等，均有效提

升學生視覺藝術的研習能力。

我們相信，要推行高質素的藝

術教育，不但要善於利用周邊及

社區資源，經常聯繫各個藝團、

藝術家、家長及校友，為學生安

排多樣化的藝術講座、創作示範

和工作坊；目的都是為了擴闊學

生的眼光，共同營造校內藝術氣

氛，發展高質素的藝術教育。例

如2004年在本校舊生，現為著名

室內設計及建築師何周禮先生的

協助下，中六學生實踐了有關 「私
房菜餐廳空間設計」 的情境教學。

學生從設計師身上體驗到設計師

的實際生活和工作情況。

從藝術欣賞到環境教育

結合環境教育與藝術教育，培

養學生成為環保公民，是本校視

藝科的另一教學重點。

藝術與環境－我校在2003年參

與由香港藝術發

展局主辦的 「中
小學洗手間美化

計畫」 ，將環保

概念融入藝術教

育中。師生透過

與藝術家合作，

以熱帶雨林為主

題，共同美化校

園洗手間。此

外，由 2004 至

2006年間，更多次接受環保協進

會的邀請，參與 「環保嘉年華」
攤位遊戲設計，藉此增加與公眾

接觸的機會，通過藝術向市民宣

揚環保訊息。在2005年更獲得第

五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顯示本校

在推動綠色校園新體驗上得到社

會上廣泛的認同。

專業交流與研究

推動學生學習之餘，我們亦時

刻留意藝術發展的方向，參與各

種藝術活動，爭取與藝術工作者

交流溝通的機會，冀能提升教學

質素。

分享經驗 提升專業－科組同工

曾於1998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邀

請，在首屆藝術家駐校計畫簡介

會中，與社會人士分享本校試驗

藝術家駐校計畫的成功經驗。

2004-05年，我們更嘗試協助香港

教育學院體藝學系視覺藝術部，

進行 「屋脊上的戲台」 教學研究

計畫，以欣賞石灣屋脊陶塑為探

究主題，有效地把石灣陶塑和中

國戲曲文化藝術融入視藝教學中。

參與藝術研究 裝備自己－面對

未來新高中課程發展，視藝科同

工正努力不懈，迎接新挑戰。在

2004-06年，我們獲教育統籌局課

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邀請，成為

第二期視覺藝術學習成果架構發

展研究先導計畫學校之一；此外，

在2006-07學年參與了由香港美術

教育協會舉辦的，教統局學科團

體發展新高中教學資源伙伴計畫

之 「促進藝術學習的評估」 ，為

新高中課程教學及評估方法進行

試驗和探究。

總結

要實踐教學理想，我們深信單

憑個人的力量是難以達到的，團

隊無間的合作才是邁向成功的重

要因素。當然學生是原動力，他

們在校內校外的卓越表現才是教

學理想得以實踐的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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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上述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請與小組老師聯絡

教師與其他同工分享的方式

工作坊

聯絡方法

電話：2835 5127

傳真：2838 6141

電郵：sec@rhs.edu.hk

評評審審撮撮要要
群策群力，善用社區資源，培育視藝精英

小組群策群力，努力推行全面而生動的視藝教育，教學計畫周全

而延續性高，並能顧及各個學習領域和發展學生的創意。為增強課

程的深廣度，科組十多年來引入了多種視藝創作媒介，如攝影、錄

像藝術、樂燒陶藝、環境藝術、中國水墨畫、多媒體裝置藝術、建

築及室內空間設計等；大大提高學生認識藝術領域的機會，涉獵面

更廣，足以填補他們薄弱的基礎，豐富他們的創作經驗。該科又給

予學生很多創作空間和自由度，如中七生在人流眾多的集成中心內

籌辦畢業展，不但讓學生作品得以展示公眾面前，學懂合作組織等

能力，同時收教育市民之效，意義深遠。而透過參觀畫展、藝術講

座、參加比賽、藝術營、文物考察、綜合學習周、進行藝評等活動，

學生的創作靈感得以提升，進步很大。

小組使命感強，對學科的未來發展充滿願景，已於2006-07學年

中一級加入評賞元素，為積極開設新高中視藝科課程鋪路。教師又

相信要推行高質素的藝術教育，須善用藝術館、藝術團體提供的社

區資源，與藝術工作者結成伙伴關係，把專業藝術及設計創作經驗

引進校園，建立校園藝術文化。如在2004年獲著名室內設計及建

築師（舊生）協助，中六生實踐私房菜餐廳空間設計的情境教學；

又自1997年起，開始發展 「藝術家駐校計畫」，與藝術家結成合作

伙伴，成為發展藝術教育的先導學校。小組又善用各個組員所兼教

科目（宗教科、科學科、中文科）的優勢，與其他科目合作，把藝

術元素滲入相關的科目進行跨科活動，設計多元化和有層次的專題

教學計畫，如在2000-02學年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策動與歷史

科、中國語文科及地理科設計跨科專題研習課程：中一年級的 「歷
史文化考察報告－漫遊錦田文物徑」 ，透過探究圍村的歷史、地理、

風俗習慣、古建築藝術、詩詞文化等知識，把藝術融入文化探究中，

最後以視藝創作形式表達。此外，教師在推動綠色校園新體驗上，

亦不遺餘力，把環保概念融入藝術教育中，並於2005年獲第五屆

香港綠色學校獎，既有助提升學校的知名度，亦能增加學生對學校

的歸屬感。

整體而言，小組善用社區資源，以前瞻性的目光成功地推動高質

素的視藝教育，實在值得同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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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人看來普通的面
譜，在學生手上卻可有

各種的藝術表達。

學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