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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視覺藝術科  
 

目標 評估 全年成果/跟進工作 

優化本科正

規及非正規

課程，提升

學生在視覺

藝術科的創

意及作品的

表現力。 

- 透過教師觀察，檢視學

生使用視藝用具的基

本功 

 小一至小三：剪貼

及粉彩平塗的正確

技巧 

 小四至小六：運用

廣告彩及素描等技

巧 

- 全年成果：學期初，各班均進行基本功教學，本年三至

六年級更統一以「班牌設計」為主題，有效營造班風；

透過問卷調查，75.6%教師及 66.8%學生認同於學期初

重點教授基本功，對日後創作時非常有幫助；而 23.5%

教師及 30.5%學生認同於學期初重點教授基本功，對日

後創作時有一點幫助。 

- 跟進工作：本科教師會繼續透過不同主題鞏固學生使用

不同視藝用具的技巧。來年度學期初科任亦會繼續留意

學生使用不同用具的情況，以跟進學生的學習難點。 

- 透過不同的課堂活

動，加強學生評賞能力 

 教授中外古今美術

知識 

 每一主題完成後，

教師運用視覺語言

與學生進行評賞活

動 

 於課堂中引入不同

的評估方法 

- 全年成果：於教學計劃及資源當中，各級均能按不同的

教學主題加入古今中外美術知識，以豐富教學內容。另

外，面授課堂期間，教師於每個創作主題的中期及後

期，會因應學生的作品表現進行口頭評賞活動；而各級

的重點創作(如電子學習、中國藝術作品等)更會進行紙

筆評估。此外，同學於特別假期中上載 Google Classroom

的作品，也加入了教師評語，以讓學生更清楚不同作品

的表現。 

- 跟進工作：來年會繼續進行不同的評估活動，以讓學生

對自己的作品表現有更全面的理解。 

- 透過深化「創作歷程

冊」的運用，培養學生

記錄創作過程的習慣 

- 全年成果：根據教師觀察，大部分學生已有使用「創作

歷程冊」紀錄創作歷程冊的習慣。然而，因疫情影響及

課時緊迫，本年未能每一主題也要求學生進行資料搜集

及試作。 

- 跟進工作：來年會沿用「創作歷程冊」，老師繼續指導

及鼓勵學生以「創作歷程冊」進行不同創作前的探索活

動。 

-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

動，提升學生在視覺藝

術科的創意及作品的

表現力 

 GREEN STEM創作

活動 

 中國文化/藝術創作

活動 

- 全年成果：根據教學計劃，各級均最少加入了一次以

GREEN STEM 為主題的創作活動，而三年級至五年

級，更配合課程與各科進行跨學科專題研習。另外，根

據教學計劃，各級均最少加入了一次以中國文化/藝術

元素的創作活動。而因應本年疫情發展，為配合中國十

二生肖，本科更於特別假期中由老師設計與虎年有關的

教學活動，以讓學生在家自學。 

- 跟進工作：來年本科各級均會繼續設計以「GREEN 

STEM」為主題的創作活動，以配合本校實踐「可持續

發展生活」的關注事項。此外，來年各級均會以單元式

設計以「中國文化/藝術元素」為主題的創作活動，以

配合本校「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

課程需要。 

- 透過優化電子學習資

源，提升學生在視覺藝

術科的創意及作品的

表現力。 

 優化 1-6 年級利用

電子學習資源 

- 全年成果：本學年各級透過應用程式「鉛筆畫」為主軸

進行學習，教授及鞏固學生的素描技巧。另外，各級亦

因應不同的創作主題，於課堂中進行電子學習(例如

Nearpod, Viola, Pixal Art, Google Art and Culture 等)。 

- 跟進工作：來年繼續保留合適的應用程式及物色更多與

本科有關的應用程式或軟件，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創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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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評估 全年成果/跟進工作 

優化本科正規及

非正規課程，提

升學生在視覺藝

術科的創意及作

品的表現力。(續) 

- 透過不同的跨學科

活動，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 

- 全年成果：本年分別與中文科及音樂科進行跨學科活

動。與中文科(六年級)合作的水墨絹扇已於各課室陳

展；與音樂課(一、二年級)合作的木搖鈴及手搖鼓已

於音樂課堂演奏；與音樂科合作(三年級)中國傳統樂

器於 Google Classroom 內進行壁報展。而因疫情影響

課時改動，四年級的創作未能適時完成創作於音樂堂

演出。 

- 跟進工作：來年繼續優化及進行相關學習主題，並嘗

試增加與其他學科/年級進行跨學科創作的機會，以

讓學生在特定主題的學習經歷更為豐富。 

- 透過圖書展覽，舉行

視藝圖書陳展週 

- 網上視藝圖書推介 

- 全年成果：本年因疫情影響，而未能與圖書館合作舉

辦視藝圖書陳展週，而改於部分年級的圖書課向學生

介紹與美術有關的書藉。另外，本科將於 7 月初透過

「香港閱讀城」e 悅讀計劃，於 Google Classroom 內

向學生介紹不同的網上視藝圖書(各級 2 本)，以讓學

生試後及暑假閱讀及自學。 

- 跟進工作：來年如情況許可，會繼續進行校內視藝圖

書展覽；此外，也會嘗試於不同長假期向學生推介不

同的電子圖書，讓學生閱讀及自學。 

- 於多元智能課(固定

組及循環組)設立視

藝活動小組 

- 全年成果：本年能於多元智能課設立視藝活動小組，

包括視藝精英培訓班、實用摺紙學、動畫幻影小舞

台、剪紙大師等多個視藝活動小組。 

- 跟進工作：來年將繼續安排不同校內視藝小組，以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 紀錄各班本科資優

學生，優先提供不同

的本科學習活動的

機會 

- 挑選本科資優學生

參觀社區視藝展覽/

藝術館或參與大型

藝術活動。(當中包

括中國藝術主 題) 

- 全年成果：本科每年均會於學期末紀錄及整理各班表

現優異的學生名單，供來年各班任教老師存檔及安排

參加不同視藝比賽及活動之用，本年亦多次安排各班

優異生參加繪畫及填色比賽，當中亦獲得獎項。另

外，本年安排了本科資優生進行校外壁畫創作活動，

亦與西洋畫班老師合作，共同推薦及指導本科有潛質

或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外大型視藝比賽及美術等

級考試等。此外，也多次透個 Google Classroom 向全

校發放校外視藝比賽資料，鼓勵學生自行報名參加。 

- 跟進工作：來年將繼續安排本科資優學生參與不同的

校外比賽及活動，以豐富其學習經歷及肯定其成就。

此外，也會不定期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不同比

賽的資料，鼓勵學生自行參加。 

透過不同形式的

電子教學培訓

及，提升教師運用

電子教學的能力。 

- 提供渠道鼓勵教師

積極參加與電子教

學有關的講座或工

作坊 

- 全年成果：因應本年的「電子學習」的關注事項，校

方多次提供不同的電子學習工作坊或講座供全體老

師參加。而根據統計，本年約只有 30%老師曾參加

相關的校外工作坊，未達到本年 50%的目標。 

- 跟進工作：由於疫情反覆，與電子教學有關的校外講

座或工作坊主要為教育局舉辦，較以往可參加的講座

或工作坊少。如來年坊間有相關的電子教學講座及工

作坊，會繼續積極鼓勵本科老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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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評估 全年成果/跟進工作 

透過不同形式的電

子教學培訓及，提升

教師運用電子教學

的能力。(續) 

- 於校內舉辦與本科有

關的電子教學講座或

工作坊 

- 全年成果：於本科會議中已三次分享與本科有

關的應用程式及使用情況，包括 Nearpod、Pencil 

Sketch Photo Editor、Google AR 及 Whatspp 

Stickers 等。本年 7 月，校方安排視藝科 4 位重

點電子教學教師參與校內 3D 打印機及

TinkerCAD 設計軟件工作坊。 

- 跟進工作：來年 4 位教師會將 3D 打印機及

TinkerCAD 設計軟件工作坊所學與本科老師分

享；本科會繼續鼓勵教師於會議內分享不同的

電子教學資源。 

- 教師於會議中分享參

與電子教學有關的講

座或工作坊內容 

- 全年成果：於本會議中，本科教師未有於本科

會議中分享參與電子教學有關的講座或工作坊

內容，而改以分享與本科有關的應用程式及使

用情況，包括 Nearpod、Pencil Sketch Photo 

Editor、Google AR 及 Whatspp Stickers 等，以

讓老師更熟悉適合本科使用的軟件。 

- 跟進工作：來年會繼續安排於會議中分享與電

子教學有關的應用程式。如有教師參與相關講

座或工作坊，也會安排於會議內分享。 

- 教師能運用多元化的

電子教學工具進行教

學。 

- 全年成果：根據問卷調查，本科平均每位老師

曾用  5 個不同的電子教學工具(包括簡報、網

頁、短片、應用程式、Google Classroom 等)進

行不同主題教學，增加學習趣味及啟發學生的

創意。 

- 跟進工作：來年會繼續深化原有的電子教學工

具，並尋求更多電子教學工具以豐富教學內容。 

- 把有關主題的資源 存

放於「網上自學室」或

「學科天地」，讓學生

自學。 

- 全年成果：透過檢視網頁，各級已將與教學主

題有關的資源上載於「網上自學室」中；本年

各級也能就不同的主題，按需要於 Google 

Classroom 內(取代學科天地)發放不同的教學資

源，供學生自學。 

- 跟進工作：來年會繼續於 Google Classroom 內

向學生發放更多自學資訊。教師也會於學期初

及中期的課堂中向學生介紹不同的自學資源，

讓學生自學。 

- 各級科任能利用學習

應用程式(apps)設計教

學活動 

- 全年成果：根據教學進度及問卷調查，各級已

指導學生利用應用程式「鉛筆畫」進行素描學

習。此外，部分級別也因應主題需要使用其他

應用程式(如開心塗鴉、Nearpod、Viola 等)以豐

富教學內容。 

- 跟進工作：來時會物色更多可配合主題的學習

應用程式，以豐富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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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評估 全年成果/跟進工作 

透過不同的視藝創

作及活動，培養學

生「愛‧堅毅」的態

度。 

- 能於各級加入與「愛‧

堅毅」 有關的學習主

題進行創作 

- 全年成果：本年本科以「仁愛‧堅毅不倒翁」作

為全校比賽主題；而根據教學進度，各級也加入

了以「愛‧堅毅」為主題的創作活動，而六年級

也以「點點心意」(愛)作為畢業壁報展的主題。 

- 跟進工作：來年會繼續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進行

不同的視藝創作及活動，建立學生正向的人生

觀。 

- 加入「生生互評」活

動，指導學生以正面及

積極的語句(口頭或書

面)鼓勵同學互相欣賞

作品 

- 全年成果：本年各級也進行了兩次「生生互評」

活動，各學生也能就同學的創作，以書面作正面

的評價及鼓勵。 

- 跟進工作：來年會於不同主題繼續進行，以讓學

生能互相欣賞作品及鼓勵。 

- 設立「鐘聲視藝廊」，

鼓勵學生欣賞不同班

別及年級的作品 

- 全年成果：由於疫情影響，學生全年沒有機會於

A 操場小息欣賞作品，因此本年沒有設「鐘聲視

藝廊」展區，學生作品主要上載於學校網頁「學

生作品」內。另外，本年各班改以 Google 

Classroom 內作班本小展覽，以讓學生更多展示

作品的機會。另外，本年「港鐵社區畫廊」因疫

情停辦，學生作品暫未機會於社區展示。 

- 跟進工作：來年如情況許可，會繼續於校內設立

「鐘聲視藝廊」，並積極利用社區資源展示學生

的成果。如疫情持續，會繼續於學校網頁及

Google Classroom 內展示學生作品。 

- 各級能於學校網頁定

期展示不同班別的作

品 

- 全年成果：各級均於本科網頁上展示學生佳作，

並與學生共同評賞不同班別的佳作。作品更可作

來年不同主題教學的參考。 

- 跟進工作：來年會繼續推行相關活動，以增加同

學評賞不同班別及不同年級作品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