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Arts Education Key Learning Area

社區為本
以評賞帶動創作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張詩詠老師（教學年資：7 年）

所屬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視覺藝術科）

教學理念
「藝術世界沒有對與錯，只視乎用
甚麼角度和眼光去看待。期望學生
透過藝術教育開拓視野，發揮創
意，並對日常生活接觸的現象抱批
判態度，多些思考信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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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訪

香港一直被喻為 「文化沙漠」 ，輕視藝術文化對

社會的重要性，這一套思維多年來令不少學生、家長

將視覺藝術科歸類為 「閒科」 ，未能了解視覺藝術科

有助學生個人成長，培養自學態度。在大埔舊墟公立
學校（寶湖道）任教視藝科的張詩詠老師矢志要消除

「閒科」 這一標籤，透過 「社區為本」 的課程設計，

培養學生創意及批判思維，幫助學生擴闊視野，反思
生命。

張老師誘導學生評賞作品

傳統視藝課堂只是重視媒介材料和技巧的運用，

勇於嘗試是張老師的人生格言，她三年前檢視課

學生根據老師的命題創作，結果人人做出一模一樣毫

程架構後，大膽地調整教師課擔，嘗試一位老師在整

無靈魂的作品。張老師認為，視覺藝術並不是工廠式

個學年教授六個級別的學生， 「這種做法好處是避免

生產，每件作品都包含創作人對事物的看法，透過不

教學內容重複，課程更有連貫性，老師容易掌握每個

同的媒介表達出來， 「視藝科其實是一門充滿趣味的

年級的教學內容。」 張老師笑言，每日面對高、低年

學科。」 同時，她相信小學生有足夠能力完成視覺藝

級的學生，需要不斷改變授課的腔調，最初也感到有

術作品， 「例如版畫創作，沒理由因為擔心學生有機

點不習慣。

會被雕刻刀弄傷而放棄製作，這只是視乎老師如何教

評賞討論反思生命

導學生使用工具而已。」

教授各級連貫課程
張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已有七年，回想初入行時只是

在張老師眼中，藝術與生活有密切關係，故此課
程設計以 「社區為本」 ，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進行
探究，發展創意。她認為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

教育界一名 「新丁」 ，卻得到校方提供機會領導其他老

電視、互聯網，以及其他流行文化，當中存在很多視

師設計校本課程。她坦言當時壓力也不少，慶幸獲得校

覺的元素，包含不同信息及價值，對生活產生重大影

長的信任，以及同儕的支持，加上求學期間充分掌握視

響。因此，她在課程引入評賞，透過小組討論，評賞

藝科的課程元素，最終使校本課程得以全面落實。

藝術家的作品如繪畫、雕塑、漫畫、攝影作品，發展
學生的美感價值，培養批判思維， 「希望學生不會單

純地接受視覺的表象，而是會多想一層背後傳遞的信
息和意義。」
教學方面，張老師採用不同種類的藝術形式如攝
影、短片、漫畫及設計等，令課程更加多姿多采，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她跟學生介紹富本土色彩
的藝術家如小克、蘇敏怡等，讓學生感受作者對社區
的關懷，並作出反思。
有些學生因學業成績欠佳，缺乏信心，繼而對自
己能否完成視藝作品抱有懷疑態度，張老師經常告訴
學生，每個人的創作是獨一無二，作為老師會盡力幫
助學生完成創作目標。當學生繪畫有缺失時，她並不
學生使用數碼相機，學習如何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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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放棄，而是一起想方法去補救，如補回一些線
條，效果或許會有很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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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經歷連結創作
藝術能令人認識自己，反思生命，並以審美的態
度對待人生、對待世界。張老師設計 「六年的情懷」

單元，要求六年級學生回憶小學歲月的生活，並將最
深刻的情境透過藝術創作表達出來， 「每一幅作品背

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令人感動，例如有一位女生性
格內向，但透過加入視覺資優小組，啟發她的潛能，
增強個人自信，並提升溝通能力，藉着與同學分享粟
米的作品，表達出與同學建立友誼的重要性。」 她表
示，大部分單元設計都着重表達和溝通，透過海報設
計、字體設計，藉此讓學生表達內心世界。 「視覺藝

術正好是一種工具，幫助新一代孩子提升溝通能
力。」

視藝歷程冊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對學習主題有進一步認識。

張老師唸大學期間曾到英國交流，並到當地博物
館參觀，看到幼稚園生在館內一邊欣賞作品，一邊聆
聽導賞。她從中得到啟示，嘗試在高年級課程引入
「博物館教學」 ，定期帶領學生到香港文化博物館或

其他藝術館參觀不同的展覽，將學習經驗轉化成創

意，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張老師事前會要求學生搜
集資料，以便對展覽有初步認識。例如：舉辦粵劇帽
冠設計比賽，要求學生了解不同角色有不同的帽冠，
並嘗試記下草稿，成為創作的根據，回到課室後，學
生按照故事內容設計獨一無二的粵劇帽冠， 「我希望

學生不是走馬看花，而是將參觀經歷連結創作方
面。」

視藝歷程冊助溝通
為建立學生的評賞能力，張老師自小一開始在課堂
加入評賞元素，教導學生在欣賞作品時，不可只簡單地
以 「好靚」 、 「好鍾意」 概括個人觀感，而是需要提出
一些理據支持自己的看法。為此，她特別設計了 「視藝

歷程冊」 ，內容包含每個單元的藝術家資料、特定藝術
形式、評賞、自我和同儕評估。透過 「視藝歷程冊」 培

養學生自學能力，幫助學生日後懂得運用視覺元素、組
織原理去分析作品，並讓學生有多些機會表達自己的看
法。高年級學生則以畫冊作個人視藝日記，記錄創作過
程，並給予空間自由發揮，家長也能透過歷程冊，了解
子女的學習情況，有助溝通。
「生有涯而學無涯」 ，張老師深明此道理，現正修

讀藝術教育碩士課程， 「課程包括藝術文化政策、博物
館教學及評賞等，對我日後的教學有很大幫助。」

學生參觀博物館後，設計獨特的粵劇臉譜與帽冠。

學生參觀博物館，擴闊藝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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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分享

視覺藝術是專門而有着無限發展潛能的科目。作為藝術科教
師，我着重發展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透過不同活動發揮創
意，誘導學生自己進行學習，有信心地表達自己所作所思。這就
是我對藝術教學的基本理念。

推動校本課程
我認為視覺藝術科是一門可塑性甚高的科目，一切
以視覺出發之元素皆可成為教學素材。因此，自2005 年
起，我聯同科組同儕一起逐步重整課程，以不同單元整
合一至六年級視覺藝術正規課程。在課程內容方面，除
中外藝術、社會議題、本土文化等，我亦希望增強學生
對視覺文化的認知，因此我喜歡從生活中尋找靈感作教
材。例如：一年級 「大埔海濱公園」 單元，讓學生認識
公園內的環境設計；六年級 「我筆下的大埔」 單元，學

生學習細意觀察，再以具個人色彩的方式展示大埔特色
景物。藉此強調藝術與生活之間的密切關係。

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學生與張老師一起製作生日蛋糕，慶祝學校創校十周年。

我着重發展學生的評賞能力，認識不同的藝術情境，
培育學生發揮創意，讓他們嘗試以不同媒介進行創作，
因此適切的教學策略十分重要。以下是本校視覺藝術課

2) 評賞帶動創作

程中的三個重要的教學策略，包括視藝歷程冊發展視覺

藝術評賞對小學視覺藝術課程十分重要，因為在評

思考、評賞帶動創作及藝術館教學，藉以達至視覺藝術

賞過程中，可培養學生的審美及分析能力，因此我在每

的學習目標。

堂課節中加入不同形式的評賞活動，讓評賞帶動創作，

1) 視藝歷程冊發展視覺思考

使創作內容更可觀。例如：學生在課堂上以小組方式一

我的教學強調視覺思考(Visual Thinking)，故特別設

起討論評賞的重點後，我

計視藝歷程冊輔助學生學習，並評估學與教的成效。我

引導學生進行歸納及分

引導學生將言語化為圖像，以圖像說故事，進行草圖、

析，教授他們評賞技巧，

試驗及資料分析，然後開始創作；而學生在創作的中段

然後檢視和修正自己的作

或完成後，都會在歷程冊上進行反思、個人或同儕評賞。

品。學生完成創作後，課

我將視藝歷程冊配合課堂活動，學生在冊上進行不同的

室會變成小型展覽室，學

試驗，表達他們對不同藝術家、同儕及自己作品的看法，

生以觀眾身份觀賞同學作

有系統地運用相關詞彙作分析，為日後評賞打好基礎。

品，並就同學作品作出評
鑑。讓學生學習互評，可

小一學生與同儕商討作品作檢視

分析自己強弱之處，從而
作出改善。我深信透過課
堂上不同形式的評賞活
動，能帶動學生進行創
作，亦能提升學生的分析
能力，對於小學生的成長
有深遠的意義。

低年級視藝歷程冊
高年級視藝歷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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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自己的作品展示於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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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館教學

家長的改變

我校學生的家庭背景差異很大，不是每一個學生都
有參觀藝術館的經驗。但我認為藝術館能提供促進學生

我認為老師的角色除了是培育學生外，讓家長認識

學習視覺藝術的 「空間」 ，展覽的展品有其獨特性及可

藝術教育亦十分重要。我積極透過不同渠道如家長工作

觀性，在日常生活並不容易接觸到。為擴展學生藝術的

坊、觀課等，讓家長了解藝術教育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性。

經驗，我將藝術館視為學校以外的另一個藝術教室。自

經過幾年推展，家長已改變對於本

2005 年起，四至六年級的視藝正規課程，增設了以博物

科的觀感，特別是認為視藝歷程冊

館資源進行學習的單元。每年我聯同科組同事一起物色

能幫助他們了解子女在學校的視藝

適合作學生創作題材的展覽；參觀前我會於課堂上引導

課堂，他們亦會與孩子一起搜集資

學生認識展品或藝術家，並搜集有關資料；參觀時，我

料或欣賞藝術展覽。這對學生學習

會提供不同的藝術任務，讓學生在展覽中進行研習，誘

視覺藝術有正面的作用。

發學生對展品作較深層次的思考；參觀後，學生於課堂
整理作品及聯繫參觀展覽時的研習資料，進行創作。這
學習過程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培養他們參觀藝術館
的習慣。

學生的改變
經過數年的教學實踐，就觀察所得，學生對不同藝
術媒介感到興趣，亦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及自發地嘗試。
此外，學生會留意本土藝術家的創作，甚至會於網絡上
認識更多他們喜歡的藝術家。他們既增加了對社區事物

感想

的興趣，亦對社區的歷史、文化如建築物、店舖的陳設
等有更深入的理解。

經過幾年的教學實踐，我感到在小學推
展視覺藝術教育的道路並不容易。教師常常
面對不同的挑戰，但當看到學生對視覺藝術
的熱愛，在藝術學習過程中表現的自信心，
對我有着很大的鼓舞，亦肯定自己的努力。
我深信藝術是滿足心靈的靈藥，在學生身
上播下種子，將來必會開花結果。

學生群策群力，合力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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