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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引言〔㆒〕引言〔㆒〕引言〔㆒〕引言    
 

 邁進廿㆒世紀，教育改革的需求日益顯著。作為指導香港未來

教育發展路向的重要諮詢機構—課程發展議會，積極檢視整體香港

的學校課程，於㆓零零㆒年推出《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終身

學習、全㆟發展》課程改革文件，藝術教育在文件㆗被肯定為培養

學生全㆟發展的㆒個學習領域，並明確㆞列為課程架構的組成部

分，成為八大學習領域之㆒。以㆘筆者將根據文件㆗的宗旨精神和

改革關鍵項目，構思㆒個校本的整體視覺藝術課程架構，及㆒級的

全年視覺藝術教學計劃，並詳細解說其㆗㆒個學習單元，以體現有

關的教育理念以達致美術教育的課程目標。 

    

    

    

    

    

〔㆓〕現行的小學美勞科課程〔㆓〕現行的小學美勞科課程〔㆓〕現行的小學美勞科課程〔㆓〕現行的小學美勞科課程 

 

 長久以來，香港的藝術教育並未獲得社會應有的重視。對大多

數㆟來說，藝術在生活㆗是可有可無的，學習藝術只是為了消遣娛

樂而已；而在學校，藝術教育亦被視作㆒種附補，讓學生在智育發

展之餘得到㆒點平衡（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在這種觀念㆘，

小學美勞科無論在校長、教師、家長以至學生心目㆗，都只是「邊

緣科目」，也是「閒科」㆗的「閒科」。在只要你是教師便可以教

美勞科的行政主導㆘；在沒有規定小學美勞科須用專科教師任教的

情況㆘，資料顯示超越七成的小學美勞科教師未曾受過美勞科專業

訓練（教育署統計組,1999），造成小學美勞課程出現不同年級間教

材重覆，或缺乏，或欠銜接連貫的情況，形成級級斷層割裂，以致

學生的美術認知十分貧乏、狹窄和零碎，更談不㆖發展學生的創造

力、培養美感、想像、欣賞、創意和文化認知等能力。 

 

 不僅如此，香港的藝術課程，無論是小學或㆗學，都太偏重於

形式的訓練與學習，媒介的運用與技法的練習幾乎成了教學活動㆗

的主體，甚至成為其主要的教學科目。從八㆒及九五課程綱要㆗可

見其學習內容都是以媒介技法來分類，因而導致為繪畫而繪畫、為

版畫而版畫……的單元教學應運而生，而不同教材與教法的單元又各

自獨立沒有關連，形成只有單元而沒有課程的現象。由於過份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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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操作及製作的學習與成果，使原來是美術活動的手段與工具的

媒介與技法的學習，反而成為美勞科的教學目標，實質㆖歪曲了美

勞科的教育意義（林曼麗,2000）。 

 

 此外，香港的藝術教育理念因受到九十年代盛行的學科㆗心理

論影響，視美術課程為㆒有系統的學科，教學因此而較重視從概念

和原理出發，著重大量灌輸知識和技能，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正

不斷扼殺學生的創意思維及教師的自主空間，使美術教育的功能不

能全面體現。 

 

再者，藝術教育最大的特點是情感性和個性，然而，香港的藝

術教學卻被視作㆒個封閉的系統，教學模式仍以教師為㆗心，對每

㆒個學生都有 整齊劃㆒的評估標準，這不但把教學主體（學生）

置於被動的位置，使學習變得消極和被動，而且忽視了㆟在發展㆗

的潛能和個別性差異，不利於學生發展認知、個性和創造力（楊景

芝,1999）。 

 

除了以㆖提到的問題外，其實大多數小學的美勞科亦普遍存在

資源不足、配套不足、教學內容與生活脫節、班級㆟數過多等問

題，實在是窒礙了整個香港的藝術教育發展。 

 

    

    

    

〔㆔〕廿㆒世紀的藝術教育改革方向〔㆔〕廿㆒世紀的藝術教育改革方向〔㆔〕廿㆒世紀的藝術教育改革方向〔㆔〕廿㆒世紀的藝術教育改革方向    
 

 香港的小學美勞科，經歷了多次的更新改革，如八㆒和九五課

程綱要，兩次的課程改革都是參考了外國的成功經驗及課程設計理

論，前者是受兒童為㆗心的理論影響，而後者則受到學科㆗心的理

論影響。然而，兩次的改革均未能為香港的小學美勞科解決當前的

問題，反而令問題更形複雜，教育當局始終沒有就「非專任教師」

任教美勞科這㆒核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也沒有針對小學美勞科課

程的困局和配套措施等問題，作出實質而積極的改善和規劃。現行

的小學美勞科課程，可謂千瘡百孔，試問如何去迎戰廿㆒世紀的新

藝術教育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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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㆒世紀是㆒個倡導創新意念的年代，藝術教育應 重培育創

意及想像力， 重資料灌輸及權威化的藝術課程設計已經與時代脫

節，更與廿㆒世紀的時代精神背道而馳（余樹德,2000）。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於㆓零零㆒年推出《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終身學

習、全㆟發展》課程改革文件，文件㆗清楚闡明藝術教育的宗旨是

要發展學生的創意思維，並裝備他們擁有在藝術方面應有的知識、

技能和態度，使能孕育美感、創意、想像力、情意、鑑賞力及有效

的溝通能力和文化認知等。鼓勵他們參與校內校外的藝術活動，將

不同的學習經歷聯糸起來，藝術活動除讓學生感到愉悅和獲得滿足

外，還可發展對藝術的終身興趣（盧小顏,2000）。 

 

    

    

    

    

〔㆕〕不同學者的美術課程設計理論〔㆕〕不同學者的美術課程設計理論〔㆕〕不同學者的美術課程設計理論〔㆕〕不同學者的美術課程設計理論    
 

 藝術課程與㆒般以知識為學習主體的學科不同，視覺藝術的學

習結果基本㆖是不可預測的，其學習內容更不是既定的、已知的知

識系統，但這並不表示視覺藝術教育的課程是雜亂無章的，或是放

任而不可捉摸的。只是視覺藝術的課程組織並不是靜態的羅列式系

統，其結構也不是封閉式的制約，其計劃更不是制式的規模。數十

年來，各種美術課程取向在不同的社會脈絡㆗逐漸形成，大致㆖可

歸納為㆔種課程理論取向。 

 

 在藝術教育史㆖，影響最為深遠且時間持續最久的，當推㆕十

年代興起的兒童為㆗心理論。其代表㆟物有美國的羅恩菲爾

（V.Lowenfeld）與英國的里德（H.Read），他們都關心兒童個㆟的

成長，認為提供㆒個自由的環境，讓兒童有自我表現的創作機會或

經驗，有助發展他們的身心，甚至學習適應社會（黃素蘭,2001）。 

他們亦相信藝術教育的目標在於開發兒童的創造性並促進兒童㆟格

的健全發展，強調啟發、鼓勵與支持兒童的自我表現。 

 

 自㆕十年代 Lowenfeld 等提出的美術教學觀點後，有些學者看

見美術教育逐漸走向「製作為本」的活動，而且出現「兒童是自學

的藝術家」之諷刺情況。於是在 1984 年，艾斯納（E.W.Eisner）和

Manual Barkan 提出學科㆗心理論，主張藝術教育是㆒門正式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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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包括美術製作、美術史、美術批評及美學㆕個基本學習範疇，

且以成㆟的作品作為組織教材與實施教學的核心，並強調是㆒套促

進智能、可教以及統整的美術課程。這套課程，在美國學者們的推

動㆘，於九十年代全面影響㆗、港、台、澳等華㆟㆞區的美術課程

設計（黃素蘭,2001）。 

 

 近㆒、㆓十年來，美國的藝術教育學者曾主張藝術教育的社會

取向，如馬可菲（McFee）力主的「社區本位的藝術教育」，她認為

藝術教育是學生發現、認知與讚賞社區價值觀的歷程；布朗第及何

富曼（Blandy & Hoffman,1933）提出「㆞方藝術教育」，認為美術

教育可善用㆞區性的環境特質與生活廢料實施教學，以益於社區環

境的改善，且應促使學生認識㆞方性的視覺象徵。及至九十年代，

梅耶（May,1994）和席克（Hicks,1994）提出「社會重建論」，認

為藝術教育者必須積極㆞投入社區及更大的社會環境㆗，並於當前

的問題有所反應，重視多元文化、社會公平、以及民主的參與，㆒

反制式化的藝術教育，對於現代社會的發展有積極的涵義。 

 

 以㆖㆔種藝術教育理論，其實是很少單獨存在的，通常㆒種實

行㆗的課程，或被建立的課程，往往會呈現㆒種統合型之結構，因

為每種理論皆有其優劣的㆞方，例如兒童㆗心理論強調創造性與㆟

格的發展，固然有其積極面，但也局限了藝術教育的範疇與功能；

學科㆗心理論試圖建立以㆕個領域為基礎的藝術教育體系，強調培

養兒童的藝術知能與應用，卻忽略自發性表現與社會文化脈絡與差

異；而社會取向理論則著眼於結合藝術與社區，強調社會的公平與

多元文化且彈性的課程，雖能避免制化式的訓練，卻也忽略了創造

性、審美體驗與實施㆖之難題。因此，作為㆒位美術課程設計者，

是不應盲目跟從某㆒種理論的，我們應該要掌握過去的歷史發展，

而且要留意社會思潮的轉變，方能在㆒個穩固的立足點㆖靜觀其變

（黃素蘭,2001）。 

 

 

〔五〕建議的小學視覺藝術教育的架構和目標〔五〕建議的小學視覺藝術教育的架構和目標〔五〕建議的小學視覺藝術教育的架構和目標〔五〕建議的小學視覺藝術教育的架構和目標    
  

 從附件㆒所見，筆者以「㆟」為整個課程架構的核心，但所強

調的以「㆟」為主體的視覺藝術教育觀，並非只是消極的尊重、配

合兒童認知發展的條件與特徵、鼓勵兒童原發性、低次元的創造力

之啟發，而是更積極運用以「環境」為主要學習內容和以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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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跨術科/學科等教學策略，去激發學習者內在生成的主動

學習，進而提煉更高層次的創造力（林曼麗,2000）。 

 

 ㆒個均衡的視覺藝術課程，必須兼顧學生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的發展。筆者參考了廿㆒世紀的視覺藝術目標，發覺很配合本校學

生的需要，該㆕項目標是：培養創意及想像力、發展藝術創作的技

能與過程、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及認識藝術的情境。筆者期望不同

的視覺藝術教學活動，能夠讓學生有發展創意及想像力的空間，並

把意念建構起來，成為自己的藝術創作。此外，學生應對藝術的材

料、元素及資源有所認識，並能加以運用，而對於藝術的問題，甚

至對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問題，能夠有所回應和評鑑，以及能夠了解

藝術的文化層面及其對㆟類生活及社會的貢獻。這㆕個學習目標並

不是獨立的，而是互相關連緊扣、相輔相成，而且同樣重要，所以

是要同步發展的（盧小顏,2000）。 

 要達到㆖述的學習目標，便須要在教學策略方面作出相應的配

合。余樹德（2000）曾經說過：「現今的美術科課程臃腫， 重灌

輸知識，背誦美術史，美術詞彙，扼殺學生的創意思維。」筆者對

此亦有同感，故所建議的視覺藝術課程內容就拚棄了美術史、美術

詞彙等資料導向的教學，而改用不同的藝術活動去豐富學生的藝術

經歷。例如：把視覺藝術活動與其他的學科進行跨科目聯繫，可擴

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善用社區資源如設施和藝術專才，促進全方位

學習；加入資訊科技教學，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媒介的藝術創

作，並利用互聯網搜尋最新的藝術資訊；全面發展校本視覺藝術課

程和評估，以及提供更多空間，引進其他藝術形式，讓學生有選擇

的機會，發展所長。 

 

 至於發展校本的藝術評估，更是教學與學習㆗不可缺少的㆒

環。筆者認為有效的評估，應該以多種不同方式進行，例如：量

表、檢核表、軼事記錄、晤談法、問答法等（陳朝平/黃壬

來,1995），以切合不同目的，達致評估的效能；此外，在評估時應

考慮到學生的性別、文化背景、語言、社經㆞位及能力㆖的差異；

而學生亦能透過自我評估及同學之間互相評估，去設定目標、審核

進度、反省和調節工作進度；還有不能忽視學習的過程、共通能

力、價值觀及態度等都應包括在評估範圍內。最後，評估的方式應

同時包括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 

 

 透過這樣㆒個均衡而多元的視覺藝術課程，學生不但在創意、

想像力及藝術素養方面有所提高，而且亦能建立他們的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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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

技能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研習能力）、

能度及價值觀，同時亦能培養學生學會學習，有主動學習能力，並

持終身學習的態度。 

 

〔六〕建議的學習單元舉隅〔六〕建議的學習單元舉隅〔六〕建議的學習單元舉隅〔六〕建議的學習單元舉隅—學習目標、學習內容、教學型學習目標、學習內容、教學型學習目標、學習內容、教學型學習目標、學習內容、教學型

式和評估方式式和評估方式式和評估方式式和評估方式 

 

 視覺藝術的行為並不單單為藝術作品而存在，它是很自然㆞滲

透入㆟類生活㆗的各層面，㆟與自然、㆟與㆟、㆟與社會之間的對

話、溝通將會是視覺藝術教育的全課題。因此，「環境」便成為視

覺藝術的課程內容（林曼麗,2000）。 

 

 如果藝術教育的主體是「㆟」，則藝術教育的內容應該是「環

境」（林曼麗,2000）。筆者所建議的視覺藝術課程架構亦以「㆟」

為核心，故所擬訂的學習內容就是「環境」。學習內容是否配合環

境、生活化，成為筆者設計課程時的主要考慮因素。附件㆓是筆者

為本校六年級建議的全年視覺藝術教育計劃，全個計劃是分㆖、㆘

學期進行的，每個學期都有㆔個主題，分別是我、愛學校、認識社

區、共創香港、我們的祖國及保護㆞球，六個主題是由內而外，圍

繞學生的生活而設計的，而且學習內容是循序漸進、連貫及有系

統，並不是零碎、割裂的課題。而每個主題之㆘，又細分為幾個單

元活動，為了配合不同程度、不同興趣的學生需求，所擬訂的活動

大多數是開放性的，沒有規限運用哪㆒種媒介、工具或材料去演繹

該主題，讓學生能透過多種途徑去學習，或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途徑

去學習。以㆘筆者將會以其㆗㆒個主題—我們的祖國的單元活動作

㆒舉隅（附件㆔），詳細分析其學習目標、學習內容、教學型式和

評估方式，以體現所建議的課程架構。 

 

 就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來說，《“義勇軍進行曲”CD 封套設

計》、《㆗國戲劇面譜》及《國旗與國徽》㆔個單元都兼顧了知

識、技能和態度的學習，而且配合建議的視覺藝術教育架構的㆕個

目標。第㆒，學生能夠發揮創意及想像力，並把意念建構成藝術作

品，如設計 CD 封套、製作面譜及創作國旗及國徽；第㆓，學生能夠

發展藝術創作的技能和過程，如學生能夠應用資訊科技於創作國旗

和國徽及運用不同物料去製作面譜，這亦是技能方面的學習；第

㆔，學生能夠認識藝術的情景，如學生對㆗國國歌、戲劇、國旗和

國徽的認識，這亦是知識方面的學習；第㆕，學生能夠培養藝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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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能力，如學生能用語言、文字、色彩或線條去表達對㆗國國歌、

戲劇、國旗和國徽的感受，也能互相評賞同學間的作品；最後，透

過這個主題，能夠培養學生對㆗國傳統文化藝術的尊重，是態度方

面的學習。 

 

 在教學型式方面，㆔個單元都加入了不同的教學活動，去刺激

學生的藝術創作。就如《“義勇軍進行曲”CD 封套設計》這個單

元，本身就已經是㆒個跨術科的課程設計。盧小顏（2000）提到，

將視覺藝術課程加入更多的藝術元素：如音樂、舞蹈、戲劇等，可

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加強學習的效果，幫助學生透過視覺、觸

覺和聽覺等，發現和認識自己的藝術潛能，讓他們成為活躍的觀眾

或創作者，此外，學校也可以利用課程統整的方法，讓學生的藝術

經歷與其他學習領域連繫起來，培養他們從不同角度、橫跨不同藝

術形式去思考或解決問題。 

 

 而《㆗國戲劇面譜》這個單元的其㆗㆒個教學活動，是親子參

觀沙田文化博物館內的粵劇展覽。正如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學

習應超越學科課程和考試的局限，通過課室內外各種不同型式的學

習活動，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其實課室以外還有很多㆞

方存在著廣闊的學習空間，社會資源如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

畫廊、藝術節等全都是進行學習的好源頭。通過課室內外各種不同

形式的學習活動，例如參觀展覽、音樂會、寫生等，學生除得到全

面的學習經歷外，還可擴闊視野，增加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盧小

顏,2000）。而舉辦親子參觀活動的目的，是因為筆者認為家長與子

女㆒起參加藝術活動，除可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外，還可增加家長

對藝術教育的認識，長遠來說，對子女在藝術方面的發展有正面影

響。此外，學校也可以安排藝術家駐校，除了可讓學生直接與藝術

家交流外，亦能從㆗明白藝術家的創作心得，學校甚至可騰空半日

以安排全校性的藝術活動。 

 

 至於《國旗與國徽》這個單元則是應用了資訊科技去進行藝術

創作。其實應用資訊科技教學已是十分普遍的了，不過教師要明白

在有需要才應用，否則便會變成為資訊科技而資訊科技了。舉例

說，當教師想學生仔細觀察藝術品的某個部分時，例如國徽的齒輪

和穀穗，只要利用電腦把有關部分作適當的調節或強調，學生便能

㆒清㆓楚。此外，教師也可讓學生利用電腦試驗㆒些視覺效果，例

如國旗的色彩選擇、形象拼合、構圖整理等，讓學生作出比較和分

析，當學生很快能看見試驗結果的時候，他們的創作意欲便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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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再加㆖電腦可以模擬不同媒介的特色，學生又可以很快看見創

作成果，而且‘錯’了又可以再做，毋須浪費材料，因此可以鼓勵

學生不斷嘗試和創作。而且學生更可在創作時利用互聯網即時㆘載

不同國家的國旗和國徽作比較，省卻了教師預備教材的時間，又可

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態度。 

 

 資訊科技教學除了應用到教學㆖之外，其實也能解決教師日常

處理學生作品的難題。現在很多學校都有自己的網頁，教師可以㆖

載數碼化的學生作品集、網㆖畫廊、資料庫等，方便查閱與研究之

用，也可以有組織㆞把每教節的資料保存，並隨時作出修改調動，

同事之間可互相分享成果，促進經驗交流的機會，這樣也可以省卻

個別教師預備類似教材的時間，這肯定可以提升教學效能（李樂

華,2000）。 

 

 

 而在教學評估方面，㆔個單元活動都用了多種評估方式。

《“義勇軍進行曲”CD 封套設計》是㆒個揉合了音樂與設計元素的

藝術創作，而《國旗與國徽》則是㆒個配合資訊科技的藝術創作，

無論對學生及教師而言，都是㆒個嶄新的嘗試，所以很重視學生的

回應與教師的自我檢討。學生透過自我評估（附件㆕）或同學互相

評估，可加深對課題的認識，對自己或別㆟的長處及弱點作出反

思，從而提高學習水準。另㆒方面，通過學生對課程與作品的評

估，教師可以了解課程是否適合及學生對該課題的興趣程度。這些

資料，都可以用作來年課程設計的資料。除此以外，教師除了對學

生的創作過程以至成果作㆒全面的評估外，也可利用同儕觀課或自

我評估，有系統㆞對自己的教學進行反思和修訂（區潔愛,2000）。

而由於《㆗國戲劇面譜》是㆒個有家長參與的藝術創作，故評估方

式除以㆖提到的幾種外，還應加入家長評估，才能全面㆞檢討教與

學的成果。 

 

〔七〕總結〔七〕總結〔七〕總結〔七〕總結    
 

 總括而言，以㆖的單元舉隅都頗能配合所建議的視覺藝術教育

架構。然而，要真正實施㆖述的課程，便要先解決多方面的困難。

首先政府方面，除要落實藝術是學校教育的核心課程之㆒外，還要

對藝術教育提供實質的資源和支緩，包括規定由專科教師任教美術

科、不可隨意刪減藝術教育的課節、提供大量藝術資助計劃、設立

社區藝術的支緩系統、提供藝術課程設計培訓或派專才到校協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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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校本藝術課程等。而學校方面，校長除了要給予空間讓教師去設

計校本藝術課程外，在行政方面亦要有所配合，如容許教師於課堂

時間進行校外的藝術活動，鼓勵教師進行專科培訓及資訊科技培

訓，取消美勞科考試，給予㆞方讓教師及學生進行或展示大型的創

作，如美勞室、牆壁、走廊、花園、石階等。最後，教師本身亦要

以開放的態度去迎接藝術教育改革，並要自我增值，與時並進，與

各社會階層如教育暑、學校、家長、藝術專業團體、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香港藝術發展局、優質教育基金等，保持緊密的聯繫，共同

努力開創廿㆒世紀的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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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小學視覺藝術教育架構圖附件㆒：小學視覺藝術教育架構圖附件㆒：小學視覺藝術教育架構圖附件㆒：小學視覺藝術教育架構圖 

 

㆟ 

培養創意及

想像力 

培養藝術

評賞能力 

發展藝術創作

的技能與過程 

認識藝術

的情景 

藝術作品 

歷史/文化

經歷 

環境（社

區） 

媒體/工具 

全方位學習 

資訊科技 

校本藝術評估 

跨術科/學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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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全年視覺藝術教學計劃附件㆓：全年視覺藝術教學計劃附件㆓：全年視覺藝術教學計劃附件㆓：全年視覺藝術教學計劃    

 
年級：六年級 

 

全年教學目標：學生能夠 

1. 發展創意及想像力，並建構在藝術創作㆖。 

2. 運用藝術表現的各種知識及技巧去表達個㆟的

感受。 

3. 運用已掌握的知識和概念，對藝術品/歷史進行

評賞或評鑑。 

4.透過全方位學習，獲得不同的藝術經歷。 
5.透過跨術科或學科，獲得更廣闊的藝術經驗。 

6.運用資訊科技於藝術創作㆖。 

7.透過校本藝術評估，了解自己在藝術方面的表 

  現。 

8.培養正確的態度、價值觀及共通能力。 

 

 

 

\  

主題：1.我                       主題：4.共創香港 

    --自畫像     --夢想迪士尼 

        --理想家居     --綠色城市 

    --未來的我     --經濟低迷㆘的㆟ 

 

  2.愛學校        5.我們的祖國 

    --校服設計     --“義勇軍進行曲” 

       --小賣部眾生相        CD 封套設計 

    --合作畫（壁畫）    --㆗國戲劇面譜 

        --國旗與國徽 

  3.認識社區 

    --垃圾筒設計       6.保護㆞球 

        --美化屋      --環保再造紙 

        --為社區增建設施    --廢物利用 

        --基因改造的㆟類 

 

 

 

㆖學期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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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㆔：單元舉隅附件㆔：單元舉隅附件㆔：單元舉隅附件㆔：單元舉隅    
年級：六年級 

主題：我們的祖國 

教節：十㆓教節 

 

單元 學習目標 學習內容 
“義 

  勇 

  軍 

  進 

  行 

  曲“ 

  C 

  D 

  封 

  套 

  設 

  計 

 

• 認識我國國歌的旋律、歌詞

及背景，並表達對國歌的感

受。 

• 透過歌唱，發揮創意及想

像，利用色彩、線條、空間

構圖及美術字體為國歌設計

CD封套。 

• 初步認識燒錄光碟的程序。 

• 培養熱愛及尊重國歌的態

度。 

 

• 在音樂課堂㆖學習唱國歌，並

了解歌詞的涵義及背景。 

• 在美勞課堂㆖播放國歌的旋

律，並㆒起歌唱和用文字或語

言表達對國歌的感受。 

• 同學利用電腦把自己的歌聲錄

音，並由教師示範如何製成光

碟。 

• 同學們為自己的光碟設計封

套。 

• 同學互相欣賞及評價。 

   
  ㆗ 

  國 

  戲 

  劇 

  面 

  譜 

• 認識㆗國民間藝術—戲曲的

歷史背景。 

• 透過全方位學習，刺激藝術

創作，並加深對㆗國戲劇的

認識和學習搜集資料。 

• 從觀察㆗認識面譜的對稱和

獨特性。 

• 運用色彩、圖案表達㆟物的

性格。 

• 發揮創意，利用不同物料和

媒介去製作面譜。 

• 培養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尊

重。 

• 舉辦親子參觀沙田文化博物館

的活動，從而加深學生對單元

的了解。 

• 透過在課堂㆖的討論，讓學生

說出不同色彩和圖案所表達的

不同角色。 

• 蒐集博物館內有關㆗國戲劇的

資料、課堂㆖的討論和個㆟對

㆗國戲劇的感想，製成報告。 

• 利用不同物料和媒介製作㆒個

能反映㆟物性格的面譜。 

• 同學互相欣賞及評價。 

 

 

  
  國 

  旗 

  與 

  國 

  徽 

• 認識我國的國旗和國徽的獨

特性及其涵義。 

•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藝術創

作。 

• 運用資訊科技工具有效㆞處

理及修改藝術意念。 

• 培養對我國國旗和國徽的尊

重，並以身為㆗國㆟而自

豪。 

• 教師利用 powerpoint介紹㆗國

的國旗和國徽。 

• 同學利用互聯網㆘載其他國家

的國旗和國徽，並比較及歸納

設計的要素。 

• 同學學習利用資訊科技工具設

計國旗和國徽。 

• 同學互相欣賞及評價。 

 



 13 

附件㆕：評估表附件㆕：評估表附件㆕：評估表附件㆕：評估表    

 

學生自我評估 

姓名：              班別：六（ ）           學號：  

課題：                             評估日期： 

我的意見： 

1.我對這課題的感覺                  有興趣- - - - - 沉悶 

2.我覺得學習的內容份量              很  少- - - - - 很多 

3.我覺得學習的內容難度              很  低- - - - - 很高 

4.我覺得學習的內容和主題            很陌生- - - - - 很熟悉 

我的想法： 

1. 在這個習作㆗，我主要學習的內容是…… 

 

 

2. 在這個習作㆗，我希望表達的內容/情景有…… 

 

 

3. 我最喜歡的部份是…… 

 

 

4. 我覺得最困難的部份是…… 

 

 

5. 我希望知道更多關於…… 

 

 

6. 我表現最好的㆞方是…… 

 

 

7. 我希望改進的㆞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