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獲嘉許狀教師
楊曉慧老師

所屬學校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

（視覺藝術科）

以生活題材入畫以生活題材入畫 藉創作感悟人生藉創作感悟人生
透過藝術學習透過藝術學習啟發學生潛能啟發學生潛能建立正向思維建立正向思維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透過多元化的藝術學習，拓寬學生的視野及創作空間，並藉跨學

科及跨領域的學習活動，啟發他們的潛能和同理心，建立正向的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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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可以陶冶性情，提升

個人氣質與品味，而藝術教育

更可以讓人建立自信，跳出固

有框架，從不同角度理解事

物，甚至產生治癒作用。從仁

濟醫院林百欣中學，任教視覺藝術科的楊曉慧老師和

她的學生身上，正好印證了這一切。楊老師致力把藝

術教育滲透於學生生活的每個角落，並通過多元化的

藝術學習活動，啟發學生潛能，建立他們的自信，及

培養學生們通過藝術學習，確立正向思維。

楊老師對藝術教育充滿熱忱，當日決定投身教育

行業，全因中六預科時遇上一位美術恩師。楊老師憶

述當年，正是因為恩師的一次鼓勵，才讓她發現自己

於藝術表現上的亮點。那次改變楊老師一生的經歷，

是緣於她在一幅自畫像功課上，為了增強視覺

效果而用上不同層次的棕色調子，恩師對此表

現手法甚為讚賞及直指她用色極富創意。恩師

的讚賞令楊老師相信自己在藝術創作上擁有與他

人不一樣的能力，從此更投入學習藝術，結果在

美術科公開考試上取得佳績，更促使她踏上藝術

教育之路，成為一位視覺藝術科老師。楊老師說：

「恩師讓我深深體會到為人師者，若能欣賞學生

的亮點，幫助他們抓緊強項，建立自信，持續發

展，結果將可能改變學生的人生。我希望繼承恩師

的工作，透過藝術教育，啟發學生的潛能，讓他們在

藝術路上發光發亮。」

藝術教育需與時並進

抱持上述理想的楊老師，除了善用多元化的教學

策略配合學生學習需要外，亦能因應校情和學習情境，

在視覺藝術科推行主題式單元學習，強調評賞帶動創

作，通過情境觸動情感，引發創意。楊老師曾透過策

劃跨學科「水溝油」單元及跨領域協作計劃「同理心

故事館」等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共通能力和建立正向

的價值觀。為回應時代急速轉變，楊老師近年更持續

鍛煉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與協作學習，於視藝

科學習過程中引入自主學習與電子學習的元素，優化

學教評的循環。

楊老師亦關顧學生的能力與多元學習需要，她深

知學生數學能力較強、喜歡視覺刺激與動手做，因此

便從學生興趣入手，在課程中加入STEM學習元素，

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為熟習相關教學策略及完善規

劃課程，她積極參與教育局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努

力鑽研不同教學法以提升專業能力；又身體力行，聯

繫專業發展社群，藉着不同的學校網絡與社區資源，

▲

學生利用不同物
料創作，發揮創
意，作品多樣
化。

▲視藝堂評賞討論，楊老師的學生踴躍發表意見。

▲學生在學校文化
日學習製作小油
畫

▲與視藝科海外交流生進行圖意傳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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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合作伙伴並尋找新素材，以優化教學設計。楊老

師坦言，要成就良好的藝術教育，最重要的還是校長

對視覺藝術科的支持，這亦是讓她勇於改革課程，並

主動聯繫不同科組推行跨學科及跨領域協作，提升校

內藝術氛圍的最大誘因。

啟發學生潛能 見證學生成長

回顧多年教學生涯，在芸芸學生中，楊老師對三

位學生的印象特別深刻。第一位，是一位具有良好觀

察能力的中四學生，他於一次評賞畫作時，直指畫裏

沙發呈現的視點異於常態，更能以隱喻比擬畫中父母，

把自己視如不見的子女藏於沙發背後，就有如日常生

活中大家對於不願丟掉、也不想展示人前的物品棄置

床底的心態。楊老師一方面驚見學生能觀察入微，留

意畫中細節，並結合生活經驗來分析作品，作出對應

主題意義的高質評賞。另一方面，也讓她反思身為老

師不應固步自封，拘泥於流派風格的歷史知識，應認

真聆聽學生的分享，從而達至教學相長，拓寬雙方的

思考角度和提升詮釋能力。

第二位是一名中四留班生。他自幼已飽受批評，

形成缺乏學習動機、行為反叛，並不時與老師衝突的

性格。直至遇上了楊老師，學生才明白何謂釋懷。楊

老師啟發他創作了作品「雁過留聲」。該學生把從小

接收的負面說話寫成字條，慢慢放進陶瓷水盆中，字

句在水中由濃變淡，最後溶化成黑點，一句句負面責

備的內容雖然到最後溶化消失，但墨水的黑點痕跡卻

永不消散，好比作者積累的難堪感覺已在心底留下永

不磨滅的烙印。「該生作品獲頒2021年度學生創作展

嘉許獎，獲獎固然高興，但更重要是把負面的情緒透

過創作轉化為靈感與動力；學生在寫下句子時經歷了

宣洩情緒、療癒心靈的過程，這也正是藝術教育奇妙

之處。」

最後是一位慕名到校選修視藝的學生，學生曾於

同區學校就讀中四，為選修視藝科而轉校重讀，結果

楊老師不負學生所托，成功帶領學生於文憑試視藝科

中獲取上佳成績，學生亦因視藝科分數理想，順利升

讀專上學院。細聽楊老師以藝術觸動學生的故事，彷

彿見證着一位位被激發潛能的年輕人，一步步通過藝

術之路茁壯成長。

循循善誘 桃李滿門

楊老師認為教學是充實而富滿足感的，選修視藝

的畢業生在她的指導及感染下或成為全職藝術家，或

從事與藝術相關的工作。「他們對學校充滿感情，不

少人至今仍經常回校擔任創作導師，傳承所學。」談

及這次獲獎，楊老師感受良多，原因是支持她參選的

教務主任在結果公布前因病辭世。「收到獲獎通知時，

實在百感交雜，最遺憾是無法跟他分享這份成就。但

平服心情後，明白自己應以平常心看待事情，世事不

能盡如人意，此刻但求無愧於心。參與評審是一次訓

練，讓我學到更多，並回想起投身藝術教育的初心，

提醒自己今後要繼續努力。」

楊老師相信藝術就如呼吸，是生活必要的元素。

當生活中包含藝術，總會令人感覺更添美好。她希望

修讀視覺藝術的學生能擁有一顆積極求進，愉悅喜樂

的心。疫情下，她期盼藝術教育可為學生帶來更多正

能量，為年青人鋪展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

▲學生嘗試以水溝油進行藝術創作

▲作品「雁過留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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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學生為本

具特色的校本課程

優質的課程規劃是以學生

為本，以中央課程與學校發展

方向為基礎，設計以主題式單元緊扣學生生活經驗

的校本課程。自 2017/2018年度開始，我持續規劃

不同類型的單元與積極推動跨科協作，並嘗試於初

中全面推行主題式課程，當中包括不少具特色的教

學單元，如「世．人．情」及「水溝油」。

引入跨學科及跨領域的學習

課程規劃需要配合社會發展的步伐作適時調

整，而跨科及跨領域協作能凝聚全校不同科組，對

應學生學習的困難與局限，擬定適切的教學策略，

發展出有利他們融合各學科知識的能力，並應用於

真實情景上的課程。

為了回應學校三年計劃中的關注事項：培養學

生的同理心，我主動聯繫通識科、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及本校的社會服務委員會，發展學習單元「世．

人．情」。以本土貧窮的問題為創作題材，引發學

生反思貧窮兒童與麥難民、劏房戶等社會現象，並

按自身對情境的體會，進行創作。我喜見同學能以

線描表現香港社區貧窮的獨特情境，或運用明亮色

彩勾畫對貧窮人士帶來支援與希望的期盼，或選用

沉鬱色調繪畫一眾被漠視的社區隱形人，作品頗具

感染力及真實感。我深信這類結合價值觀教學的生

活題材，除了能令學生對周遭的人和事產生同理心

和共鳴外，更讓他們藉創作進行反思，了解社會不

同階層的處境。

延續學習內容 強化學生同理心

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我們舉行了一連串

配合「世．人．情」單元的體驗式學習與創作活

動，以鞏固學習成果。為了進一步誘發學生的同理

心，我們又將美術室轉化為同理心體驗館，讓師生

體驗 Put yourself in someone's shoe的活動，學生

收集校內不同持份者的一雙鞋並輯錄一段感言，分

享各人所面對的困難和感受，讓參與活動的同學邊

穿上展出的鞋子，邊聆聽該鞋子主人的心聲。藉角

色代入、易地而處，讓學生代入他人身份所面對的

困難與感受，學習換位思考，促進包容互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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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全方位學習，學生真確體驗藝術參與的樂趣。

▲學生體驗Put yourself in someone' s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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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融入STEM元素的
多元化學習活動

為了啟發學生潛能，我設計了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以課題「水溝油」為例，學生透過探索水和油

的物理和化學現象，創作一幅以水和油為媒介的抽

象作品。我又將學習延伸至課外，帶領學生參觀與

STEM相關的藝術創作展覽，邀請MAKER藝術家

到校與學生以遊戲形式創作錄像、短片、玩偶等小

品，讓他們感覺藝術創作是「輕鬆、好玩」，享受

過程的滿足愉悅。學生透過互相扣連的學習活動，

累積經驗，建立能力與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

採用電子學習工具 優化自評與互評

為了配合學校推動資訊科技的學習，我鼓勵學

生每節視覺藝術課均因應主題，於電子學習平台提

取研習資料，並於平台上記錄創作過程與交流改進

經驗。學生透過電子學習平台發展意念、製作草

稿、紀錄實驗與展示作品，所收集的資料除有利進

行跨學科及跨領域學習的教研及活動規劃，更為進

行自評與持續評估提供足夠參考數據。

學生每節課堂都能於電子平台進行搜尋、參

考、篩選與反思，有效掌握自己的學習進程，亦能

同步對照自身與同儕間的學習差異，於記錄與檢視

過程中達至自我完善。教師亦可於電子平台上觀

察、分享、協作，或以問卷進行反思評估與回饋收

集，在測考及課業以外獲取更多元化的進展性評估

數據，從而不斷優化規劃，改善實踐，積極履行師

生皆終身學習的精神。

結語

藝術學習是一個精彩和奇妙的過程，藝術參與

是令人期待、獲取心靈滿足的體驗，優質的藝術課

程設計，能促進學生均衡而多元的發展，期望學生

能通過藝術學習展現潛能，成就精彩人生。

25

▲「水溝油」提供不同媒介的創作經驗，增強表現力與創意。

▲師生齊參與「學生視
覺藝術作品展」

▲學生利用電子平台進
行探究式研習，並記
錄學習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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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慧老師對視覺藝術科課程有清晰的理解，因

應校情和學生的學習需要，持續優化校本視覺藝術科

課程。以主題式單元教學設計整合藝術評賞、創作及

知識三個範疇的學習，課題與主題的學習互相扣連，

能顧及課程的縱向及橫向發展。

校本課程展示清晰的學習重點，評賞與創作並重，

初中課程設計尤為出色。通過一個主題來連繫多個不

同的課題，把視覺藝術科核心知識中的視覺元素和組

織原理結合到評賞與創作中。學生透過學習不同的表

達手法和媒介，從而較全面和完整地建構知識及掌握

所學內容，體現主題式學習的好處。

為配合學校推行電子學習，楊老師善用資訊科技。

除了訓練學生透過電子學習平台提取資料、進行研習

及創作外，又利用電子牆和QR code幫助他們有系統

地記錄創作過程，以及交流學習體驗，促進師生與生

生互動，並能為自評與持續評估提供足夠的參考數據，

提升評估的效度；又善用學校資源，重新整合學校分

配予藝術教育的資源，於課堂組織、課時規劃、學與

教策略及教師專業培訓各方面作出多項革新。

楊老師主動聯繫不同科組推展跨學科及跨領域學

習，從而啟發學生的好奇心，培養他們對生活的觸覺，

讓學生綜合運用各種知識和技能學習藝術；又利用高

中藝術教育時段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引發學生參與

STEM in Visual Arts的學習興趣。為了培養學生成為

具創新能力的競爭者，楊老師鼓勵學生以研習探究

方式累積學習經驗及轉化知識；又策劃「同理心

故事館」，藉展出學生相關的作品，培養學生

正向的價值觀；更鼓勵學生參與藝術活動、校

外展覽和比賽，即使在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中，

楊老師仍善用學科網頁，發放藝術活動的訊息、

展示學生的畫作，有效建立校內藝術文化。

從觀課所見，楊老師提問技巧嫻熟，富幽默感，

能敏銳地覺察學生的反應，並作出適切的回饋，有效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師生關係融洽，學生投入學習，

主動回應教師的提問，並能運用課堂所學的概念詮釋

作品。

楊老師致力追求專業發展，持續參與不同類型的

專業培訓、工作坊與講座，多次為教育局擔任專業分

享員；曾擔任教育局及考評局多個委員會的工作；又

擔任校本支援計劃借調教師，協助八間中學規劃高中

選修課程工作。

楊老師統籌及規劃校內藝術教育學習領域和其他

學習經歷，為學校營造濃厚的藝術氛圍；致力促進校

內協作與分享文化，啟發同儕反思教學；並提供有效

的跨學科學習指引，協助同工檢視工作成效，得到同

儕的認同和高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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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師（中）與學生一起做印模

索取有關

教學實踐資料

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s://www.ychlpyss.edu.hk/

聯絡人：楊曉慧老師

學校電話：2493 7258

學校傳真：2492 2496

電郵：
YHW@ychlpyss.edu.hk

以知識、評賞
帶動創作的視覺藝術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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