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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問卷調查 

 

本問卷旨在瞭解同學使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的情況，所得資料絕對保密，只作學

術研究用途，敬請放心，並詳實回答，謝謝！ 

香港浸會大學 

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2003年1月 
 
 

學生應用簡單的電腦繪圖軟件進行美術創作的問卷調查 

 

1.你家裏有電腦嗎？ □有 □沒有 

2.你每週使用電腦多少次？ □1-2次 □3-4次 □ 5次或以上 

3.你使用電腦進行什麼活動較多? □學習 □遊戲 □上網 

4.你從何時開始學電腦？ □幼稚園 □小一 □小二 

5.你曾經應用電腦軟件繒圖嗎? 

  如有，請寫出軟件名稱 

□有 

 

□沒有 

  (例如:小畫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  □ 校外導師 6.誰教你使用電腦軟件繒圖呢? 

□ 電腦科老師 □ 自學 

7.你喜歡上美術課嗎? □喜歡 □不喜歡 

  請寫出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你喜歡上電腦課嗎? □喜歡 □不喜歡 

  請寫出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你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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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班討論問題 

 

本問卷旨在瞭解同學使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的意見，所得資料絕對保密，只作學

術研究用途，敬請放心，並詳實回答，謝謝！ 

香港浸會大學 

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2003年1月 

學生應用簡單的電腦繪圖軟件進行美術創作的意見調查 

 

1. 你喜歡上這兩個單元應用電腦繪圖軟件上美術課嗎？為什麼？ 

2. 你比較喜歡用電腦軟件繪圖，還是喜歡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繪圖？為什麼？ 

3. 繪圖時，有甚麼是用電腦軟件可以做到，而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做不到的？

即是用電腦軟件繪圖有何優點？ 

4. 相反，繪圖時，有甚麼是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做到，而用電腦軟件做不到的？

即是用電腦軟件繪圖有何缺點／限制？ 

5. 你希望日後多用電腦軟件進行美術創作嗎？為什麼？ 

6. 你同意以下的說法嗎？請舉手表示。 

用電腦軟件繪圖的優點： 

☺ 清潔、乾淨； 

☺ 省時：不用取顏色、畫紙； 

☺ 環保：省顏色、省畫紙； 

☺ 可選擇的工具多； 

☺ 可選擇的顏色多； 

☺ 儲存及存放方便； 

☺ 可隨時供自己或別人欣賞； 

☺ 可隨時作修改，不怕畫錯； 

☺ 用電腦較開心和較有信心繪畫； 

用電腦軟件繪圖的缺點／限制： 

ð 家裏沒有電腦，不能在家中繪畫； 

ð 上課時間太短，未能完成創作； 

ð 不能即時看見自己的成果，必須老師列 

印出來，才可看到； 

ð 不懂運用某些工具和技巧，因為老師教 

授技巧不足夠； 

ð 不懂把作品儲存； 

ð 滑鼠很難控制； 

ð 不能做手工、剪貼、工藝等立體創作； 

7. 還有其他意見嗎？請提出。 

謝謝你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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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樣本學生小組訪談問題 

本訪談問題旨在瞭解同學使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的情況及意見，所得資料絕對保

密，只作學術研究用途，敬請放心，並詳實回答，謝謝！ 

香港浸會大學 

教育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2003年1月 

樣本學生小組訪談問題 

第一部分（實踐教學前訪談問題）： 

1. 你家裏有電腦嗎？有(你用電腦進行什麼活動較多？－學習／遊戲／上網) 

沒有（你平日透過什麼途徑接觸和應用電腦呢？ 

          －－－課外活動／電腦課／社區中心） 

2. 你認識一些電腦繪圖軟件或程式嗎？如「小畫家」之類…… 

3. 你曾經應用電腦上之附屬應用程式「小畫家」或其他電腦輔助軟件進行美術創

作嗎？ 

4. 你應用電腦軟件進行美術創作時，有何感覺？開心嗎？為什麼？ 

5. 遇到什麼困難？你如何解決? 

 

第二部分（實踐教學後訪談問題）： 

1. 經過這兩個單元的美術課──應用程式「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你對應用電

腦軟件繪圖的感覺怎樣？ 

2. 你喜歡用電腦繒圖嗎？為什麼？有什麼好處？即是繪圖時，有甚麼是用電腦軟

件可以做到，而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做不到的？ 

3. 你比較喜歡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嗎？還是喜歡用傳統的工具進行美術創作，為

什麼？ 

4. 用「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時，你最常／最喜歡用什麼工具？為什麼？ 

5. 用「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時，你遇到什麼困難？你如何解決？即是繪圖時，

有甚麼是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做到，而用電腦軟件做不到的？或者用電腦軟

件繪圖有何缺點／限制？ 

6. 日後，你希望多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嗎？為什麼？ 

謝謝你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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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課堂觀察量表 

觀察項目 佔總學生人數百分率 

使用簡單的電腦軟件繪圖時，學生能夠： 100% 75% 50% 25% 0% 

1.表現得有耐性      

2.專注於創作      

3.充滿喜悅      

4.充滿自信心      

5.積極參與創作活動      

6.運用老師教授的技巧進行創作      

7.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自己的意念      

8.欣賞自己的創作成果，對自己的作品表示滿意      

9.認真地欣賞同學的作品      

10.欣賞同學的作品後，並重新專注於自己的創作      

11.會運用欣賞時所發現的技巧進行創作      

12.採取積極的態度解決困難      

13.認真地完成美術作品      

14.在下課前完成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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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實驗教學前的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本問卷在實踐應用簡單電腦軟件進行美術創作前進行，目的旨在瞭解同學使用電

腦進行美術創作的情況。 

 

日期：2003年1月23日(星期四) 

時間：15分鐘 

地點：學校課室 

接受問卷調查的對象：一班二年級學生(全班30人) 

 

項目 全班的人數比例 樣本學生的人數比例 
有 沒有 有 沒有 1.家裏有沒有電腦 
20 10 4 2 

1-2次 3-4次 5次或以上 1-2次 3-4次 5次或以2.每週使用電腦次數 
7 6 7 1 2 1 

學習 遊戲 上網 學習 遊戲 上網 3.較多使用電腦進行的活動 
1 15 4 2 2 2 

幼稚園 小一 小二 幼稚園 小一 小二 4.開始學電腦的年級 
19 7 4 2 2 2 

有 沒有 有 沒有 5.曾否應用電腦軟件繒圖 
18 12 3 3 

家長 電腦科老師 校外導師 自學 家長 電腦科老師 校外導師 自學 6.使用電腦軟件繒圖的教授者 
8 2 0 8 1 1 0 4 

喜歡 不喜歡 喜歡 不喜歡 7.是否喜歡上美術課 
29 1 6 0 

喜歡 不喜歡 喜歡 不喜歡 8.是否喜歡上電腦課 
24 6 6 0 

 

補充資料: 

調查結果顯示，全班只有1人不喜歡上美術課，因為感到很悶；其餘29人都表

示喜歡上美術課，13人表示喜歡畫畫，4人表示喜歡做手工，另外12人表示好玩。

24人喜歡上電腦課，16人表示可以玩遊戲，5人表示可以多學知識，3人表示對電

腦有興趣；另外6人不喜歡上電腦課，因為1人表示自己已懂，2人表示上課時間太

少，3人表示不好玩。 

 

調查結果顯示，六名取樣學生中，家裏沒有電腦的兩名樣本學生表示間中會

在親戚家裏使用電腦。 

 

六名取樣學生中，曾應用與未曾應用電腦軟件進行繒圖的各佔一半。其中4人

是自學，1人是家長教，另1人是電腦科老師教。他們六人都表示喜歡上美術課和

電腦課：4人表示喜歡畫畫，2人表示畫畫好玩；3人表示可以學多一些知識，另外

3人表示玩電腦既開心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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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圖表分析 

 

 

圖一　喜歡美術課及電腦課的學生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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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開始學習電腦的年級及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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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圖表分析 

 

 

 

圖三　家裏擁有電腦的學生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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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曾應用電腦繪圖的學生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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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實驗教學前的樣本學生小組訪談記錄 
 

  本訪談在實踐應用簡單電腦軟件進行美術創作前進行，目的旨在瞭解學生使

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的知識、能力、感受和所面對的困難。 

 

日期：2003年1月24日(星期五) 

時間：30分鐘 

地點：學校課室 

人物：研究員及以Ａ、Ｂ、Ｃ、Ｄ、Ｅ、Ｆ代表六名取樣學生 

 

訪談內容 

研究員：你們家裏有電腦嗎？ 

學生：Ｃ、Ｄ、Ｅ、Ｆ說有；Ａ、Ｂ說沒有。 

 

 

研究員：有電腦的同學，你們用電腦進行什麼活動較多？ 

學生：Ｄ、Ｆ會上網學習和玩遊戲；其餘四人只會用來玩遊戲。 

 

 

研究員：沒有電腦的同學，你們平日透過什麼途徑接觸和應用電腦呢？ 

學生：Ａ、Ｂ說在親戚家裏接觸和應用電腦； 

學生：Ｅ表示曾用過學校圖書館的電腦。 

 

 

研究員：你們認識一些電腦繪圖軟件或程式嗎？ 

學生：（Ａ、Ｂ、Ｃ、Ｄ、Ｅ、Ｆ都搖頭表示不認識。） 

 

 

研究員：你們有沒有購買一些玩存的電腦繪圖軟件或程式進行繪圖？ 

學生：（Ａ、Ｂ、Ｃ、Ｄ、Ｅ、Ｆ都搖頭表示沒有。） 

 

 

研究員：你們曾經應用電腦上之附屬應用程式「小畫家」或其他電腦輔助軟件進 

行美術創作嗎？ 

學生：Ａ、Ｂ、Ｃ、Ｄ、Ｅ、Ｆ都說曾經用過「小畫家」繒畫。 

 

 

研究員：你們應用電腦軟件「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時，有何感覺？開心嗎？ 

為什麼？ 

學生Ａ：好開心！因為可以畫自己喜歡畫的東西。 

學生Ｂ：好開心！因為電腦畫的線條可以隨意拉扯改變形狀，但平日用粉彩畫在 

畫紙上的線條就不可以隨意拉扯改變形狀。 

學生Ｃ：開心！因為用電腦畫的圖畫可以儲存起來；顏色的選擇比平日用的油粉 

彩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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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Ｄ：好開心！ 

學生Ｅ：開心！因為我最喜歡畫畫，用普通畫紙畫錯了不能改，但用小畫家較方 

便，又可以用擦膠擦掉重新再畫，而且工具使用好方便。 

學生Ｆ：開心！用電腦畫的圖畫可以列印出來，又可以儲存，使用很方便，亦不 

會弄髒雙手。 

 

 

研究員：你們應用電腦軟件「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時，遇到什麼困難？ 

學生Ａ：滑鼠很難控制，用「鉛筆」時，經常振動，好難控制。 

學生Ｂ：好唔方便，滑鼠很難控制，但仍然喜歡用它來畫畫。 

學生Ｃ：有時會不小心用「擦膠」擦掉需要的東西，同一畫面有時易錯選相同的 

顏色。 

學生Ｄ：「鉛筆」好難控制。 

學生Ｅ：要不斷按住滑鼠來畫畫，手很累；而且用滑鼠很容易選錯顏色。 

學生Ｆ：用滑鼠控制「鉛筆」時，經常振動，好難畫。 

 

 

研究員：你們喜歡用電腦程式「小畫家」繪畫嗎？ 

學生：Ａ、Ｃ、Ｄ、Ｅ、Ｆ都舉手表示喜歡；Ｂ表示不喜歡。 

 

 

研究員：謝謝你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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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應用電腦軟件進行美術創作的單元教學設計  

 單元一 單元二 

創作範疇 繪畫 設計 

主題 親親大自然 我的花紙 

教學目的 學習運用不同的顏色和形狀繪畫

大自然的景物和人物。 

學習重複和統一等組織原理。 

學習重點 1. 運用鉛筆、噴筆和幾何圖形

等工具繪畫大自然的景物和

人物； 

2. 運用配合自然的景物和人物

的色彩。 

1. 運用鉛筆、噴筆和幾何圖形

等工具設計基本圖案； 

2. 運用剪下、複製和貼上等功

能設計獨一無二的花紙； 

3. 安排和組織重複的圖案，成

為構圖統一的花紙。 

實踐教學日期 25/1/2003(六) 10/2/2003(一) 

實踐教學地點 電腦室(303室) 電腦室(G08室) 

實踐教學時間 １小時 

學生人數 30人 

15分鐘 教師示範如何開啟小畫家的應用

程式;及示範運用鉛筆、噴筆、幾

何圖形等工具的繪畫大自然景物

的技巧和選色須注意的地方。 

教師示範運用鉛筆、噴筆和幾何

圖形等工具設計基本圖案的技

巧；再運用剪下、複製和貼上等

功能設計花紙。 

20分鐘 學生自由創作 

3分鐘 欣賞同學的作品 

15分鐘 學生自由創作 

3分鐘 欣賞同學的作品 

4分鐘 教師教授學生把作品儲存在電腦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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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實驗教學課堂觀察及反思日誌一 

 

單元一：繒畫親親大自然(課堂觀察結果)     日期：25/01/2003 

觀察項目 佔總學生人數的百分率 

使用簡單的電腦軟件繪圖時，學生能夠： 100% 75% 50% 25% 0% 

1.表現得有耐性  b    

2.專注於創作  b    

3.充滿喜悅    b  

4.充滿自信心    b  

5.積極參與創作活動  b    

6.運用老師教授的技巧進行創作   b   

7.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自己的意念   b   

8.欣賞自己的創作成果，對自己的作品表示滿意   b   

9.認真地欣賞同學的作品  b    

10.欣賞同學的作品後，並重新專注於自己的創作  b    

11.會運用欣賞時所發現的技巧進行創作    b  

12.採取積極的態度解決困難   b   

13.認真地完成美術作品  b    

14.在下課前完成習作   b   

 
 
反思項目： 
1. 教師的教學表現 
  教師的教學表現不理想：缺乏用電腦繪圖的知識和能力；未能瞭解學生操作

電腦的知識和技能的差異，一開始只簡單介紹了工具箱上各繪圖工具的名稱和用

途，但卻沒有清楚講解和示範各工具的使用步驟；亦沒有準備範作讓學生欣賞和

參考；需參考更多有關用電腦繪圖的資料及電腦科的教科書，以修訂單元二的教

學步驟及內容。 
 
改善建議：單元二，教師必須預備範作讓學生欣賞和參考；教學步驟要有條理

和分部驟教授和指導學生完成；清楚講解和示範設計基本圖像的技巧，及示範剪

下、複製和貼上等技巧和步驟； 
如繪畫線條的步驟： 
ð 先按鉛筆工具按鈕； 
ð 然後選擇顏色； 
ð 開始繪畫。 
 
如繪畫幾何圖形的步驟： 
ð 先按幾何圖形工具按鈕； 
ð 然後選擇顏色； 
ð 把指標移到畫紙上，按著滑鼠在開始點拖放至完結點便可繪畫出 

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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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 按填色三具，選色，把滑鼠移動到圖形中左按滑鼠，圖形便填滿 
顏色。 

 
2. 學生的學習表現 
  學生用電腦，表現得認真和用心畫畫；畫面色彩豐富；有自信心；肯放膽繪

畫，不怕畫錯，因為電腦可以隨時更改或重新再畫；不用花時間準備和收拾用具；

沒有清潔的問題，工具使用方便；省時：不用收發畫紙及工具；不用佔大量空間

展示，便可以隨時欣賞同學的作品；比平日認真專心和安靜；有興趣和有動機創

作；富創意，能夠用老師沒有教授的技巧繪圖，如用幾何圖形拼砌出大自然的景

物，有明暗深淺層次；運用老師教授的技巧進行創作和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

自己的意念的學生各佔一半；大部分學生進行創作時都很專注和用心。 
 
3. 學生完成創作的情況 
  極少學生能在課堂完結前完成作品；七成以上學生未能完成習作，原來大部

分學生是第一次用電腦繪畫；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能繪畫出較為完整的作品；

只有幾個學生懂畫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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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實驗教學課堂觀察及反思日誌二 

 

單元二：設計我的花紙(課堂觀察結果)     日期：10/2/2003 

觀察項目 佔總學生人數的百分率 

使用簡單的電腦軟件繪圖時，學生能夠： 100% 75% 50% 25% 0% 

1.表現得有耐性  b    

2.專注於創作 b     

3.充滿喜悅   b   

4.充滿自信心   b   

5.積極參與創作活動  b    

6.運用老師教授的技巧進行創作  b    

7.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自己的意念    b  

8.欣賞自己的創作成果，對自己的作品表示滿意  b    

9.認真地欣賞同學的作品  b    

10.欣賞同學的作品後，並重新專注於自己的創作  b    

11.會運用欣賞時所發現的技巧進行創作    b  

12.採取積極的態度解決困難   b   

13.認真地完成美術作品  b    

14.在下課前完成習作  b    

 
 
反思項目： 
1. 教師的教學表現 
表現優良的地方 有待改善的地方 
比上單元一清楚示範各工具的使用技

巧；教師需不斷巡視和協助學生解決疑

問，這節學生舉手求助的次數明顯比上

一次多，可能是因為剪下、複製和貼上

的步驟和技巧較上一節的複習。 

此電腦室的設計不便於進行課堂攝錄，

因此沒有攝錄學生進行創作的情況； 
控制時間方面較差，只有 30分鐘讓學生
進行創作；因而沒有時間讓學生互相觀

摩欣賞。 

 
2. 學生的學習表現 
表現優良的地方 有待改善的地方 
這一節，學生進行創作的時間只有 30分
鐘，但有七成以上的學生仍舊能夠專

注、有耐性、積極、認真地完成美術作

品，並能在下課前完成習作。 

有半數學生採取積極的態度，自行解決

困難；但這節學生舉手求助的次數明顯

比上一次多，可能是因為剪下複製和貼

上的步驟和技巧較上一節的複習。 

 
3. 學生完成創作的情況 
  較單元一理想：七成學生會運用老師教授的技巧進行創作；有少數學生較富

創造力，會嘗試運用不同的技巧表達自己的意念；七成以上學生能在課堂完結前

完成作品，只有極少數學生未能在課堂完結前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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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實驗教學後的樣本學生小組訪談記錄 
 

本訪談在實踐三個單元應用簡單電腦軟件進行美術創作後進行，目的旨在

瞭解學生對使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的感受。 

 

日期：2003年2月24日(星期一) 

時間：30分鐘 

地點：學校課室 

人物：研究員及以Ａ、Ｂ、Ｃ、Ｄ、Ｅ、Ｆ代表六名取樣學生 

 

 

訪談內容 

 

研究員：經過這三個單元的美術課──應用程式「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你們 

對應用電腦軟件繪圖的感覺怎樣？ 

學生Ａ：畫圖畫很方便。 

學生Ｂ：好開心，電腦畫的線條可以隨意拉扯改變形狀，但平日用粉彩畫在畫紙 

上的線條就不可以。電腦還可以畫出好多張好靚的圖畫。 

學生Ｃ：好開心，好玩。 

學生Ｄ：好開心，因為色彩好靚。 

學生Ｅ：用電腦畫畫很容易。 

學生Ｆ：可以一次過畫很多幅圖畫。 

 

 

研究員：你們喜歡用電腦繒圖嗎？為什麼？有什麼好處？即是繪圖時，有甚麼是 

用電腦軟件可以做到，而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做不到的？ 

學生Ａ：喜歡，因為電腦上的顏色和工具使用很方便，不用取顏色和墊底紙。 

學生Ｂ：不喜歡，因為電腦很難控制。 

學生Ｃ：喜歡，因為用電腦畫畫不用浪費圖畫紙。用電腦畫的圖畫又可以儲存起 

來，而且顏色的選擇比平日用的油粉彩多很多。 

學生Ｄ：喜歡，用電腦畫直線和畫幾何圖形又快又好，不需用尺；可以把圖畫列 

印出來。 

學生Ｅ：喜歡，用電腦畫錯了可以擦掉再畫，但用普通顏色和圖畫紙就不能，而 

且電腦上的繪畫工具使用很方便。 

學生Ｆ：喜歡，用電腦的‘倒彩’工具，可以很快填滿大片色彩，很省時。 

 

 

研究員：你們比較喜歡用電腦，還是用傳統工具進行美術創作，為什麼？ 

學生Ａ：用傳統工具，因為可以隨心所慾，畫任何圖案形狀都可以。 

學生Ｂ：用傳統工具，自己喜歡畫什麼就畫什麼，好開心；但用電腦畫畫，因為 

不熟悉使用電腦上某些工具的技巧，經常畫錯，要重新再畫，很花時間。 

學生Ｃ：用傳統工具，可以混合出很多色彩。 

學生Ｄ：用電腦，因為色彩好靚，有很多色彩和工具可以選擇，畫什麼都可以， 

而且畫得又快又好，又可以儲存和列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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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Ｅ：用傳統工具。 

學生Ｆ：用傳統工具，可以做手工勞作，用電腦不能做手工。 

 

 

研究員：用「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時，你們最常／最喜歡用什麼工具？為什麼？ 

學生Ａ：噴筆，因為效果好靚。 

學生Ｂ：倒油，因為可以很快填滿大片色彩。 

學生Ｃ：油掃，因為容易用。 

學生Ｄ：多種工具，可以嘗試不同的效果。 

學生Ｅ：幾何圖形，因為用電腦畫得又快又好。 

學生Ｆ：倒油，填色又快又靚。 

 

 

研究員：用「小畫家」進行美術創作時，你們遇到什麼困難？你們如何解決？即 

是繪圖時，有甚麼是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做到，而用電腦軟件做不到 

的？或者用電腦軟件繪圖有何缺點／限制？ 

學生Ａ：有些色彩，電腦上沒有；遇到困難會問老師和改用自己熟悉的工具。 

學生Ｂ：用電腦經常畫錯，要重新再畫，很花時間。 

學生Ｃ：鉛筆難控制，休息後再試，或改用其他工具。 

學生Ｄ：（保持沈默。） 

學生Ｅ：用滑鼠控制「鉛筆」時，經常振動，好難畫。用電腦畫畫，手要不斷按 

住滑鼠，會感到很累，所以有時要休息一會兒再畫。 

學生Ｆ：用電腦繪畫好悶，因為不可以做手工勞作。 

 

 

研究員：日後上美術課，你們希望多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嗎？為什麼？ 

學生Ａ、Ｂ、Ｃ、Ｄ、Ｅ、Ｆ都表示好，但仍然要做手工勞作。 

 

 

研究員：謝謝你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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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實驗教學後的全班討論記錄 
 

日期：2003年2月27日(星期四) 

時間：45分鐘 

地點：學校課室 

接受問卷調查的對象：一班二年級學生(全班30人) 

 

1. 你喜歡上這三個單元應用電腦繪圖軟件上美術課嗎? 

請舉手表示。 

29人喜歡  1人不喜歡 

 

不喜歡的原因是:滑鼠很難控制,不會用某些工具,又不懂儲存。 

2.你較喜歡用電腦軟件繪圖? 21人喜歡 

 

原因是:畫直線和幾何圖形較容易,不需要用尺;可以儲存起來,又可以列印 

出來;可以一次過複製多個相同的圖案,不用花時間,又未必畫到一樣的圖 

案;畫得又快又好,用油粉彩填顏色會很累;畫畫很方便,不用取顏色和圖畫 

紙便可以畫畫;畫錯了可以擦掉重新再畫;較環保,不用浪費顏色和圖畫紙; 

有很多工具和顏色可以選擇。 

3.你較喜歡用傳統的工具(油粉彩)繪圖嗎? 9人喜歡 

 

原因是:用電腦不可以摺紙和做手工,用油粉彩可以混合出很美麗的顏色, 

電腦上的工具很難控制;用顏色畫紙可以即時看到自己畫得好不好,用電腦 

要等老師列印出來才可以看到。 

4.你希望日後的美術課多用電腦軟件進行美術創作嗎? 

30人都表示同意,但強調不要所有美術堂都用電腦繪畫,因為會好悶,一定 

要有時間做手工勞作。 

5.用簡單電腦繪圖軟件的優點和缺點/限制 

用電腦繪圖的優點 用電腦繪圖的的缺點/限制 

全班學生都同意用電腦繪圖有以下

的優點: 

☺ 很清潔,不用弄髒雙手和衣物; 
☺ 填色又快又好,省時; 
☺ 環保,省油粉彩和圖畫紙; 
☺ 可供選擇的工具和顏色多; 
☺ 可隨時作修改，不怕畫錯； 
☺ 存放方便,可隨時供自己同學或
別人欣賞。 

 

全班學生都同意用電腦繪圖有以下的缺點

/限制: 

K 不能做手工勞作剪紙摺紙立體創作等
等; 

K 上課時間太少,電腦壞了便不能畫; 
K 不能即時看到自己繪畫的成果,必須
要老師列印出來才可以看見; 

K 不懂運用某些工具,因為老師講解時
間太短。 

 

其他意見： 

過半數學生表示用電腦繪畫較開心

和有信心畫,不怕畫錯,因為錯了可

以改。 

其他意見： 

兩人表示家裏沒有電腦,只可以在學校畫,

學校又無時間;一人表示不懂儲存檔案;過

半班學生表示滑鼠並不難控制,少部份家

裏沒有電腦的學生表示控制滑鼠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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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樣本學生應用電腦繪圖的作品 

 
單元一 親親大自然（繪畫） 

 
 

學生 A 學生 C 學生 F 
 
單元二 我的花紙（設計） 

  
 

學生 A 學生 B 學生 C 
 

 
 
 

學生 D 學生 E 學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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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樣本學生運用傳統工具繪畫的作品 

 
 
單元一 親親大自然（繪畫） 

   
學生 A 學生 B 學生 C 

 

   
學生 D 學生 E 學生 F 

 
單元二 我的花紙（設計） 

   
學生 A 學生 B 學生 C 

 

 

 
 

(已遺失) 

 
學生 D 學生 E 學生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