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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個字」的啟示



「十五」是目標

1.對能力稍遜學生， 要協助他們由填充發展為
單句，再發展為段落。 利用香港學生的強項

2.教師「直接傳授教學」以十五分鐘為限，所以
投映片盡量要少，講述要深入而生動。

3.學生討論約為十五分鐘，問題/ 指示要清楚。
引導問題

4.   學生報告/批判性對話每十五分鐘要轉換活動
形式，以提高集中能力， 增加互動性。

5.   開課首幾堂習慣最後十五分鐘作記錄，整理學
習記錄，從小培養良好習慣。學習記錄



利用香港學生的強項



利用香港學生的強項



利用香港學生的強項



利用香港學生的強項



引導問題

Guided Questions:

1. What is your name?

2. What is the meaning of your name? 

3. Who give you the name?

4. Do you like your name? Why?

5. Which kinds of lines are you going to use as the background 
graphic of your name?

6. Why do you choose this/ these kinds of lines? 

7. Can it represent your character?(such as : aggressive, gentle, 
strong, weak, stable, protective, shy, sad, happy imaginative or
having direction)



詞彙



引導問題
Guided Questions:

1. What is your name?

2. What is the meaning of your name? 

3. Who give you the name?

4. Do you like your name? Why?

5. Which kinds of lines are you going to use as 
the background graphic of your name?

6. Why do you choose this/ these kinds of lines? 

7. Can it represent your character?(such as : 
aggressive, gentle, strong, weak, stable, 
protective, shy, sad, happy imaginative or 
having direction)

•教師中心的教學模式改為學生中心
•教師是促進者、教練和輔助者

詞彙



教師角色﹕不斷有技巧地發問









分析

詮釋

描述

判斷

分析

分析



發展學生的

反思能力:

學習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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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學生的
反思能力:
學習記錄



發展學生的反思能力: 同學回饋



發展學生的反思能力: 同學回饋



發展學生的反思能力: 同學回饋



課程設計 –促進評賞、創作並重
的視覺藝術學習(教學進度 )



課程設計結合評賞和創作

藝術評賞

藝術創作



色彩理論 Colour Theory

色環 / 明度 / 彩度

Colour wheel / Hue / Value

 素描初階技巧

 Fundamental Drawing Skills

 線條運用/ 陰影運用

 Use of Lines / Shading

 創意思維方法

 Creative Visual Thinking

 腦震盪/ 視覺聯想

 Brain Storming / Visual Association

 設計元素 Design Elements

 線條 Lines
 面和虛、實形狀

 Positive & Negative shapes
 點 Dots
 體 Forms
 取代 Substitution
 對稱 Symmetry
 中、英文美術字體

Chinese & English
Typography

王羲之、宋徽宗書法 、曾灶財書法

中國剪紙

中國及非洲面譜

攝影蒙太奇(Photo Montage)

立體派繪畫

杜布菲(Jean Dubuffet) 及托尼·施塔德勒斯
(Toni Stadlers)的環境雕塑
古典藝術

中一级 評賞加創作

電腦名片設計



運用學生學習指引



運用學生學習指引



課內課外的學習



藝術活動的延續



學生的個人元素 –讓學生愛上作品集



作品集 –評賞和創作過程的佐証



１

利用作品集照顧個別差異，教師作適時回饋





互相評賞，建立批判對話模式



「人」的素質及共通能力
例﹕協作、溝通、創意、批判性思維、解決困難



正面鼓勵，
增加成功感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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