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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藝校園
發掘學生潛能
獲獎教師
廖月明老師（教學年資：19 年）

所屬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五（音樂科）

教學理念
「讓思緒在無拘無束的感覺中任意馳騁，透過音樂創作
發掘學生演藝才華，發揮無窮無盡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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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廖月明老師在香港道教聯合
會青松中學任教音樂科十多年，
她強調音樂的原創性，透過多
元化的音樂創作單元來普及音
樂創作，並成立以培養藝術精
英為主的 「
創藝坊」和 「
3C 創
藝校園」，在校內推出不同類
型的創藝活動。締造學校的藝
術氣氛，兼顧普及和精英藝術
培育的雙重目的。

強調原創音樂
廖月明老師在 19 年前開始投入
音樂教育工作。16 年前轉投青松
中學任教，便積極改革校內的音
樂課程，強調音樂的原創性，當
時她發覺傳統的音樂教育較為偏
重傳授樂理、樂器和唱歌，學校
亦很少舉辦音樂活動。然而，在
教學過程中，她發現許多學生其
實很有演藝天分，為發掘他們的
潛質，廖老師特地在音樂課程中
加入不同的藝術元素，如戲劇、
舞蹈，以至將日用品轉化為樂器
等，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掘

廖老師帶領學生參與課室門設計比賽。

他們的藝術才華。
廖老師在校內推行的校本音樂

讓學生透過主題式的創作活動，

課程，內容以音樂為核心，並運

以分組形式進行創作。學生在創

用資訊科技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習。

作過程中認識不同媒體、樂理，

在校長的支持下，廖老師於1995

她利用不同的主題教授各級學生

她甚至要求學生棄用傳統樂器，

年在校內成立創藝坊，在她的帶

多元化的音樂創作課程，例如數

嘗試利用不同的用品如洗衣板、

領和學生的努力下，創藝坊在每

白欖、手布偶劇、音樂廣播劇、

塑膠桶和鐵罐以至籃球等作為樂

年的學校音樂創藝展中屢獲殊榮。

廣告劇設計，以及音樂與形體等，

器，激發學生的創作靈感。

廖老師指出，目前的 「創藝坊」

創藝坊屢獲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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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演藝組、音樂組和舞台科藝

佈景等，令創藝坊組員由創作、

一些學生畢業後投考香港演藝學

組，充分發掘學生的創作潛能。

綵排到正式比賽或者表演都得以

院音樂系、電視電影製作系以及

每年三月創藝坊會在校內招募新

順利進行。

戲劇系等，也有些考進大學和教

成員，並根據他們的潛能和興趣

二百名師生齊跳 Hip Hop 舞

育學院修讀音樂課程，立志從事

員的藝術水平，學校經常邀請藝

除創藝坊外，廖老師亦積極透

近年，廖老師積極參與教統局

術家到校指導，舉辦不同的工作

過 「3C 創藝校園」 推動創藝活

的藝術課程發展工作，與本港教

坊和課程等，讓組員學習及嘗試

動 ， 所 謂 3C， 即 創 意

師交流經驗，又與內地和澳門的

利用音樂、舞蹈、形體、戲劇、

（Creativity） 、 創 作 過 程

教育界同工分享在學校推廣創意

舞台設計、道具和服飾等不同藝

（Creating）

品

藝術的心得，最近，她又協助香

術媒介進行創作。

（Creations）。3C 創藝校園是優

港教育學院進行 「新音樂科課程

質教育基金撥款 20 多萬元資助的

教學」 研究計畫，希望為新高中

分配到不同的組別。為了提高組

創藝坊每年會報名參加由教育
統籌局和香港作曲家聯會合辦的

兩年計畫，廖老

學校音樂創藝展。由創藝坊的核

師解釋，該計畫

心成員商討及決定主題，並於暑

的目的是結合校

假期間聯同音樂組和演藝組，進

本課程、表演藝

行創作及綵排等。在組員的努力

術及視覺藝術等

下，他們每年均獲選進入決賽，

不同類型的綜合

並屢獲獎項，包括最佳整體演出

藝術創作活動，

獎、最具創作意念獎及最佳音樂

進一步提高老師

創作獎等。除參加比賽外，創藝

和學生的創作水

坊還經常參加不同的演出，豐富

平、表演能力、

組員的演出經驗。

自信心和他們的

和

作

藝術工作。

廖老師表示，由於學校只有她

共通能力，讓師

一位音樂老師，從選拔學生、培

生一同在愉快中

訓都由她負責，有時也頗為吃力，

學習。2003 至

尤其遇上個別學生表現未如理想

2005 年，廖老

時，更會影響進度。面對有問題

師聯同校內多名

的學生，她會嘗試協助他們解決

老師及學生在校內推行不同類型

問題，例如培養他們守紀律和有

的視藝活動，其中全港首創的200

她表示，教學是一項長期的工

責任感，有時候更要曉以大義或

名師生齊跳 Hip Hop 舞，至今仍

作，看着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成長，

者用潛移默化的方法教導他們做

為人津津樂道；至於課室門設計，

是最大的鼓勵。更希望透過音樂

人道理。幸好大部分學生經過疏

除了美化學校環境外，還有效提

教育，除了培養學生的藝術潛質

導後，大都能克服問題。同時，

升學生的歸屬感。

外，還可以提升他們的價值觀和

創藝坊在學校音樂創藝展決賽匯演中，演出原創音樂劇 「異合一」 。

不少校內同工更主動伸出援手，

廖老師的努力沒有白費，多年

如為參賽的組員化妝和協助製作

來她發掘了學生的能力和潛能，

音樂教育作出貢獻。

學懂更多人生哲理等，日後為社
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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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享
經過十多年的教學體驗，令我

更流暢有效。中二級的 「創意音

組、音樂組或舞台科藝組。我們

深信藝術教育能有效地培養學生

樂廣播劇」 曾於 2002 年獲得教育

又會運用 「學校發展津貼」 和 「全

的創意。憑着這個信念，從 2000

統籌局校本課程設計獎。我所設

方位學習基金」 等資助，邀請藝

年起，我自行編製與藝術教育發

計的綜合藝術創作活動，同時兼

術家到校舉辦工作坊和課程，讓

展相符的校本音樂課程和教材，

顧普及和精英培訓兩方面，讓學

組員學習和嘗試運用不同藝術媒

期望能達至引領學生發展音樂技

生在開放的氛圍下，有機會作多

體來創作，擴闊他們的視野，提

能、認識音樂情境、培養創意和

方面的嘗試，為整個校園營造創

高他們的藝術水平。暑期前，我

想像力及培養欣賞音樂能力等四

藝氣氛。

們會報名參加一年一度的學校音

個學習目標。我經常提醒自己，

「
創藝坊」培育精英
提升學生品德及藝術素養

樂創藝展，由小組核心成員商討

教學內容要富啟發性，教學活動
要互動又生活化，引導學生愉快

和創作主題，然後帶領全體組員
構思新的創藝作品。暑假期間，

地學習和接觸優雅的藝術元素，

創藝坊是一個在 1995 年成立的

音樂組和演藝組會互相溝通，全

並為學校藝術教育開拓更廣闊的

創新活動小組。初期的活動主要

力創作和排練。我會給予他們很

發展空間。

圍繞着音樂、戲劇和舞蹈三種藝

大的自主創作空間，讓他們盡情

術形式的學習和創作，強調 「原

發揮，只在適當的時候加以引導。

創」 精神。

到了新學年初，組員便會積極排

推行校本綜藝課程
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隨着多年的經驗累積，創藝坊

練，並與舞台科藝組商討，研製

因應學生的背景、能力和興趣，

的架構已發展完善。在每年的三

道具和服飾等。在練習過程中，

本校的音樂課程內容富原創性，

月份，創藝坊便會招收新成員，

同學會為一個動作、一段音節，

創作課題多元化，包括跨學習領

經選拔後學生便會被分派至演藝

時而據理力爭，時而互諒互讓，

域，跨藝術形式的學與教，全方
位學習和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
學習等。學生透過每個單元的主
題創作活動，以音樂為核心，並
參考校本筆記，透過分組形式進
行創作，不但可以認識音樂知識，
還可以學習演奏樂器，欣賞和了
解不同藝術和文化，更可培養創
作和協作能力，加強溝通和提高
解難能力等。整個學習以學生為
主導，透過多媒體藝術學習，課
程變得更全面。
為提供充足時間予學生進行創
作活動，我把中二級的課堂編成
一個雙教節，學習過程因而變得

學生運用創意和心思將簡單的日常用品變成敲擊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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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美的演出共謀策略。這正好

意 念 （Creative） 、 過 程

提供學習機會，提高學生的學習

（Creating）

動機、自信心，改善人際關係和

（Creations）」 ，結合校本創意

溝通技巧。經過比賽初選後，若

課程、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為

能順利進入決賽匯演，我們便會

學生開創更寬闊的學習空間。透

參考評判給予的意見，檢討和作

過多元化的綜合藝術創作活動、

出修改，同時繼續積極排練。每

藝術教師科研發展日、藝術精英

年大約在一月份便會進行決賽匯

工作坊等，提升全校師生的藝術

演，不論成績是否理想，我們都

創作水平、表演能力、自信心和

會進行一次全面而詳盡的檢討會

培養各項共通能力等，當然最重

議，提出改善的建議。透過一整

要是讓大家在愉快中學習。

與

成

品

年的多元化綜合藝術學習，參加

計畫的成果極為理想，從師生

創藝坊的學生不但得到藝術上的

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藝術創作

提升，在個人成長方面亦得到莫

活動促使他們在個人成長方面產

大的益處。

生了很多正面的影響。為了進一

除了參加比賽外，創藝坊亦經

步向外推廣，我們製作了成果集

常參加由教育統籌局，康文署等

和活動光碟，與同行分享這份愉

舉辦的音樂創作計畫、大型音樂

悅的經驗。

校內課室大門都變成學生創作的平台

全港傑出教師優異獎，為了進一
步提升教學效能，我更加積極投
入參與各項有關藝術教育的研討
會和工作坊，如中國童聲合唱節
教師交流團和亞太音樂教育研究
研討會等，向各國的音樂教育家

演出等。創藝坊不但令學生了解

青松中學的每一扇課室大門，

到自己的天賦、能力和興趣，一

已成為學生獨有的創作空間，每

些學生更會把從事藝術工作定為

幅作品都能讓學生細細回味，並

理想和目標。最初幾屆的創藝坊

不期然地滲着歸屬感。我想，學

組員，在中學畢業後，有些考進

生在如此愉快和獨有的環境下，

了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電視電

定會 「樂於學習」 。

音樂科並不是很多人說的 「閒

參與教學交流
積極取法多方

科」 ，只要能好好聯繫學生，營

影製作系及戲劇系等，也有些考
進大學和教育學院修讀音樂課程，
繼續享受藝術生活。

創設 「3C 創藝校園」
推廣創藝活動

從 2000 年起，我開始參與教育
統籌局藝術教育課程發展委員會
和音樂科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工作，

在2003 至2005 年，我校獲優質

多次與藝術界的前輩和同行探討

教育基金撥款二十多萬元，與視

香港藝術教育的發展方向，交流

覺藝術科老師合作開展 「3C 創藝

教學心得，從中讓我更加肯定藝

校園」 創藝教學計畫，配合藝術

術教育對我們下一代在全人發展

教育課程的發展，強調 「創作的

上的重要性。在 2001 年，我獲得

學習。在不斷學習之餘，我亦曾
多次在課程發展研討會及諮詢會
中，與同工分享設計校本課程和
籌組創藝活動的經驗。
十多年的教學實踐，讓我深信

造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巧妙地
構思教學內容，靈活運用教學方
法，除了能傳授音樂知識外，更
可教導他們很多做人道理。因此，
我重視每一節音樂課、每一次活
動，更重視學生的參與和感受，
看到他們樂在其中，不斷成長，
我便更加肯定自己的努力將會換
來美滿的成果。畢竟， 「教育」
是點點滴滴，細水長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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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撮要
音樂創藝展潛能，生活藝術高品味
廖老師在正規課程中創設多元化的音樂創作單元，以推動音樂創
作普及化；她又在非正規課程中設立 「創藝坊」 和 「3C創藝校園」 。
非正規課程與正規課程相輔互補，從而建立校園的音樂和藝術氣氛，
收普及藝術教育和藝術精英培育雙效。
觀課顯示，廖老師的課室管理流暢又效率高，能激發學生積極參
與學習和音樂創作。她教學的臨場判斷精準果斷，能適時適當地回
饋學生，語多鼓勵，既讚賞學生付出的努力，又能抓緊教學重心，
廖月明老師重視學生創意

顧全教學質素，師生互動效果佳，加上她課後的反思能力強，凡此
種種，足證她的教學工夫到家。
廖老師創設的 「創藝坊」 成立於 1995 年，該校的音樂創作均能
在每年教育統籌局舉辦的 「學校音樂創藝展」 中進入決賽；十年來
獲頒發多個獎項，包括最佳整體演出獎、最佳音樂演繹獎、最具創
作意念獎及最佳音樂創作獎等。從訪校當天的綵排所見，整個表演
不論意念、音樂、樂器、舞台裝置，形體配合音樂等各方面的水準
甚高又有創意。而在排演後的即時檢討中，學生的反應良好，並能
提出不少改善音樂和表演的建議，顯示他們從參與 「創藝坊」 中已
建立自學和協作能力。廖老師又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培養他們對事

索取上述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物的了解、分析、批判思考能力，誘導他們發揮創意和藝術潛能，

可登入瀏覽本校音樂科網頁：

提高創造力、審美能力，和生活藝術的品味，並享受表演。 「創藝

staff.ccss.edu.hk/music/ 或

坊」 歷年來發掘和培育了不少對音樂藝術有興趣和才華的學生，並

本校網址：www.ccss.edu.hk

且繼續在大專院校進修音樂或表演藝術，各展所長。
此外，廖老師積極參與教統局藝術課程發展工作，多次與本港教

教師與其他同工分享的方式

師交流分享音樂藝術校本課程和籌組創藝活動的經驗；向本港、澳

工作坊

門及內地的教育界同工分享在校推廣創意藝術的心得；又協助香港
教育學院進行 「新音樂科課程教學」 研究計畫，為新高中音樂課程

聯絡方法
聯絡：廖月明老師
電話：2727 4315
傳真：2347 7376
電郵：ccn-t03@ccss.edu.hk

作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