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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本
深化視藝經驗
獲獎教師

教學理念

黃高貝老師（教學年資：15 年）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教育必須誘發學生的潛能，因此

所屬學校

我實行以學生為本的主題導向課程改革，擴闊及深化學

聖士提反書院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五（視覺藝術科）

生的藝術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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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入行以來一直在聖士提反書院
任教視覺藝術科的黃高貝老師，
1997 年開始在校內推動校本課
程，實行以學生為本改革課程
主題，以拓闊和深化學生的學
習興趣。她所編訂的課程除得
到學校全力支持外，也深受學
生歡迎。中四級提供的20 個視
藝科名額，每年都因為太多學
生報讀而供不應求。黃老師說：
「
每年我都要透過面試篩選學
生。」

黃老師設計的視藝課程建基於

方便學生利用不同渠道搜集資料；

四個教學策略：包括互動教室、

學生可自由挑選合用的資料進行

多元化學習、賞析和探究式學習。

創作，實踐從書本中學到的理論。

展覽廊激發學生創作力

此外，黃老師開放視藝室、陶藝
室、教學樓、科藝樓的梯間以至

為提高學生的自信心，鼓勵初

走廊等，展出學生的作品，又在

中學生根據個人經驗和感受進行

學校網頁加設 「學生作品展覽

創作，在校長和同事的支持下，

廊」 ，並定期更換，以激發學生

黃老師將校園變成小型藝術館，

創作，供人欣賞交流，以及培養

激發學生的創作力，並培養學生

學生評賞的習慣。

欣賞藝術創作的能力。透過課堂

在初中課程中，黃老師會因應

上開放自由的學習氣氛，黃老師

學生的志趣、生活經驗及理解能

鼓勵學生以互相尊重的態度提問、

力，設計具彈性的主題單元，豐

積極參與和分享學習經驗，並進

富學生的創作經驗。她鼓勵學生

行反思和學習評估。黃老師又在

利用 「視藝作業」 把創作構思、

視藝室設置上網設施和閱讀閣，

搜集的資料、草圖、課後反思及

黃高貝老師以學生為本的主題導向課程，擴闊及深化學生的藝術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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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藝課程已邁向多元化發展，
除了傳統的美術如版畫和陶藝等

培養學生的評賞能力

外，還加入舞台表演、攝影、錄

除鼓勵創作外，黃老師在新課

像和電腦動畫等藝術媒介，拓闊

程中加強了評賞作品環節，讓學

學生視覺藝術的領域。過去，黃

生創作之餘，也同時擔當評賞者。

老師先後帶領學生舉辦時裝表演、

她利用一系列簡單的問題，引導

帽子及髮型創作和音樂會等。黃

學生從不同角度和層次，表象描

老師更將校內課程延伸至校外和

述、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

社區。在 2005 年，學校曾聯同香

詮釋及價值判斷等，評賞同學的

港教育學院舉辦 「音樂錄像創作

作品或藝術家傑作，並以口述或

工作坊」 ，讓學生了解音樂錄像

文字表達他們的觀察心得。藉此

的製作過程和技巧。此外，黃老

培養學生的反思能力，培養他們

師又帶領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社

的審美觸覺。

區活動，包括在赤柱進行大型壁

黃老師除了帶領學生參與各式

畫創作，粉飾了兩幅三米高的外

各樣的視藝活動外，也經常參與

牆；讓學生向公眾展示作品外，

研討會和工作坊，並與同行分享

藝術詞彙等創作過程記錄下來。

亦為社區增添清新色彩。她又帶

工作經驗，以掌握視覺藝術教育

而在創作過程中，黃老師會給學

領 72 名學生，進行一項為期半年

課程的新發展，進一步在校內推

生充分的空間獨立地尋找探究方

的葵涌醫院戒毒康復服務活動，

廣視藝教育，藉此取得更理想的

法，進而按自己的進度來學習。

利用學校假期為院友開辦了 24 節

成果。

一幅牆壁，在學生的作品粉飾下，增添生氣。

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至於高中課程，黃老師則會鼓
勵學生積極探究他們感興趣和關
心的課題。開始時，黃老師會擔
當較為主導的角色，根據學生的
學習動機、背景、處理問題能力、
同學間的互動性、課業的可行性，
時間和資源限制等問題提供指導；
當學生在探究過程中達到一定水
平，黃老師便會改作誘導者。學
生更可利用 「視藝集」 記錄整個
探究過程，並製作一個屬於自己
的資料庫。
經過十年來的不斷改進，校內

繪畫和陶藝製作課程，加強學生
的社會服務意識。

學生以聖經故事為藍圖創作出的藝術品

64

教學分享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教育必須

視藝室、陶藝室、教學樓及科藝

誘發學生的潛能。因此，本人自

樓的梯間、走廊都成了展出學生

1997 年開始推動校本課程發展，

作品的場地，並定期更換。使學

實行以學生為本的主題導向課程

生的作品既得以展示，亦有利培

改革，擴闊及深化學生的藝術學

養同儕評賞的習慣，擴闊學生的

習經驗。課程設計建基於四大策

審美經驗和提升他們的審美能力，

略，簡稱 「IDEA」 ：

以及營造自由開放的創作氣氛。

（一） 「I」 指動感互動教室

經過數年的努力，校園現已變成

（Interactive Classroom）；
（二） 「D」 指多元化學習
（Diversity）；
（三） 「E」 指探究式學習
（Explorative Learning）；
（四） 「A」 指視覺藝術賞析與評
鑑（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一）互動教室

一所小型藝術館了。此外，本人
還在學校網頁上加設了 「學生作
品展覽廊」 ，此舉既能鼓勵學生
參與視藝創作，又能提高學生的
自信心，並從公眾的回饋中有所
增益。

（二）多元化學習
多元化學習提供學生真實的情
境、廣泛的接觸，以及切身體驗

本人把學與教的內容有系統地

的視覺藝術學習經歷。我會安排

組織起來，為初中學生設計合適

不同形式的課內、課外、校外和

學生作品展示在校園內外

的主題，幫助學生按生活經驗和

社區藝術活動，藉以擴闊學生的

然而，學校的資源有限，視藝老

已有知識建構新知識，鼓勵他們

視覺藝術領域，增加他們對藝術

師的專長也非全面，於是我們借

根據個人的經驗和感受進行創作。

與生活關係的認識。在課堂活動

助校外機構來設計多元化的藝術

學生在鼓勵性的學習氣氛、有效

設計上，我會先考慮學生的能力

活動。如在 2005 年聯同香港教育

的提問和回饋、積極的參與、具

和興趣，誘發他們主動學習、積

學院舉辦 「音樂錄像創作工作

彈性的分組，以及開放和互相尊

極參與。例如高中學生以 「花生

坊」 ，讓學生接觸和了解音樂錄

重的態度中，分享學習經驗和意

騷」 形式，展示課堂上設計的帽

像的製作過程和技巧，進而享受

念，並進行反思和學習評估的回

子及髮型創作；尋常的東西，經

創作的樂趣。這個計畫的推行，

饋。為了鼓勵學生從多種渠道搜

舞台轉化成為不尋常的藝術表演。

獲得不少家長的支持和參與，其

集資料，視藝室備有上網設施和

學生珍惜這些藝術學習的活動，

他科組老師亦得到啟發。此外，

閱讀角，學生可自由挑選合用的

他們會設想各項舞台效果，例如

本校每兩年舉行的音樂會，也給

資料進行創作，實踐從閱讀中學

燈光、音響、佈景的配合，再考

予學生從經驗中學習的機會。藝

習。本人又認為互動教室不應局

慮演繹時的可行性和趣味性；而

術家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協助學

限於課室。為了鼓勵學生對創作

台前幕後的工作分配更讓學生各

生籌備音樂劇，在佈景、道具、

有熱誠及肯定他們的創作成果，

展所長，學懂互相配搭的重要。

服裝設計等方面，給予不少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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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學生在科組老師的領導

中課程設計上，我會因應學生的

個人對事件或視覺現象的寫作，

下創作，緊密合作，不論在事前

興趣、生活經驗和理解能力，設

製作成一本個人創作的備忘錄和

的準備或活動後的總結檢討，都

計具彈性的主題單元，豐富學生

獨立研習的資料庫，從而建構知

十分認真和投入。此外，本校的

的藝術學習經驗。此外，為了把

識、發展技能和培養價值觀，以

視覺藝術科一向致力參與各種社

構思、概念、意念和感受視像化，

實踐終身學習為目標。

區活動，尤其鼓勵學生進行公共

學生須利用 「視藝作業」 的形式

藝術創作，履行社會公民責任。

記錄創作過程。 「視藝作業」 設

如學生在赤柱進行大型壁畫創作，

計內容包括 「腦圖」 、 「資料搜

攜手合力粉飾兩幅三米高的外牆，

集」 、 「草圖」 、 「課後反思」

各級的創作主題，設計一系列工

為社區增添不少清新的藝術氣息。

及 「藝術詞彙」 五部分。在創作

作紙，讓學生同時擔當觀賞者和

科組老師和學生又會定期籌辦展

的過程中，我會容許學生獨立地

創作者雙重角色，把理論付諸實

覽，讓學生有更多向公眾展示作

尋找探究的方法，並按自己的進

踐，加強藝術評賞及藝術創作的

品的機會，並藉此接觸公眾人士，

度來學習。例如，部分學生會透

學習。學生會揀選同儕作品加以

從而了解不同人士的觀點，拓闊

過翻閱報章、閱讀圖書、瀏覽網

評賞，科組老師便會利用簡單的

視野。這些活動對豐富學生的學

頁、回顧過去的事件，或試驗材

問題，引導學生檢視同儕如何運

習經驗和培養終身學習的積極態

料來尋找藝術創作的靈感。而在

用組織原理，把視覺元素組合起

度十分有用。

學與教的過程中，我會因應學生

來，或作品構圖如何達至某種效

的需要，提供適當的指導，給予

果等。此外，學生會透過表象描

充分的時間和空間，讓他們盡情

述、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

本校的視藝室和陶藝室設備完

發揮。至於在高中課程設計上，

詮釋及價值判斷等進行評賞活動，

善，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創作

我會鼓勵學生積極探究他們感興

對大師的藝術作品或藝術現象提

環境。學生可以透過不同的視覺

趣和關心的問題。開始時，我會

出意見；學生從而反思自己的藝

藝術形式和媒介進行創作。然而，

擔當一個比較主導的角色，並考

術創作過程和成果。本人深信透

有效的教學法，必須因應學生的

慮到學生的學習動機、背景、知

過文字表達，學生對自己、同儕

程度和興趣作出改變。因此在初

識水平、處理問題的能力、同儕

及大師的藝術品所作出的詳細描

間的互動性、課業的

述及評鑑，將有助提升他們的反

可行性，及時間和資

思能力，協助他們建立自信，提

源的限制等問題。當

高學習動機，並更主動地學習。

學生在探究過程中達

總括來說，透過 「IDEA」 教學

到適當的能力水平

策略，學生能夠通過發現、探究、

時，我便會轉為誘發

研討、交流、自學等學習過程達

者的角色。學生又會

到學習目標。老師能真正把課堂

以 「視藝集」 的形

還給學生，讓他們做課堂學習的

式，記錄自己的視覺

主人，讓他們完全發揮自己的創

印象、反思、探究和

作潛能。

（三）探究式學習

為了鼓勵學生對創作有熱誠及肯定他們的創作成果，視藝室、陶
藝室、教學樓及科藝樓的梯間、走廊都成了展出學生作品的場地。

（四）視覺藝術賞析與評鑑
我會聯同科組老師，根據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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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撮要
開創以學生為本的主題導向視覺藝術教學
黃老師開創以學生為本的主題導向視藝教學，審慎為每級學生
選取一個合適的學習主題，把學習目標和目的整理得有條不紊，
確保學生在與主題有關的不同學習層面上都能有所得着；結合學
生的生活經驗和感受，學習效果更見顯著。由於黃老師選取的主
題都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因此他們積極參與學習的意願也相應提
高，她又鼓勵高年級學生發展自己的主題。黃老師通過這簡明的
策略，為學校發展了一套全面的視覺藝術課程，而學生的傑出學
黃老師鼓勵學生學習賞析與評鑑別人的作品

習成果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並有機會展示於校園內外。她又設
計了多項類型精彩的學習活動，如創意髮藝展、妙趣帽子展、音
樂錄像製作和葵涌醫院戒毒康復服務等，以切合不同能力學生的
需要和喚醒他們的社會服務意識。為了協助學生發展藝術評賞能
力，她在視藝室內設計了互動的藝術欣賞學習歷程；並組織參觀
藝術展覽或藝術導賞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詮釋和評價作品，提升
他們的批判性評賞能力。她還製作了一個大型網頁，作為公開展
示學生作品的數碼藝廊。總括而言，黃老師成功地營造出一個視
覺素材豐富的環境，促進學生在視覺藝術領域上的自我學習。
從中四班觀課所見，黃老師利用精挑細選的錄影片段，展示了
音樂錄像是表達情感和說故事的有效工具。除了介紹錄像製作、
剪輯的技巧和知識外，她更向學生介紹畫面構圖和顏色運用等方
法，並闡述如何解讀音樂錄像的視覺影像。透過觀賞、討論和分
析這些影像，學生的美感觸覺、對藝術和對世界整體具批判性的

索取上述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反應，都有所提升。在與學生面談中，他們一致認為黄老師是一

網址：www.ssc.edu.hk

位盡心、盡責、友善、幽默和十分支持學生的視藝科老師；她對
各種形式的視覺藝術媒介認識通透，並能為學生提供精彩豐富的

教師與其他同工分享的方式
到校參觀或分享會

參考資料，有效地指導他們進行藝術創作。
黃老師以學生為本的主題導向及創意視藝教學，成效出眾，並
能啟發校內同工進行創意教學。

聯絡方法
聯絡：黃高貝老師
電郵：koowkp@yaho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