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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 為焦點的 STEAM 教學



序
STEAM 教學的初試啼聲

《以 A 為焦點的 STEAM 教學》這個名稱從 STEAM 課程設計角度似乎有點矛盾，
因為大家都知道 STEAM 教育的重點是強調學科綜合，以增強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
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5，第6段  ) 。

仍然採用《以 A 為焦點的 STEAM 教學》作為書名，是因為部分學術界和政府已經
意識以A為基礎的STEAM教學較STEM教學容易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有創意地參
與跨學科的探究活動 ( Sousa 和 Pilecki，2013；黃素蘭，2017 )；因此，在提倡 
STEM 教育氛圍下的香港，編者嘗試引導香港教育大學的學生探討 A 在 STEM 教
育的角色。

本書組織了15位香港教育大學來自四個學系的學生，分為5個小組研習如何為中小
學生提供 STEAM 教學方案。由於大部分學生主修視覺藝術，第一次接觸 STEAM 
教育概念，自然地以A為焦點進行單元課程設計。五個課題和學科綜合的情況如
下：

課題 適用年級 學科綜合

1. 小三、小四 A + M

2. 轉轉對稱標誌 小五、小六 A + T + M

3. 動物影子會 小六、中一 A + S

4. 拼出小社區 中二、中三 A + T

5. 創角色 ‧ 造動畫 中三、中四 A + T + M

綜合課程的定義和取向有多種。如果從傳統的學科綜合而言，以上課題都屬於科際
綜合取向 (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 )，即以學科知識和技能主導教學設計，保
留各學科的專業學習範疇。

在 STEAM 課程改革初期，科際綜合形式的 STEAM 教學較容易讓老師們接受，因
為只需從自己熟識的學科跨出一步，嘗試引入其他學科元素，既可豐富自己的知識
面，又可回應 STEAM 課程改革的要求，例如：第一課的蒙德里安的拼圖和第三課
的動物影子會，就分別以視覺藝術科綜合數學科或常識科。應用電腦科技進行藝術
創作是當代的大趨勢，坊間有很多免費應用軟件方便大家下載使用，例如：第二課
的旋轉對稱便運用 SketchBook 軟件進行旋轉對稱的創作，對高小學生而言感到非
常新奇與神奇，學習動機自然提高不少。

至於第四課的拼出小社區和第五課的創角色‧造動畫都應用了 Photopea 軟件分別引
導學生重組聯想的景象和繪畫角色與情景。由於第五組有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系的同
學參與，自然亦加入了簡單和普及度較高的 Scratch 編程，讓主修視覺藝術的組員
跳出以 Stop Motion 或 Animation Desk 等軟件的應用，改用 Scratch 編程來設計
這一課的動畫教學。對未曾接觸編程的老師而言可能會望而卻步，但既然編程被視
為廿一世紀不可或缺的學習重點，美國和以色列等國家已經納入 K-12 的課程中，
我們要相信香港的中小學生也有能力理解和掌握編程的邏輯思維，從而做出不同的
創作效果。只要老師們能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教學相長自然會發生。

在教學策略方面，《以 A 為焦點的 STEAM 教學》不止於「動手做」的原則。我們
通過「想一想」、「評一評」和「賞一賞」等活動，引導學生以眼睛去觀察、思考
和判斷，再通過「動一動」和創作活動指引，培養學生從「動手做」中建構知識、
技能和解難等能力，以發展創意思維。當然，「創作活動」是 A 不可少的學習範
疇，各個課題都盡量提供既明確又開放的評估準則供教師和學生參考。

《以 A 為焦點的 STEAM 教學》提供了教學簡報、示範影片和工作紙供老師參考或
選用。在翻轉教室的預習理念下，建議老師在課前為學生提供應用電腦科技進行創
作的示範影片，將有助學生在上課時更容易掌握電腦軟件的功能和操作方法，老師
便可以聚焦於創意思維和解難活動的引導了。

在科技發展迅速和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下，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與教已經成為常態。
《蒙德里安的拼圖》就獲得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及黃敏婷科主任的支
持，為我們安排一班小二學生試行網課。在疫情稍為好轉下，黃老師更安排我們在
五年級實施《轉轉對稱標誌》，我們在此向高校長及黃老師表示謝意。此外，亦要
多謝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的張校長及伍展鴻科主任提供《拼出小社區》的試教機
會，讓香港教育大學的準老師有機會作出教學設計的修訂。

黃素蘭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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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量度長度的標準單位 ( 數學 - M )  
3. 單位的轉換 ( 數學 - M )  
4. 創作蒙特里安的拼圖 ( 視覺藝術 - A )

鳴謝：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黃敏婷老師安排網上教學機會。

蒙特里安的拼圖
適用年級：小三、小四

設計者：梁嘉恩
                戴頌曦
                陳珮儀
                何安琪

學習重點

01
蒙特里安的繪畫風格 ( 視覺藝術 - A ) 

����教學簡報
QR碼掃一掃

影片 工作紙
QR碼掃一掃 QR碼掃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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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哪裏會見到幾何形狀？試說出圖1和圖2的幾何形狀名稱和
顏色。

圖1：課室場景 圖2：扭計骰

I. 蒙特里安的繪畫風格

蒙特里安 ( 1872-1944 ) 

蒙特里安 ( Piet Mondrian ) 是一位荷蘭畫
家。他會把看見的景物以橫線和直線構成大
小不同的幾何形狀，並且喜歡運用紅、黃、
藍三種原色繪畫。

  蒙特里安

 1930

試觀察和描述蒙特里安的《紅色、藍色
和黃色的構成》的繪畫特色和顏色。

三原色是甚麼？

1.  三原色是指紅、黃、藍三種顏色。由於這三種顏色不能用其他顏色調製
    出來，  所以稱為「原色」。

2. 只需三原色，就能夠調出千變萬化的顏色。

紅 黃黃 藍

試為以下空格填上適當的顏色。

紅 黃黃

藍 紫

黃

知多一點點

綠

  
《紅色、藍色和黃色的構成》

  

動一動

想一想

賞一賞

3 4



我們已知道蒙特里安的作品是由長短和粗幼不同的線條、長方形和正方形
的幾何形狀，以及三原色組成。現在讓我們嘗試運用老師提供的材料製造
不同的組合效果吧。

動一動

4人一組，試以最快的速度在老師派發的10x10厘米的工作紙上組合一幅具
有蒙特里安風格的拼貼作品。

物料： 
長短粗幼不一的黑色紙條多張
大小不同的紅、黃、藍三色的正方形和長方形多張
膠水／漿糊筆

最少3條長的黑色紙條
最少4條短的黑色紙條
粗幼不同的黑色紙條

大小不同的正方形和長方形
紅、黃、藍三種原色

完成後，所有成品由老師貼在黑板上，一同欣賞具蒙特
里安風格的拼貼練習。

評賞準則如下：

1

2

3

4

不同長短的黑色紙條能製造不同大小的正方形和長方形

能在方格內貼上不同大小的正方形和長方形

能見三原色的分佈

能見留白的正方形或長方形

活動要求

II. 量度長度的標準單位
要知道物件的長度，我們需要運用量度工具和選用一種量度單位。量度長
度是指量度物件兩端之間的距離。常用的長度單位有：厘米(cm)和米(m)。

動一動
看看誰能運用直尺以最快的速度量度以下《紅色、藍色和黃色的構成》的
長度和闊度，然後把答案寫在適當的位置。

  蒙特里安
《紅色、藍色和黃色的構成》
  1930

作品的長度是：______厘米               作品的闊度是：______厘米

挑戰題
如果把三幅作品橫放合併起來的闊度是多少厘米?
作品的長度是：______厘米
三幅作品橫放合併起來的闊度是：______厘米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工作紙：

練習工作紙紙樣

評一評

5 6



動一動
請同學準備直尺和鉛筆，在老師派發的畫紙上完成以下活動。

1

2

3

在畫紙提供的正方形內繪畫粗幼及長短不同的線條

繪畫的線條須製造出大小不同的正方形和長方形

完成後，回答以下問題，並量度每根線條的長度

在自己繪畫的圖中有_______條橫線，分別是多少厘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自己繪畫的圖中有_______條直線，分別是多少厘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自己繪畫的圖中有_______個正方形。

在自己繪畫的圖中有_______個長方形。

圖例2圖例1

III. 單位的轉換
在量度和比較物件的長短時，需要使用合適的單位表示物
件的長度，例如：較短的物件可用厘米表示；而較長的物
件則可用米表示。

想一想
如果蒙特里安的《紅、黃、黑、灰、藍組合》邊長是1米的正方形，你的
直尺長10厘米，需要有多少把10厘米的直尺才可以量度到邊長1米的作品?

原來用10厘米的直尺
量度一米長的作品，
要用10把直尺才能完

全量度。

10厘米 x 10 = 100厘米，也等於1米。

1米

＝ 10把10厘米長的直尺

10厘米

米和厘米的關係：
1 米 ＝ 100 厘米

1米

  

動一動

蒙特里安 

1921
《紅、黃、黑、灰、藍組合》

7 8



如果蒙特里安的《紅、黃、黑、灰、藍組合》是邊長51厘米的正方形，試計
算三幅作品的總長度是__________厘米。換算後是_______米________厘米。

51 厘米

?

如果蒙特里安的《紅、黃、黑、灰、藍組合》是邊長95厘米的正方形，試計
算三幅作品的總長度是__________厘米。換算後是_______米________厘米。

          5   1
    x         3

動一動 IV. 創作蒙特里安的拼圖
掌握蒙特里安的創作特色和單位換算後，試以三原色和幾何形狀來創作一
幅具蒙特里安風格的作品。同學在「動一動」已繪畫了一幅 10x10 厘米的
正方形草圖，當中已經運用了不同長短的橫直線，並把正方形畫面分割成
大小不同的長方形和正方形了。

長直尺

油粉彩

墊枱紙

運用三原色在部分方格上平塗，部分方格須留白

最後以黑色油粉彩及直尺在鉛筆稿上繪畫不同粗幼的線條

轉動已完成的作品，從不同角度觀賞作品的變化

創作步驟

準備工具

能見大小不同的正方形和長方形

紅、黃 、藍色的正方形或長方形最少1個

能見長短粗幼不同的黑色線條

整體效果具蒙特里安的創作風格

評估準則

評一評

1

2

完成創作後，可按評估準則作自評和互評

全部作品橫向排列並貼在黑板上，一起欣賞組合的橫幅作品

95 厘米

?

          9   5
    x         3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

製作蒙特里安風格的作品

評賞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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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小貼士
先上淺色 ( 黃色 )，再上深色 ( 紅色和藍色 ) ，最後上黑色，可
避免弄污畫面和色彩
上色前，先用紙巾抹乾淨油粉彩上的污漬
每次用直尺前及後，要用紙巾清潔直尺上殘餘的油粉彩碎屑
上色時，先繪畫邊沿位置再上色，可避免「畫出界」
大面積塗色時，可按需要轉動畫紙或油粉彩方向，方便上色

學生範作

算一算
請同學計算黑板上的橫幅作品的長度，然後進行單位轉換。

1. 每幅作品邊長10厘米，橫向合併了5位同學的作品，邊長是_____厘米，   
   可換算為_____米_____厘米。

？厘米

2. 如果把20位同學的作品合併起來時，邊長是_____厘米，  
    可換算為_____米_____厘米。

評一評

1

2

能夠準確運算合併作品後的長度

能夠準確換算和運用長度單位

合併作品

合併作品

個人作品
？厘米

評估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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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基本形的概念 ( 視覺藝術 - A ) 
3. 圖像簡化的方法 ( 視覺藝術 - A ) 
4. SketchBook 軟件的應用 ( 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 - A＋T ) 

鳴謝：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黃敏婷老師安排學生參與這個課題的學習活動。

轉轉對稱標誌
適用年級：小五、小六

設計者：麥曉祈
                冼美欣

學習重點

02
旋轉對稱的概念 ( 視覺藝術與數學 - A＋M ) 

����教學簡報
QR碼掃一掃

影片 工作紙
QR碼掃一掃 QR碼掃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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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同學們，記得甚麼是對稱圖形嗎？你能找到港鐵標誌的對稱軸嗎？
原來港鐵標誌不單是對稱圖形，它亦是有旋轉對稱的特色。 
你知道甚麼是旋轉對稱嗎？

圖1：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標誌

I. 旋轉對稱的概念
旋轉對稱是指一個圖形以一個定點為中心，旋轉一周時，與原來圖形重疊
的次數大於 1 。

QR碼掃一掃
熱身活動一 掃描QR碼，轉一轉港鐵標誌， 

看看它旋轉一周時會與原來圖形重複多少次？

II. 基本形的概念
旋轉對稱圖形一般會由簡單的基本形組
成。基本形會在旋轉過程中不斷重複出
現(見圖2)。右邊的旋轉對稱圖形在旋轉
時會重疊多少次？

圖2：紅色方格內的圖形就是基本形

動一動

試觀察以下區議會的標誌，在工作紙上完成以下兩個活動

1 圈出標誌的基本形

2 分辨標誌屬於旋轉對稱或簡單的軸對稱

圖3：熱身活動二工作紙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工作紙一：

區議會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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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賞
試觀察以下區議會的標誌設計特徵，並嘗試指出這些標誌設計背後的含義。

圖4：香港島東區區議會區徽

圖5：新界西貢區區議會區徽

圖6：新界沙田區區議會區徽

III. 圖像簡化

單的變化。 例如：運用有機或幾何線條和圖形把物件的造形簡化。
「簡化」是指掌握物件的造形特徵，刪減不必要的細節，呈現由複雜至簡

試運用有機或幾何線條和圖形把
牛的造形簡化。

動一動

以下A-D四幅圖像展示了牛的簡化過程，試排列它們的簡化過程的次序。

A B

C D

簡化的次序是：           〉           〉           〉          
 ( 正確答案可參考本單元的簡報 ) 

圖7：牛

東區區議會的區徽是由四個紅色，看似 「E」 字的

圖形，以旋轉對稱的方式構成。「E」字代表東區區

議會的英文名稱以 「E」 字母作開始。小圓點放在

「E」上，給人聯想到人形及人們攜手合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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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一點點──有機與幾何線條

幾何線條和圖形

有機線條和圖形

正方形

星形

圓形

長方形

三角形

創作活動(一) : 簡化社區圖像

試為自己居住的地方，設計一個旋轉對稱標誌。先選擇一個能反映地區特
色的形象，然後簡化成一個基本形。例如：牛頭角下邨可以聯想到甚麼？

樓宇

牛下女車神

牛

例如：以牛為牛頭角下邨的簡化對象，可以運用有機和幾何線條把牛頭簡化為
以下的基本形。

圖8：牛頭 圖9：已簡化成基本形的牛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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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一評

1 能以居住地區的特徵聯想一個造形

2 能以簡單線條繪畫輪廓

3 能刪減細節把造形簡化為一個基本形

4 設計的基本形能反映居住地區的特徵

試根據以上的評估準則，評賞以下同學設計和簡化的基本形。

IV. SketchBook 的應用
運用 SketchBook 繪圖軟件的功能可以輕易地同步複製多個基本形，並組
合成旋轉對稱標誌，既省時容易，效果亦相當理想。

繪圖軟件 SketchBook 的功能和操作方法較為簡單，掌握以下9

個工具已經能夠繪畫旋轉對稱標誌了。

1 轉換：可移動或調整物件大小

2 填色：可選取不同的面塊填色

3 對稱：可畫出向中心對稱的圖像

6 鋼筆：可畫出平滑又清晰的線條

7 橡皮擦：擦去不需要的部分

8 調色盤：調校出不同顏色

4 匯入影像：可匯入圖片

5 尺規：可利用輔助繪製線條畫出 
         弧線和直線

9 圖層：像透明膠片般覆蓋在圖片
         上，方便分層繪畫和修改

圖10：SketchBook 的版面

圖11：SketchBook 標誌

1 2 3 4 5

6

7

8

9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工作紙二：
熱身活動三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一：

SketchBook 功能介紹

評估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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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活動(二) : 繪畫基本形線稿

試運用 SketchBook 繪畫出前面的創作活動(一)所設計的基本型。
SketchBook 的 「對稱」功能， 自然會按所選的重複次數，做出旋轉對
稱標誌。

製作步驟

1 先用平板電腦拍下創作活動

(一)的基本形

2 把已拍攝的圖片匯入

3 點擊「對稱」工具並選擇 「環形」，調至理想的重複次數

5 匯入圖片後，先新增圖層， 並選取鋼筆和選用黑色， 然後沿著基本

形的線條畫出輪廓線

創作活動(三) : 顏色變變變

在 SketchBook 的調色盤上可以輕易地點選不同顏色，為旋轉對稱標誌著
色。 標誌設計的用色通常比較簡約。試先選取一種顏色，然後運用其明度
變化的顏色為基本形著色。

知識重溫──明度變化
明度是指單一顏色的明暗變化，例如：綠色
加上白色或黑色會做成不同明暗的綠色

圖12：色環上顏色的明度變化

想一想
你會為居住地區設計的基本形選擇哪一種顏色？為甚麼？
試在所選擇的顏色點選2-3種明度變化的顏色為基本形著色。

由於「牛頭角下邨」的外牆
有綠色的元素， 因此選用
了綠色作主色調

3

5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二：

基本形線稿創作

4 拖曳旋轉「對稱」工具的中心點至適當的位置，再點選「鎖定」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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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一動

試點選 SketchBook 的調色盤，先選擇圓形色環上的一種顏色，然後在

中間的正方形選擇2-3個明度變化的顏色，為基本形著色。方法如下：

1 點選「填色」工具

2 在調色盤的色環及明度調色板上選擇顏色

3 以「填色」工具為旋轉對稱標誌填上不同明度的近似色

圖13：已著色的旋轉對稱標誌

評一評
試根據以下的評估準則，評賞同學設計的旋轉對稱標誌。準則如下：

1 能以居住地區的特徵聯想一個造形

2 能以簡單的線條繪畫出基本形的輪廓

3 能運用 SketchBook 繪畫旋轉對稱線稿

4 能運用2-3種明度近似的顏色為線稿著色

學生範作

5 能指出選擇主色調的原因

6 旋轉對稱標誌的整體效果具美感和創意

我住在上水。聯想到山水的景色。由於水
是藍色的，所以選擇了藍色作主色調。

我住在九龍坑。以龍為簡化對象。
龍在天空飛翔，所以用天空的藍色。

「上水」

「九龍坑」

3

2

1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三：

SketchBook 著色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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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 
2. 槓桿原理與影子偶的操控 ( 常識 - S )
3. 影子偶的紋樣 ( 視覺藝術 - A )
4. 光的傳播與影子的形成 ( 常識 - S )
5. 表演一台影子戲 ( 視覺藝術與常識 - A＋S )

適用年級：小六、中一

設計者：戴梓荍    
                甄    晴 
                黃活蕎

學習重點
皮影戲的來源和特色 ( 視覺藝術 - A )

動物影子會

����教學簡報
QR碼掃一掃

影片 工作紙
QR碼掃一掃 QR碼掃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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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想吃罐子內的蛋捲，他在想：「怎樣能夠打開這罐子？」

同學還記得「槓桿」概念嗎？試指出以下哪一種方法能夠最省力地打開罐
子，並說出原因。

大家看過皮影戲嗎？皮影戲與槓桿原理有關嗎？

究竟皮影戲運用了甚麼槓桿原理？

I. 皮影戲的來源和特色
皮影戲又稱影子戲或燈影戲。相傳起源於
距今二千多年的西漢。皮影戲是一種綜合
槓桿原理和光學原理的綜合藝術。

下圖看到甚麼？試評論它們的造形和可活動的關節。

影子偶以操作桿操縱。藝人躲在布幕後，借
助燈光把操控的皮影偶投影到布幕上來講故
事。皮影戲在2011年入選為「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

圖6：影子偶以繩子連接關節
再用操作桿操控肢體活動

賞一賞

圖1：用手 圖2：匙羹 圖3：開罐器

圖4： 皮影戲

QR碼掃一掃
皮影戲欣賞

圖5： 皮影戲

圖7： 皮影戲《武松打虎》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簡報一：

槓桿原理及皮影戲的關係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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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槓桿原理與影子偶的操控
重溫槓桿原理和掌握影子偶的活動方法後，試運用小貓的頭身膠片來製作
小貓影偶，並嘗試指出貓偶的支點、力點和重點。

1

2

3

以魚尾釘把貓的頭身連接起來

把操作桿連接魚尾釘 (如圖示)

完成後，把貓平放在桌面上，
一手按著貓身體，一手持操作
桿移動貓的頭

圖8：魚尾釘需要屈出一個小圈，以扣上操作桿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試指出貓偶的支點、力點和
重點在哪？

小貓偶的支點、力點和重點的位置如下：

工具和材料：

貓的頭身膠片
一口魚尾釘
操作桿

a. 魚尾釘連接小貓的頭身位置是____________。

b. 小貓頭部位置是____________。

c. 擺動操作桿的施力位置是____________。

創作活動(一) : 「動物偶」齊齊做

同學們，試以動物為題，用膠片製作一隻動物偶。

工具和材料：

以上第4-5點的示範圖片

圖9： 小貓偶與操作桿

圖10： 小貓偶

圖11：小貓偶的結構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工作紙一：
小貓紙樣

1

2

具動物造形特徵和容易被辨認

繪畫的動物草圖能用盡A4紙的大小

3 為動物偶選出1-2個能活動的關節

4 能運用油性馬克筆把動物造形和活動關節分開摹印在膠片上

5 分開摹印的部件能預留打孔的重疊位置

A4紙
鉛筆
膠片
剪刀

打孔機
魚尾釘
操作桿
油性馬克筆

評估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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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影子偶的紋樣
傳統的皮影戲偶的製作方法多以雕刻刀鏤刻所需的紋樣，例如：花紋、魚
鱗紋、雲紋等，形成影子偶裝飾味濃的特色。加上「五行五色」的用色原
理，即運用紅、黃、綠、黑和白五色穿插並置，令影子偶顯得色彩繽紛。

魚鱗紋：由大至小的弧線組成魚鱗的紋樣

鋸齒紋：重複「之」字形線條的紋樣

圓紋：雲紋與圓點紋樣

創作活動(二) : 「動物偶」齊裝飾

掌握傳統皮影戲偶的紋樣和用色方法後，試為創作活動(一)繪畫的動物偶
創作日常生活可見的裝飾紋樣。然後剪出、打孔和扣上操作桿，試驗關節
活動的靈活度。

能運用「點、線、面」為動物偶設計紋樣

能運用紅、黃、綠、黑和白五色為紋樣著色

能在關節的適當位置打孔

能以魚尾釘連接，並屈出小圈

能扣上操作桿令關節活動

能指出動物偶的支點、力點和重點的位置

創作要求

利用密集的短線條營造刺蝟的尖刺代替紋樣

圖15：五行五色

圖16：動物偶 - 刺蝟

圖12：魚鱗紋

圖13：鋸齒紋

圖14：圓紋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集：

製作動物偶學生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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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光的傳播與影子的形成
光的傳播可以穿越真空，也可以在空氣、
水和玻璃等透光的物質中傳播。相反，光
會被不透明的物體阻隔。當光線在傳播過
程中遇到不透明的障礙物時，就不能繼續
前進，因此形成影子。

影子就是光的射線無法到達的地方；
影子的形狀與阻礙光線前進的物體形狀相似。

動一動

四位同學一組
試完成以下活動

工具和材料：

一支電筒
兩張A5黑色畫紙
一把剪刀

一支操作桿
一卷膠紙
一張工作紙

1

2

對摺A5黑色畫紙，剪出一隻對稱的昆蟲造形

利用膠紙把操作桿牢牢地貼在昆蟲剪影的對稱軸上

利用隨機排列的圓點作小狗的紋樣

以長短和疏密不一的有機線條為小貓的紋樣

評一評

1

2

能運用「點、線、面」為動物偶設計具美感的紋樣

能運用「五行五色」的顏色為動物偶著色

3 能運用操作桿靈活地操控動物偶的活動

圖17：動物偶 - 小狗

圖18：動物偶 - 小貓

圖19：光與影子

評賞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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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的小組在老師安排的布幕前舉起剪影，再用電筒照射剪影，並回
答以下問題：

a. 在電筒傳播光線的過程中，由於布幕是  * 全 / 半 / 不  透明的障
物，所以能夠透光。(* 試圈出正確答案)

b. 由於動物剪影是  * 全 / 半 / 不  透明的障礙物，所以形成了影子。
(* 試圈出正確答案)

c. 打在布幕上的影子形狀與昆蟲剪影的形狀 _____________。

d. 電筒與布幕的距離不變，昆蟲剪影越接近布幕，昆蟲影子的面積 
越 _____________。

e. 電筒與布幕的距離不變，昆蟲剪影越接近電筒，昆蟲影子的面積
越 _____________。

小組討論小組討論
試討論和說出 3d 和 3e 的光影效果和原理。

影子的形成

由於光線是直線前進的，不透明的障礙物越接近光源，被遮擋的角度就越大，表示
投射於布幕的影子會越大。

相反，不透明的障礙物越接近布幕，表示遮擋光線的角度會越小。
由此可見，影子的大小跟光源、布幕和不透明的障礙物之間的距離有關。

想一想

1

2

根據以上的發現，表演動物影子戲時，動物偶放於布幕與燈光之間的
不同位置，會產生甚麼戲劇效果？

如果要看見影子偶的顏色，應該放在燈光與布幕之間的甚麼位置才能
看到顏色呢？

圖20：昆蟲剪影與操作桿

知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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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活動(三) : 表演一台影子戲

故事大綱小聯想：運用強迫聯想法，四位同學一組，以各成員製作的動物
偶構思一個故事。

評估準則

故事表演長約兩分鐘

要能說出何時、何地、何人、發生何事、為甚麼會發生，以及結局如何

故事的起、承、轉、合能見創意和完整的情節

故事主題和內容吸引

圖21：小組討論工作紙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工作紙二：

小組討論工作紙

動一動

完成故事創作後，小組成員分工合作地為影子戲製作場景，準備演出一台
影子戲。每組有兩分鐘時間，然後投票，選出以下大獎得主：

最佳角色造型奬 最佳合作獎 整體表現最佳大獎

評一評

1 同學能順利操控動物偶做出動作，完成表演

2 故事流暢

3 同學表演的聲線充足和清晰

4 動物偶的造形、顏色和紋樣吸引

四人為一組，根據以下評賞準則為各組的影子戲表演作互評和投票。

5 動物偶的操控靈活

場景圖片

材料：

玻璃紙
剪刀
膠紙

布幕
電筒
各成員的動物偶

圖22：場景布幕 圖23：演出影子戲 圖24：動物影子戲台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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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認識 Photopea ( 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 - A＋T ) 
3. Photopea 的應用 ( 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 - A＋T ) 
4. 創作微型小社區 ( 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 - A＋T ) 

鳴謝：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伍展鴻老師的協作，引導學生參與其中。

學習重點
田中達也的聯想 ( 視覺藝術 - A )

04

適用年級：中二、中三

設計者：黃苡琳
                黎嘉寶

拼出小社區

����教學簡報
QR碼掃一掃

影片 工作紙
QR碼掃一掃 QR碼掃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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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想與應用
田中達也喜歡從生活取材，應用攝影方法把拍攝到的物件造型進行聯想，
創造出值得細味人生的微型生活景象。

下圖的食物看起來像甚麼? 可以給你聯想到甚麼生活景象？

田中達也
《微型生活》

Shade of Tree
2013

以上的作品都是田中達也以食物來聯想人們在大樹下的活動。
除了對大樹的聯想外，試從生活中取材，嘗試表達不同的聯想。

  田中達也
《桃花人生》

Peach-ful Life
2020

  田中達也
《油炸葉子》
Fried Leaves

2017

  田中達也
《爆谷雪花》

Popcorn Snow
2021

圖2：大樹

想一想

I. 田中達也的聯想
田中達也 ( Tatsuya Tanaka ) 是一位日本
的微型攝影師和作家。他創立了藝術「微
型日曆」，從微型的角度看日常生活中的
事物。

田中達也拍攝的對象主要是人物、生活環
境和日用品等。他運用日常生活物件進行
聯想，從而創造出各種微型生活的情境。

田中達也
《調色板魚》
Palette Fish

2021

田中達也
《海水浴》

Sea Bathing
2019

從田中達也的《調色板魚》和《海水浴》作品，你看到甚麼？聯想到甚麼？

QR碼掃一掃
田中達也個人網頁

圖1：田中達也 ( 19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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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活動(一)︰社區大發現

試參考田中達也的創作方法，觀察你居住的社區有甚麼需要作出改善。
試以攝影方法，搜集有待優化的社區景象。例如：

例子

可增加休憩的座椅給長者休息及閒聊

改善環境？

增加設施？

社區大翻新？

試將你認為需要優化的社區角落拍攝下來，作為稍後聯想的素材。

圖7：黃大仙 龍趣園

動一動

試參考以下圖片及活動示例，以老師派發的圖片進行聯想。
例如停泊在河邊的小船，可以選用哪些生活物件作聯想和替代？
試把你的想法繪畫在畫紙上。

其他作品範例

圖5：以食物作聯想 圖6：以文具作聯想

?

圖3：河邊的小船

圖4：西瓜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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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描述和分析田中達也選用了甚麼日常用品，以及運用哪些視覺元素和組
織原理來組織他的情景聯想？

田中達也
《飢餓的獵人》
Hungry Hunter

2017

田中達也
《刷魚》

Brush Fish
2021

 田中達也
《奶酪沙漠》

Cheese Desert
2017

評賞的角度

《飢餓的獵人》
    空間(虛實)
    對比(大小)
    重複

《刷魚》 《奶酪沙漠》
    顏色
    對比(顏色)
    方向

重溫小知識

    空間(虛實)
    對比(大小)
    動勢

    線條     形狀     形體     顏色     質感     空間

組織原理
    均衡
    空間

    節奏
    對比

    重複
    動勢

    比例

賞一賞二 、情景與組織
田中達也的創作會讓人聯想到一個情景，例如：長法包可以聯想到火車到
車站的情景。

田中達也
《小奇蹟》

Small Wonders
2017

田中達也
《輸入-娛樂》
Enter-tainment

2019

 田中達也
《洗滌心靈》
Heart Wash

2017

全景︰充分展現出場景的遼闊，讓觀   
         者一目了然

局部取景︰主體以更大的面積比例展
               現在畫面中，有利於主體
               訊息的傳遞

田中達也
《疫苗列車》
Vaccine Train

2021

不同的取景角度可營造不同的視覺效果 ，試描述以下兩個取景角度傳遞的訊息。

知多一點點

視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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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活動(二)︰聯想與替代

運用創作活動(一)拍攝的社區相片和參考「賞一賞」中田中達也的創作構
思，試在課室裏尋找能替換成相片中真實景像的物品進行情景聯想及佈
置。聯想的情景佈置須考慮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的運用。

評估準則如下：

1 情景佈置能讓人聯想到相片的情景

2 材料的選擇能清楚表現聯想的景物

3 能運用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傳遞聯想的信息

圖13：學生嘗試以顏料瓶﹑水
         筆﹑鉛筆刨﹑練習簿等
         文具重現社區

圖12：學生在創作活動 ( 一 ) 
         拍攝的上環蘇杭街

情景聯想的考慮元素包括：

    視覺元素: 形狀的大小/高低、顏色
    組織原理: 空間(透視)、動勢

活動範例

動一動
小組創意聯想︰試為以下提供的圖片聯想出可能的情景，用顏色筆或麥克
筆在圖片上繪畫出任何聯想。越多越好，看誰最快完成工作紙的挑戰。

聯想範例

圖8： 小組創意聯想工作紙

圖9： 蘋果上的大樹 圖10： 蘋果上的跳板 圖11： 蘋果上的鞦韆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工作紙：

小組創意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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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認識 Photopea
Photopea 是一個免費的線上圖片編輯和繪畫軟件，使用的方式和界面
與 Adobe Photoshop 相似，操作的方式比較簡單。

QR碼掃一掃
Photopea 網頁

圖14：Photopea 版面

掌握以下幾個工具就可以完成本單元的創作，它們包括：

1 拖動
用作移動圖形和線條

2 選取
點擊滑鼠右鍵，可選用不同的

形狀把物件範圍選取起來

3

魔術棒

在點選物件後，會自動把物件

範圍選取起來

4

筆刷

點擊滑鼠右鍵，可選用不同繪圖

工具和橡皮擦

5 色彩選擇

用以選擇和調整色彩

點擊滑鼠右鍵後會出現的選項

點擊滑鼠右鍵後會出現的選項

點選後出現的選項

知多一點點
在構思創作活動(二)時要考慮選材與主題之間的關係，以田中達也的

1 色彩

2 形狀

3 質感

四季
主題特色

鈕扣
選材特色

日本的四季色彩多變 
春: 粉色櫻花盛開
夏: 綠色植物生長茂密 
秋: 樹葉轉黃
冬: 白雪紛飛

一顆顆圓形的樹冠造型
一片片薄薄的樹葉

樹冠的硬朗

樹木在四季的色
彩變化

一粒粒鈕扣塑造樹
冠和樹葉的形態

鈕扣的堅硬

《季節性服裝》為例，大家需要思考色彩、形狀和質感方面的的相似度。

田中達也 《季節性服裝》( Seasonal Clothes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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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整
在 Photopea 的選單上點選「影像」中的「調整」，便會出現亮度、對
比、色階、曲線、曝光、飽和度、色彩平衡和黑白效果等的調整工具，
可為圖像製造不同的視覺效果。

圖20：亮度/對比的調整

圖21：色相/飽和度的調整

原圖

圖19：點進「調整」後右方會出現的選單

動一動

試觀看Photopea的示範影片，學習以下不同功能的操作。

新增畫布

載入圖片

退地

調整圖像

編輯圖像

存檔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

Photopea 教學

III. Photopea 的應用
用 Photopea 繪圖軟件進行情景聯想的創作前，先要認識「退地」和

「圖層」兩個概念。

一︑退地

自由換入其他背景，以增加視覺效果。

圖15：原圖 圖16：「退地」後的圖像

二︑圖層

一層、著色一層、背景一層，好處在於圖層間互不干擾，修改時可以
隨意針對某一圖層作出改動或刪除。

「圖層」有如透明膠片般將我們繪畫的圖像作分層管理，例如：輪廓線

圖17：可把圖層想像為一疊透明膠片 圖18：電子圖層的畫面，每一層左

「退地」是指將相片內的背景刪去，只保留某些物件。退地後的圖像可

邊都有一隻眼睛。可嘗試把
眼睛打開或關閉，看看會出
現甚麼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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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一評

試評賞同學的作品，分享你看到的、想到的和感覺到的。

1

2

3

4

作品傳遞的訊息及社區優化的項目

作品使用的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

運用 Photopea 退地的技巧

情景聯想具創意

5 整體效果具美感

課堂活動(三)︰拼出小社區

以創作活動(二)的情景聯想及佈置的構思，運用 Photopea 拼出優化的小
社區。評估準則如下：

1

2

3

4

從社區中選一個可以優化，貼合當區市民需要的地方，並拍照紀錄

所創作的作品題材能以改善社區生活為主

能使用四個或以上圖層

作品中須列明所使用的視覺元素/組織原理(至少2個)

5 不少於50字作品描述

學生作品

作品介紹

由於上環蘇杭街的街道和馬路都很狹窄，在繁忙時段經常塞車。
我想到的優化方法是加闊行車道路，讓車輛暢通行駛。此外，行
人經常被大廈的冷氣機滴水影響，所以我在顏料大廈貼上便利貼
營造出屋簷，希望行人不會再被水滴濕，雨天時亦不用撐傘。

評賞準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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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角色設計的元素 ( 視覺藝術 - A ) 
3. 角色及場景的創作 ( 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 - A＋T ) 
4. 角色的動態概念 ( 資訊科技 - T ) 
5. Scratch 的編程原理 ( 資訊科技與數學 - T＋M ) 

學習重點
動畫的概念 ( 視覺藝術與資訊科技 - A＋T )

05

適用年級：中三、中四

設計者：黃可渝
                盧政德  
                陳詠彤 
                駱嘉穎

創角色 ・ 造動畫

����教學簡報
QR碼掃一掃

影片 工作紙
QR碼掃一掃 QR碼掃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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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賞
試比較圖2和圖3兩個角色造型，然後描述兩個造型傳遞的訊息。

圖2：日常打扮的企鵝 圖3：學校的朋友信天翁

II. 角色設計的元素
一︑造型
角色造型十分重要。它能給予觀眾強烈的
第一印象和透露角色性格等訊息。

二︑外觀特徵
角色設計需要因應角色的外型、性格或性
別等，為它們設計外觀特徵，例如：運用
衣服和髮型設計，分辨男生和女生的外觀
特徵。

圖4：企鵝角色造型

圖5：企鵝角色外觀特徵

同學們，知道動畫怎樣製作嗎？創作動畫卡通角色需要考慮甚麼元素呢？

I. 動畫的概念
動畫 (Animation) 是指拍攝一系列具連續變化的圖像，利用連續播放出現
的視覺殘像，令圖像產生活動的錯覺。

動畫的製作可以是手繪、黏土、模型或實物等。現今科技發達，在電腦上
直接製作動畫已經成為趨勢。運用編程技術製作動畫可能會是未來發展的
方向。

知多一點點──認識設計師

製作動畫前，必須先構思故事內容和角色
造型。設計師麥雅端 (Prudence Mak) 以
堅毅精神和創意於2000年創立本土品牌
Chocolate Rain，並鼓勵年輕人要釋放正
能量和創造力。

Fatina 是 Chocolate Rain 品牌的角色造
型，她有圓圓的臉、緊閉的眼睛、冬菇頭
和短小可愛的四肢。設計靈感源自設計師
童年時的夢想，以獨一無二的手工製作創
造了 Fatina 這個角色。由2003年開始，
麥雅端的設計和個人品牌獲得認同，並得
到無數國際獎項、展覽與合作項目。她透
過不同媒介宣揚保育和關愛的訊息。

QR碼掃一掃
Chocolate Rain

官方網站

圖1：Chocolate Rain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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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過程參考圖片

腦圖可以用文字或圖像表現。完成腦圖後，需以紅
筆圈出以上三個角色設計元素的最後決議。在匯報
時需明確指出小組創作的角色會為社會帶來甚麼正

能量的影響。

評一評

1 能分享角色設計的造型、外觀特徵和色彩三個元素

2 能指出角色設計會為社會帶來甚麼正能量的影響

3 比較各組的角色設計，判斷哪一組設計的角色造型最吸引，又
能展現正能量

請仔細觀察和聆聽同學的腦圖匯報，並根據以下準則提出意見：

三︑色彩
人們對顏色的喜好，受生活、文化、性別和心理等因素影響而存在差異，
例如：高明度的顏色，如：淺黃、粉紅、淺藍、淺綠和淺紫等顏色給人純
真、溫柔和傾向女性形象的感覺。相反，低明度的顏色，如：深藍、深綠
和深紫等顏色會給人陰暗、邪惡或難以親近的感覺。

知多一點點──色彩學
    十二色環：三原色、二次色、三次色
    近似色與對比色
    明度與單一顏色

創作活動(一) : 繪製腦圖

同學認識 Chocolate Rain 創作背後的故事後，試創作一個具正能量的
角色形象。

四人一組，設計一個具有正能量的角色。試運用腦圖 (mind map) ，展示
角色創造的三個元素：

1 2 3造型 外觀特徵 色彩

 ( 可參考本單元的簡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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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以一條橫線標示出眼晴的位置，並根據角色的特徵繪畫眼睛造型

       最後在十字線上再分別確立鼻子和嘴巴的造型、大小和位置
       (提示：眼晴與鼻子必須擺放於十字線上 ) 

3

4

十字線 正面圖例 十字線 側面圖例

誇張手法

每個角色都有獨特的外觀特徵。為了創
作令人印象深刻的造型，我們可誇張角
色的面部或身體特徵，例如：繪製以老
鼠為題的動畫角色時，可誇張其耳朵、
大門牙和長尾巴等特徵。

圖7：誇張手法的老鼠造型

III. 角色及場景的創作
一、草圖篇

日本動畫常以頭部大小為單位，以決定角色擁有哪種身體比例。設計卡通
角色時，設計師會選用二至四個頭身比例來創作出可愛的造型。

頭身比例

繪畫角色須知 —「十字線」技巧

在繪畫角色時，可以在角色頭部畫出十字線，縱向線條是面部五官
的對稱軸，橫向線條展示眼睛的位置。

繪畫步驟

      先畫出角色的頭部形狀 ( 例如：圓形、橢圓形或其他自選形狀 ) 

      再確定面部左右兩邊的對稱軸，可見下圖展示的正面和側面的
      繪畫方法

1

2

圖6：不同企鵝角色的頭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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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繪篇
進入科技年代，以電腦科技進行藝術創作已經是常態。坊間亦有很多免費
軟件供大家使用，例如：Medibang Paint 和 Photopea 都是較多人選用
的繪畫軟件。 Photopea 圖片編輯和繪畫軟件在上一課已經介紹過了，大
家還記得基本的操作方法嗎？

以下會簡介 Photopea 的5個主要繪圖和圖層工具，可以用來繪製角色及
場景，它們分別是：

1 拖動            ：用以移動圖形和線條

2 油漆桶         ：用於大範圍的著色 ( 需於「漸層」工具點擊滑鼠右鍵 ) 

3 鋼筆            ：用以繪畫線條和形狀

4 路徑選擇      ：用來修改鋼筆繪製圖形和線條的路徑

5 形狀            ：用以繪製所選的形狀

運用電腦進行繪圖，要留意圖層的運用，每一個圖層可以理解為一張透明頁。

圖10：Photopea 版面

創作活動(二) : 角色設計

四人一組，試就腦圖的設計概念，創造一個角色的形象，並以簡單的線條
為角色繪畫活動的場景，完成後作分享。設計準則如下：

能運用幾何圖形及頭身比例創作動畫的角色造型

能增加角色設計外觀特徵的視覺效果

能畫出角色的不同角度，包括：正面和側面

能為角色進行配色，並分享主色調和配色的概念

能以簡單的線條為角色繪畫背景

1 角色會在甚麼地方出現？

2 角色的活動場景是怎樣的？

圖8：角色設計草圖 圖9：角色設計配色

想一想

1

2

4

3

5

76 8

6 建立圖層群組：用以連結多個圖層，有助於整理專案

7 新增圖層      ：用來增加新圖層

8 刪除圖層      ：用以刪除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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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賞

圖13：角色正面站立 圖14：角色正面抬右足 圖15：角色正面抬左足

圖16：角色側面抬左足 圖17：角色側面抬右足

圖18：冰屋場景 圖19：南極場景

1 動畫角色的正面動作轉換造型示例

2 動畫角色的側面動作轉換造型示例

3 動畫的場景轉換示例

以下會示範如何運用 Photopea 的 5 個主要繪圖工具來繪畫企鵝角色的
造型及場景。

創作活動(三) : 繪畫角色及場景

四人一組，分工合作地運用 Photopea 為小組創造的角色繪畫不同角度
的造型及場景，完成後作分享。運用 Photopea 繪畫的準則如下：

能根據草圖的角色造型繪畫出正面和側面

能為角色所處的環境繪畫1-3個場景

能根據草圖的配色方法為動畫角色著色

能運用近似色為場景著色

圖12：場景繪畫示例

圖11：角色繪畫示例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一：
電繪角色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二：
製作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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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tch 是麻省理工開發的一套電腦程式語言，以拖放積木 (block) 的
簡單方法學習編程，培養學生邏輯思考和創意思維。

Scratch 是一個可供線上和離線製作動畫的平台。 Scratch 的版面分為
四部分，包括：

1 積木區

2 編程區

3 舞台預覽區

4 角色背景區

V. Scratch 的編程原理

圖23：Scratch 積木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四：

認識 Scratch 平台

IV. 角色的動態概念
動畫製作需要考慮角色的動態，例如：簡單的圖像互換格式 ( 簡稱GIF ) 
的動畫製作，也需要繪畫最少兩個不同的動作才能作無限次圖像互換播
放，例如：

上下跳動：角色上下移動，可作跳起、升降和飛翔等動作

左右移動：角色向左或向右移動，可作行走和搖擺等動作

閃現：角色一閃一閃地出現，可作閃爍和登場等效果

試掃描QR碼，指出以下三幅動畫： 

圖20：愉快的小女孩 圖21：企鵝的側面 圖22：說話中的企鵝

想一想

1 運用了哪種移動方式？

2 由多少個動態組成？做出了甚麼動作？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三：

角色的動態

QR碼掃一掃
Scratch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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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音效類積木 圖30：事件類積木

圖28：控制類積木

活動小提示活動小提示

試運用以下積木，做出「動一動」的動畫。

圖26：動作類積木 圖27：外觀類積木

創作活動(四) : 製作動畫

四人一組，以 Scratch 創作一段約30秒的動畫。
創作步驟和要求如下：

透過編程，為動畫的角色加入動作和場景轉換 

動畫需插入文字和聲音，帶出正能量訊息

運用 Scratch Addons 擴充功能錄製動畫及

儲存為 WebM 檔案

再以免費線上轉換器把 WebM 檔案轉換為

MP4 格式的動畫 

掌握角色和場景設計，以及 Scratch 的編程原理後，試與同學討論動畫要
傳遞的正能量訊息，並以 Scratch 製作出來。

動一動
試打開 Scratch，參考示範影片，在積木區拖放不同的積木到編程區，令
小貓前後行走。指令包括：

1 由左向右走50步 ( 每走10步停下來2秒 ) 

2 由右向左走50步 ( 每走10步停下來2秒 ) 

3 發出「Meow」一聲

知多一點點──角色的座標

座標於 Scratch 編程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座標
標明了動畫角色在舞台上移動時的位置。

x軸標明左右的位置，
改變x軸數值時會令角色在水平線上移動

y軸標明上下的位置，
改變y軸數值時會令角色在垂直線上移動

x: 100
y: 0

圖24：Scratch 座標顯示

圖25：舞台預覽版面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五：

角色的座標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六：

角色的移動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七：

安裝 Scratch Addons
及動畫格式轉換

先下載 Scratch Addons 擴充功能

開啟 Scratch，並把繪畫的所有角色和場景

匯入 Scratch

QR碼掃一掃
下載 Scratch
離線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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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一評
欣賞各組完成的動畫，並試就以下範疇評賞一項值得欣賞或一項可以改善
的地方。動畫作品準則如下：

1

能運用編程為角色加入動作和台詞2

能運用編程轉換故事場景3

能根據編程原理完成動畫創作

4 能透過動畫帶出具正能量的訊息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八：

Scratch 動畫製作

請參考QR碼掃一掃
影片九：
示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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