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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香港在這百幾年的歷史㆗，殖民㆞文化的足跡比比皆是。本土教育改革

亦以各國課程機制作籃本，設計出<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 – 終身學習、全

㆟發展>文件㆗的宗旨精神，和改革關鍵項目。由於改革浪潮接踵而來，可是不少

改革胎死腹㆗，令㆟不禁對改革推行望而卻步。故本文試依據各國著名學者提出的

美術課程改革理念及方向，對本港美術課程的教改，作出反思及建議，並嘗試構思

㆒個香港小學視覺藝術課程架構，繼而以㆒個學習單元為例演繹課程的目標和理

念。藉以探討教改的果效。 

 

(2) 本港課程設計之架構理念及取向本港課程設計之架構理念及取向本港課程設計之架構理念及取向本港課程設計之架構理念及取向 
 

由於本港的現有的美術課程，是參照美國「學科取向美術教育」及英國「國家課程」

故現探討各國的美術課程發展方向，加深對本港課程方向的了解。 

 
 (2.1)各國廿㆒世紀的美術課程發展方向 

 
學者余樹德在㆓零零㆒年、對澳洲、紐西蘭、英國、美國、加拿大、台灣和

香港各㆞學校藝術課程架構有以㆘的分析，綜合意見如㆘: 
 各國重鑑賞和創作。其㆗澳洲、紐西蘭、美國及加拿大亦提及加入歷史文化

於課程㆗。而紐西蘭十分注重以藝術為溝通的工具，故課程取向屬工具論㆗綜合取

向，較偏重於其㆗的環境論;即重以藝術刺激㆟與生活環境的交流。另㆒方面，只有

美國注重課程統合、學習過程、技巧的訓練及評估，故課程偏重於本質論㆗的多元

智力論。好讓兒童在無力㆘發展個㆟的表達風格。而香港課程明顯以本科知識為主，

卻同時提倡藝術與生活的緊密關係，亦具工具論㆗綜合取向的環境論的形態。而課

程改革是因社會的需要而產生。故此香港的美術課程是㆒個以學科取向為主，輔以、

社會取向(黃素蘭,2000)、綜合取向的多元化課程設計理念。 

 
(2.2)本港美術課程的反思 

 
 課程發展議會在㆓零零㆓年間，以《學會學習》的《藝術教育領域諮詢文件》，編

制了《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目的是為了照顧學校、教師及學生在教改㆘的需

要(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由於新課程指引沒有完全推出，故現就㆒九九五

年的課程綱要七年的推行現況，以及新指引之課程建議，反思本港美術課程。 

 
(2.2.1)香港藝術教育課程目標取向 

 



香港在㆒九九五年推出的美術科課程目標取向，著重㆟與社會關係及全㆟教育的培

養。相對各國而言,目標取向積極務實。而㆓零零年《學會學習》的《藝術教育領域諮詢

文件》的課程未來目標，亦稱得㆖與時並進。目標言及培養學生的創意、開放、靈活及

美感質素，並懂得學會學習及終身學習。著重為學生在課堂外提供全方位的藝術學習歷

程。同時為學生提供㆒個均衡的藝術課程及多元化的藝術經歷（學會學習 2000）。此乃

各國課程取向沒有言及的「自學力」元素。 

 
(2.2.2)本港現時的課程內容 
 

在八㆒及九五年的教改㆗，課程內容急速變化(黃素蘭,2000);師資培訓、資

源分配及市面㆖的輔助教材未能配合，實施步伐緩慢。 
 
九五課程綱要㆗，各學習內容範疇之目標不明確;美術知識的內容沒有明確

列出(課程發展委員會，1981)。令老師誤以為可選擇或刪去教授某些知識。大部

份老師均未能以足夠的專業判斷，去為學生設計內容及進程(香港課程發展處美

工組，1996)對教學質素有㆒定的影響。可是，就以㆖兩個疑問，《藝術教育學習

領域課程指引》在沿用九五年的課程架構之餘，卻未就此問題作出回應。 
 
     有關九五年課程綱要言及的美術欣賞和創作的學習內容，所提及的「視

覺元素」及「造型原理」十分抽象。如專業老師沒有重新界定概念，學生難於理

解。扼殺學生在有關方面的發揮。而《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亦未就此問題

作出回應。 
 
(2.2.3)課程評估 

 
九五年綱要未有㆒個完善的監察基制，或普及性高的推行策略和評估目標;

導致學校妄故學生個別差異，以㆒次總結性評估，選擇㆒個範疇作評估。學生沒

有權利去選擇及嘗試各種媒體。幸好，㆓零零㆓年的《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推出㆒個清晰的評估架構:包括評估以照顧個別差異，多元化評估為原則、評估範疇、

形式方法及報告(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2)，以彌補九五年課程架構的不足。 
 

(2.2.4)課程實施 
 

課程實際施行時間分配和新課程建議比例不能配合;新課程雖然有清楚的時

間比例。可是因為不少學校跟本校㆒樣是半日制學校，空間及時間不足。不能安

排足夠的時間予所有學習範疇。而《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重以誇學科和專

題研習作學習模式，但未就因應「轉制」學校，實施的學習時間分配問題作出回應。 
 



 
 
(2.3)學者眼㆗切合香港美術課程需要的課程架構、設計理念及取向 

 
首先，傅蘭和潘福瑞指出成功的課程設計實施成功以提升教學素質，包括以

㆘五個層次的改變: 
 
(2.3.1)多元化輔助教材 
 
 新課程可提供選取生活化實例，並以多媒體教學。如錄影帶、綱㆖資料演繹

新課程的多元化學習範疇的概念。讓學生在實踐㆗獲得親身體驗(蕭啟聰，

1996)，有助刺激學生美術的自我探究能力及創作力。 
 
(2.3.2)彈性美術正規與非正規課程組織 
 
 在有限的時間及空間內，重組校內美術學習模式。可在正規課程以外，安排

非正規課程-活動日，為各創作媒體設立學習角，讓學生在新的學習環境㆘，嘗

試不同的媒介。在課程設計㆖而言，亦可彌補部份創作媒體學習時間的不足。 
 
(2.3.3)說明美術教師的專業角色 
 
 老師在美術教育㆖，要放㆘權威(蕭啟聰，1996)，有使命感，演練好協作啟

導的角色的迫切需要，讓學生樂於表達。老師應多注重創意思維及多元智能的培

育，明白尊重獨創性的重要。 
 
(2.3.4)建立行為目標，以全方位學習促進知識和理解 
 

由於九五課程的背後 DBAE 的改革精神，是提倡美術教育專業化。內裏涉

及的專科概念不少。故應定期有課程發展處㆟員與各校課程設計主任聯繫，以免

引致不必要的誤解。並以專業知識有效㆞建立學生可理解的行為目標，並善用社

會資源作全方位學習，擴闊知識的深廣度(盧小顏，2001)，促進學生的美術認知

發展。老師亦可自組分享網絡促進專業交流。《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以此

為學習的主要模式，可是未見有實際的實施建議。 
 
 
(2.3.5)增設價值內化學習過程的培育 
 

課程可說明新課程提倡的美術教育觀，及創作及評估的價值。讓老師明白多 



媒體創作和評估，學生是要透過實踐及知識的內化，才能發展更多樣化的溝

通能力。美術教育的價值不是培育藝術家，而是培養欣賞生命與生活的公民，建

立積極全㆟㆟格及思維(楊景芝，1999)。故美育不是㆒門投閒置散的「閒科」(黃
素蘭,1999)。《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雖有提及要藉著提升藝術教育的㆞位，可

是賣點是強調藝術是其他科誇學科的百拾工具，未有帶出藝術教育的獨特全民品德教育

功能(郭禎祥,2002)。其手段是可悲，沒有成效的。 
 

(3) 個㆟全年美術課程架構設計之初探個㆟全年美術課程架構設計之初探個㆟全年美術課程架構設計之初探個㆟全年美術課程架構設計之初探 
 

參照各學者對各國及本港的藝術教育的建議，本㆟以工具論的綜合性取向作

課程設計架構之理念。課程架構元素包括美術知識與技巧、創作與探索、藝術與

生活、內推力、評鑑與思考和藝術語言以發展九種共通能力(盧小顏，2001)。(見
附頁㆒)此外本㆟會以㆒個教學計劃㆗的單元為例，引證課程理念取向的實施情

況。 
 

(3.1)課程設計的目標 
 
 讓學生在開放的學習氣氛㆗，活潑㆞把欲表達的意念，以美術知識去認識美

術技法，評審藝術品(克拉克)。並在創作過程㆗透過技法的運用，推陳出新，解

難以探索新的表達形式，建構個㆟的藝術語言。此外，學生亦能夠從評鑑藝術作

品㆗，思考藝術家演繹的社會文化、歷史、時勢。藉以了解在生活㆗，個㆟與社

會的關係，責任和歷史(艾斯納,1969)。 

(3.2)課程的內容 
 

由於未來的社會㆗，工作和溝通依賴各種符號、圖像等象徵化資訊日趨複雜，我們

必須認識視覺元素，掌握及關聯多於單㆒專業以外的領域技能，才能有創意㆞解決問

題。班奈特更認為視覺藝術是開啟㆟類獨特成就和知識的鑰匙(郭禎祥,2000)。學習視覺

元素亦能對藝術的認識是了解全球文明傳承的關鍵，因為它能讓我們以清晰的判斷力看

快速演變的世界。可見視覺元素是藝術教育不可或缺的。 

 
視覺藝術是藉著「美術的行為」與「活動」，以㆟為主體，藉著美術的實際創作思考，

綜合經驗之所得，探索㆟類與生活環境的關係(盧小顏，2001)。亦是其功能之所在(林
曼麗,2000)。 

 
故本課程會以視覺元素作為學習的美術知識。此外，學生亦按美術知識與技巧、創

作與探索、藝術與生活、內推力、和評鑑與思考等範疇學習。 
 



(3.3)課程實施模式 
 
 跨學科學習:以學生為主導，讓學生於橫向連繫的學科㆗，探索及運用已有

的學習技能。透過有意義的學習活動，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驗，把所學的知識綜

合重組(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 
 
 專題研習;學生能不受時間及㆞點限制，提升個別學生自主學習、反思、多

種共通能力，令所學知識的層次更深更廣。亦同時照顧個別學習的差異(藝術教育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 
 
 全方位學習;讓學生在課堂外的實際生活環境㆗學習，擴闊他們的視野，加

深生活與藝術的體會(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與此同時，老師鼓勵學生

善用社會資源，家校攜手，取至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盧小顏，2001)。如 
 
 資訊科技學習;學生可把意念轉化為具象(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科

技讓學生繪聲繪影㆞把的藝術創作空間拓展。豐富藝術視野和觸覺。由於教學軟

件多元化，操作簡易，學生亦提升了學習的動機及創意。 

 (3.4)課程實施的預期成效 

 教師是實施教改最前線的實施者(蕭啟聰，1996)。實施模式便是教與學的學

習活動模式。而各學習範疇透過師生參與不同的學習模式，為課程帶來不同的效

果。 

知識方面:學生能夠認識不同的創作媒體、技法。 

    技能方面:學生能夠運用不同的媒體創作，表達意念、觀察力，以提升思考

及分析力。學生能夠對藝術品作出回應和評鑑(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
發展自己㆒套藝術語言(艾斯納,1972;郭禎祥,1991)。 

 學生能夠在藝術的綜合學習，作跨學科的學習，獲得有意義的學習經歷、解

難及自學技巧(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 

    學生能夠透過專題研習獲得重組知識，自學技巧有組織㆞連結起來，亦可藉

此經驗，有組織㆞建構知識(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亦是發展九種共通能

力的不㆓法門。 

     學生能夠運用資訊科技，搜集資料，在無限的空間演繹出創意及經驗(藝術教育學

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提供自我實現的機會(陳朝平,黃壬來,1995)。   

    態度方面: 學生能夠在課堂外進行全方位學習，在實況㆗了解藝術與生活不同



層面，個㆟與社會甚至世界的關係(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以培養全㆟

㆟格(陳朝平,黃壬來,1995)，和在鑑賞㆗建立審美能力和價值觀(艾斯納,1969)。 

(3.4)評估 

 課程評估模式將採用形成性及總結性評估。當㆗會揉合考慮實況的不受目標

束縛的評估和過程評估(黃政傑，2000)。評估者為師生。評估範疇為學生創作，

美術知識和對個㆟、藝術與生活的關係之了解。並以觀察、創作集(以吉賽爾提

及的整體美、技巧、獨創性為評估準則)匯報、展示和同儕互評為評估課程的方

法(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01)。 

  

(4)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㆒直以來，藝術被社會所輕視，社會充斥著拜金主意。對㆟格道德卻充耳不聞。

教改的出現或多或少，是為此而產生。藝術教育在教育和教改㆖十分重要(王添強，

2002)。藝術教育有著不可思異的獨特功能，是其他科沒有的。藝術教育能培養學生善

於觀察世界，了解別㆟，愛好和平，明白個㆟權利及義務(郭禎祥,2002)。如學生在藝術

課程㆗學會以圖表學習，重新建立自己的視察語言，並轉移至各科的學習㆖，讓學習成

效大大提升，發掘學習的樂趣。藝術亦擔當治療心靈的角色。這是其他科所不能及的。

故希望社會能覺察到這科為全㆟教育的可貴，在課程改革㆖投放恰當的資源，放㆘偏

見。讓藝術教育為我們的㆘㆒代發放生命的動力與色彩。 



附頁附頁附頁附頁(㆒㆒㆒㆒) 

 
                          全年教學計劃 
 

視覺元素

(單元) 
創作

媒體 
週次 ㆓年級 ㆕年級 六年級 

線條 及
動勢 

繪畫 
設計 

1-3  麻繩拼貼 音樂腦震盪

線條畫 
線性圖案創作 

設計 

形狀 
形體 

雕塑 
素描 

4-6 #幾何圖形動手做 
雕塑 

*幾何圖形家

居設計雕塑 
光與形 
植物素描 

色彩和對

比 
繒畫 
美術

欣賞 

7-8 ㆔原色的子女-間色 
繒畫 

 

#冷暖色 
美術欣賞 

顏色與情感 
美術欣賞 

 

質感 版畫 9-13 拓印周遭質感 動物速寫 面譜紙糊製作 
空間 雕塑 

工藝 
14-18 剪紙        剪紙 紙浮雕 

均衡  
統㆒ 
節奏 
重複 

版畫 
設計 

21-23 印畫 海棉印 風爭設計 

線條 及
動勢 

雕塑 
 

 
24-26 

麻繩半立體圖形 麻繩立體圖

形 
#鐵線健兒 

形狀 
形體 

雕塑 
設計 

27-29 土娃娃 
雕塑 

紙板畫 禮物盒設計 

色彩和對

比 
繒畫 

 
30-32 ㆔原色的子女-間色 

繒畫 
冷暖色 
繒畫 

顏色與情感 
繒畫 

質感 雕塑 
繒畫 

33-35 手掌拓印 儲蓄箱紙糊

製作 
㆟物速寫 

空間 雕塑 
工藝 

36-39 相架        紙浮雕 廚窗設計 

均衡  
統㆒ 
節奏 
重複 

繪畫 
版畫 
設計 

40-42 ㆒群飛翔的鳥 禮物紙設計 風爭設計 

# 跨學科         *專題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