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第二期 ｜ ISSUE 2 2017





顧 問 團 及 執 委 名 單

2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16至2017執行委員會

會長            鄺啟德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副會長         胡永德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學藝發展組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王家祥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藝術教育發展組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財政            蔡鎮業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視藝科科主任)

秘書            陳麗森 (CO1設計學校高級講師)

執行委員      李鈺山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張寶雯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副校長)

                  梁子謙 (勞工子弟中學藝術與體育領域總負責及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陳齊欣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曾鉅桓 (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副主席)

                  黃素蘭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

                  潘儷文 (民生書院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16至2017顧問團

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

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女士

榮譽顧問

陳智思先生 (亞洲金融集團總裁)

張智彥先生 (香港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徐秀菊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金嘉倫先生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主任)

高美慶博士 (前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

郭禎祥教授 (臺灣亞洲藝術文化教育交流學會理事長)

劉唯邁先生 (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館長)

楊懷俸先生 (前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總主任〈學校質素保證〉)

施子清博士 (香港太平紳士、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目 綠

3

主編的話

藝術焦點

各師各法

美育專欄

好書推介

陳麗森老師

靳埭強教授

Prof. Donato Moreno

蕭競聰教授

林席賢校長

林仲強老師

邱偉文老師

劉偉強老師

潘儷文老師

小雪教室：陳雪儀老師

宇衡語行：劉宇衡老師

好書推介：吳崇傑老師

好書推介：陳麗森老師

04

05 - 28

29 - 32

33 - 35

36



主 編 的 話

4

於廿一世紀的今天，互聯網科技及資訊發達，男女老

少都是一人一部手機或電腦在手。從互聯網不同渠道

例如YouTube, Facebook, Wechat, Google等多媒體平台

上，很容易提取及互相傳送視覺圖像與影像。也有很

多現成設計「罐頭」Apps，運用確實十分方便。然     

而，筆者發現近年大部分中小學的視覺藝術科課程，

課題較集中發展藝術媒介，包含「設計」的單元教學

課題並不多。箇中原因，大部分中小學視覺藝術科老

師於大學本科都是修讀純藝術或「藝術教育」，對於     

「設計教育」認識較少，大家對於設計媒介課題，都

感到難以入手。其實，早於2003年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的《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

至中三）》頁53「視覺藝術形式和媒介」，也曾經        

提及過「設計」教學媒介：『設計著重解決難題，     

原則上，設計要兼顧作品的美感和功能。設計過程依

賴有條理的計劃，包括澄清及界定問題、確定目標和

要求、搜集資料、草擬方案及審查、修改、製作及評

估成品等。因此，在學習設計中，除了完成設計作品

外，最重要是培養學生解決難題的態度和能力。』可

惜，近年新高中中學文憑試DSE視覺藝術科，考生選考

公開試「設計」卷也一年比一年少。有部分前線老師

反映設計媒介太廣泛，教學方向實在難以定位。在設

計評賞方面更難捉摸。問題癥結，考生選考「設計」

卷比選考「視覺形式表達主題」一卷，較難獲取較佳

成績。很多中小學老師對於如何推展「設計教育」於

視覺藝術科，仍然十分模糊。

有見及此，今期香港美術教育期刋編輯小組，十分榮

幸能夠邀請了多位在國際設計界享譽盛名，而且在香

港甚至世界各地大學及大專院校設計教學經驗兼備，

並有資深實戰經驗的設計教育專家：靳埭強教授、莫

禮圖教授(Prof. Donato Moreno)、蕭競聰教授、林席賢

主 編 的 話 - 陳 麗 森
校長、林仲強老師、邱偉文老師及劉宇衡老師，         

分別為「美育專欄」及「藝術焦點」接受訪問及撰    

文，萬分感謝他們百忙抽空為期刋深入論述「什麼是

設計」？從他們在不同的設計媒介及教學範疇：平    

面、立體、品牌、廣告、多媒體、舞台佈景、服裝、

燈光、化裝形象、時裝、室內、空間、設計教育與設

計評賞等作經驗分享，並且深入分析他們對香港近年

的設計教育情況及考試制度發展之意見，以及設計評

賞方法，還有設計結合STEAM等教學心得。另外於    

「各師各法」高興請來兩位熱心及資深的前線中小學

視藝科老師分享教學心得。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劉

偉強老師，分享他如何從生活例子，結合設計媒介激

活學生解決問題，以及啟發學生創意的一些點子。小

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潘儷文老師，分享她一個成功試

教的設計教學單元。

今期期刋可以得到多位設計教育專家及同工誠意分享

及深入分析「設計教育」推行及發展的可塑性，實在

十分鼓舞！雖然他們闡述不同方面的設計教育範疇、

經驗及意見，但是全部都有一個共同理念：藝術設計

是「源於生活」，即使多媒體科技資訊等如何發達     

也好，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它。訓練學生學習好藝術設

計，重點是培養學生多觀察身邊的事物，培養他們對

生活上藝術設計的創意思維、概念及興趣，除了多動

腦筋，還有勇於解決問題方法能力，訓練他們在藝術

設計動手製作或描繪基本能力，鼓勵學生從生活上多

方面接觸不同的藝術設計媒介。在此，十分感謝編輯

小組成員誠意付出不少時間為多位嘉賓訪問、撰稿    

及校對工作。冀望今期期刊分享的內容能夠提綱揭    

領，啟發並支援中小學甚至幼兒教育前線視藝科老    

師，重新認識與思考「設計教育」！期待大家在藝術

設計教學上追求創意，勇於嘗試，向難度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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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香港設計」，「靳埭強」絕對為香港設計界的

老行尊。靳教授設計的作品在香港無處不在，例如商

界中國銀行的商標、政界香港巿區重建局的標誌，甚

至教育界香港浸會大學的校徽，均是靳教授的作品。

生於「香港設計黃金年代」的靳教授，隨了見證香港

各行業蓬勃發展的年華，透過各形式的設計品實現    

他的美學概念，亦不忘投入教育行業，指引當今設計

教育的發展，培養設計界後輩。今期美育期刊編輯    

小組有幸相約靳教授暢談，聽聽他對香港設計教育的

看法。

設計不異藝術，藝術不異設計

當要思索有關「設計」的「教育」時，首先要理清    

「設計」是怎樣的一回事。按《說文解字》：「設，    

施陳也，有陳列的意思。計，會也，會合，算數的意

思。」而Design一字則源自拉丁文designare，其中

“de”有執行、選擇、製作之意，“signare”則有標

記之意。顧名思義，我們可解構「設計」為兩層面的

意涵，「設計」的「計」字以及“Design”的“sign” 

字有其功能性的意義，而這些功能：「計」及“sign”

則需要透過人的心思靈巧去安排「設」/“De”，才  

成以「設計/Design」。換言之，在「設計」中，人的心

思是不可缺的部分。要分辨一件好的設計作品，便要在

「設」/“De”的部分花功夫了。在「設」/“De”的部

分，則是審美的彰顯──談到審美，便離不開藝術了。

設計教育亦如是──不異視藝教育

談到有關設計與藝術的關係時，靳教授也指出：「其

實純藝術不會和設計割離，因為藝術包含審美，人的

審美觀則會影響各方面的創作。不論是以前的工藝，

或現在的現代設計，亦需要借鑑藝術的成果去應用於

設計上，或透過藝術洐生創意。如果要比較設計師的

水準，可看他的藝術水平有多高。所以只要讀設計     

的學生有藝術創作根底，亦有機會可創造偉大的設計

作品。」

理解到設計其實是其中一門的視覺藝術後，那麼「設

計教育」更加不應獨立於視覺藝術教育在學校裡成專

科。靳教授表示「視覺藝術課程應對各種類型的視覺

藝術也有涉獵，不應只以設計做主導。」即是視藝課

涉及設計類別的內容是好的，只要不忘設計的功能性

便可(上文提到的「計」及“sign”）。靳教授又以中

國工藝作例子，「例如從前中國不講設計講工藝，但

它們兩者的性質是類似的。工藝也是用藝術去創作，

去實用化，而工藝師則承傳藝術去表達審美。」

設計課並非「職業先修」

設計是學習審美的其中一門學科，靳教授提醒各位中

學視藝教師不要當設計成一門專業或以「職業先修」

的風格去教。在學校基礎課程裡，理想的課程應是    

啟發學生去選擇自己的路，藉著對設計的認識及解決

問題的方法，培養良好的視覺審美、表達能力及創    

意思維，引導他們無論做什麼也可用創新的態度去    

解決問題，並非學設計就等於要做設計師。靳教授     

提議教師可用這個問題入手：「設計怎樣可以令生活

更美？」。例如先教年青人審美，可透過欣賞設計作

品，去評釋這件作品怎樣呈示美。至於所選擇的作品

題材，可以選擇商業的作品，但需避免用功利的角度

去審視它的功能，例如避免討論作品可為公司帶來多

少年收益等評論，而應重點去討論其美，討論如何透

過美去傳達它的訊息。至於構思讓學生動手創作的設

計題目時，更應構思一些有關與日常生活、社會，人

文關懷有關的題目予學生創作。讓學生透過創作，去

關心生活、社會，甚至是解決生活的問題，這些課題

會來得較有意義。靳教授亦鼓勵各位學生「多用有創

意的方法去呈示，多運用手及描繪能力，不要靠太     

多的高科技，而是從基礎技巧去掌握審美的基礎或    

做型，追求獨特、新鮮的方法及過程。」

中華審美觀

若有留意靳教授的設計作品，不難發現有不少傑作    

都帶有中國藝術的韻味。這些具有傳統中國韻味的設

計，均可發現有其共同特徵：虛實、留白以及中國式

肌理。靳教授曾在他的著作《視覺傳達－設計實踐》

中以不同的設計例子具體闡明其中華審美觀，現各闡

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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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題目時，更應構思一些有關與日常生活、社會，人

文關懷有關的題目予學生創作。讓學生透過創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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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高科技，而是從基礎技巧去掌握審美的基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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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審美觀

若有留意靳教授的設計作品，不難發現有不少傑作    

都帶有中國藝術的韻味。這些具有傳統中國韻味的設

計，均可發現有其共同特徵：虛實、留白以及中國式

肌理。靳教授曾在他的著作《視覺傳達－設計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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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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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與留白

「設計中的正負形象，形象與空白背景的關係，都在視覺上造成虛實的空

間效果。太極圖就是虛實的空間表現，實則虛之，虛則實之，陰陽對補，

中國繪畫也常用餘白空間，亦是虛實構成的例子。」換言之，在中國傳統

美學中，虛與實是相輔相成的，虛可以「留白」來表現，但「白」並非指

「沒有」或「不存在」，中國審美觀的「虛」「白」可理解為一個空間，

任憑觀者自由想像物象在畫面空白位置馳騁。清代書家鄧石如說﹕「字畫

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當黑，奇趣乃出。」當中「計白當

黑」便是運用「虛實」的要訣。

中國式肌理

「任何形象的表面，都有其特徵，他可能是光滑的，或者是粗糙的；紋理

樸素的或具裝飾性的。有些可憑視覺可看見的，稱為視覺肌理；也可從觸

覺感應的，稱為觸覺肌理。視覺肌理可由眼睛看到，分為自然性、機械性

和裝飾性三種。觸覺肌理可由手撫摸感知的，又分為現成的、改造的與組

織的肌理三種。」靳教授在《視覺傳達－設計實踐》中簡單概括了肌理的

意思及不同的類別。設計者巧妙利用有一些富有中國韻味的元素及材質，併入設計中，形成中國式肌理。以下為一

些材質的例子及作品。

學生的設計「成品」──考試及比賽？

前文靳教授講解了有關學習設計基本的態度，亦提供了視藝課堂上可參考的學習例子(input)，難免會談到有關學生

成品或學生表現的層面(output)。曾有很多人問過靳教授：「怎樣看當今的設計科考試？」、「學生應否參加藝術

設計比賽？」靳教授也循循善誘地向我們講解他的觀點。

我們準備了一疊歷屆的DSE設計卷所選的設計例子圖片予靳教授過目，讓靳教授暸解當今中學生大概面對著什麼類

型的題目。以2016年卷2第1題1的圖片為例，靳教授在閱讀圖片時，他起首會先從作品的形式出發，繼而再閱讀其

涵意。例如這兩幅圖均是從鳥瞰的角度拍攝一杯咖啡，但其中最大的分別便是有雙手在捧著咖啡。靳教授觀察到咖

啡中的圖案各有不同：其中一杯像喇叭，另外一杯像Wi-Fi訊號。其後靳教授讀到像喇叭的咖啡圖案底下有售賣喇叭

的文字訊息，於是這張平面設計的意涵便立即不言而喻。另一杯像Wi-Fi訊號的咖啡底下有著像寫著WiFi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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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埭強教授，1942年生於廣東番禺，1967年開始從事設計工作，屢獲獎項。1976年創辦

設計公司，作品受高度評價，成為馳名中外的設計師。靳氏曾在本港及國際設計競賽中獲奬

無數，作品亦經常在海外各地展出，並獲國際權威設計刊物作專題介紹。

靳氏熱心藝術教育及專業推展的工作，經常在本港及大中華多間院校授課及赴海外演講，  

出任本港及國際設計組織的顧問和比賽評判等。現時是香港設計師協會資深會員、比利時國

際商標中心榮譽大使、國際平面  設計聯盟AGI會員、中國設計年鑒副主編、北京中央美術學

院客座教授、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客座教授、西安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客座教授、崑山科技大學客座教授、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顧問及香港藝術館榮譽顧問等。靳氏又致力寫作，曾出版多本設計專論，包括：《平面設計實踐》、

《商業設計藝術》、《物我融情－靳埭強海報選集》及《中國平面設計書系》等。2003年，汕頭大學邀請靳氏協助籌辦長

江藝術與設計學院，並擔任該學院院長，進一步致力大中華當代設計教育的改革事業。

「這是一所咖啡店有提供WiFi的意思嗎? 」 細心的他立即找來放大鏡閱讀

那些小字，以確認有關訊息。「真正的試卷的圖片比例也是這麼小嗎?」

靳教授一矢中的。於是我們給該題目的解題予靳教授參考，靳教授閱讀  

過後，認為當局要求考生從視覺形式上去應對有關「分析、詮釋」尚算  

合理，只要前提有清晰的作品背景資料予考生，至於「評價」，這樣就較

難說了，以同一條題目為例，這兩幅同以咖啡作主題的平面廣告設計，  

「最明顯的分別是賣喇叭的那一幅有雙手，從聯想手掌心捧著杯而所感  

受到的溫熱，可說這一幅的確較有人性參與的感覺。可是這一定便是較  

『好』的嗎?」

當局選擇以費爾德曼(Felderman)四階段評賞模式來作設計試卷評賞題非全

然徒勞無功，可是必須注意要提供合理及清晰的作品背景資料，要理解考

生再閱讀其設計題目時並非見其實物，平面設計的題目內容仍較易處理，

至於包裝、時裝、家品等立體設計題目，清晰的作品背景資料至關重要。

另外，所選的設計例子也應考慮到「評價」一題應用於其設計作品是否有

其必要性。

至於談到學生應否參與藝術設計比賽問題，靳教授則表示「不反對比賽，

比賽是一個機會，是一個平台可發揮所長，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去觀摩其

他同學，若學生能理解專業評審的選擇，便會明白其作品的好與壞，從中

學習。我自己從後生到現在都沒有停過參加比賽，當然每個年代的審美觀

也有點不同。比賽可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呢！」

退而不休，設計「施」教

靳教授可謂設計界的一代宗師，即使退休後，仍孜孜不倦參與教學、演  

講、課程設計、著書等工作，把他數十年寶貴的實戰經驗與領悟承傳下  

去。短短一席間，又怎可詳錄靳教授的所思所想呢？本文望能提綱揭領，

請來業界設計家靳教授，啟發讀者重新思考設計教育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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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DUCATION IN THEATRE ARTS    
Text and Photo Provided by : Professor Donato Moreno

Design, by definition, is a plan. Theatre design is also a 

plan of action, one in which the collaborative dimension 

is as critical as the concrete result. Design today denotes 

the realization of something that is both useful and 

aesthetically pleasing.  In the theatre arts, desig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 dynamic, which not only addresses 

the proposals that attempt to resolve a multitude of 

competing production factors, but also seeks to achieve 

a coherent and satisfactory experience for the practi-

tioners and for audience members alike. Given that 

theatre design is utilitarian by nature, as it has an express 

purpose, it can be considered Art only in a broad sense. 

However, because the various processes begin with an 

exploratory phase that has no clear, pre-determined 

conclusion, design can be said to be “creative” and not 

merely technical. As in all of the fine and performing arts, 

technique, or level of skill, matters, but in the theatre 

design fields the content is as critical as the execution.       

Stage and furniture design : The Hong Kong Handover of Sovereignty Ceremony 1997. HKCEC.

The temporary stage in the Grand Hall.

The fluency with which one expresses an idea renders it 

at once intelligible and expressive. In the end success in 

the theatre is measured by the cogency with which 

complex thoughts are communicated by visual as well as 

auditory means.

Currently, there are five areas in theatre design: scene 

design, costume design, lighting design, sound design, 

and, most recent, digital imagery design. Each has layers 

of support from both the technology and the manage-

ment structures. The designer in each case is a nexus 

who channels the aims of the creative and interpretive 

half of a production to thos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echnical and logistical wing. That is to say, designers 

must imagine and invent even as they weigh the multi-

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shape their designs. 

The dreamer-as-pragmatist brings us back to the core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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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DUCATION IN THEATRE ARTS    

Stage and furniture design : The Macau Handover Ceremony 1999.

The stage in the temporary Handover Pavilion on the gardens of the Macau Cultural Centre.

The scene designer (also, stage designer, set designer, 

scenographer) is the one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a production. This “playing 

area” for the actor, dancer, or singer can be transformed 

by a simple décor or can become a space that is in 

perpetual mo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e the look 

minimalistic or ornate, from a single or unit set to one of 

choreographed multi-scene changes. The designer is 

charged with delivering the plans for the proposed 

solution, requiring a package of technical drawings, or 

precise architectural drafting, 3-D model boxes to scale, 

painter’s elevations, and furniture and properties details 

into the hands of the three principal workshops: 

construction (carpentry and welding), scenic art        

(painting and surface finishes), and stage properties 

(furnishings, dressings, and specialty items).

The costume designer provides the garments,  or 

vestments, for the performers. Any apparel tha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body, be it clothing, accessories, 

armour, mask, millinery, and wig and makeup, comes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designer. The designer 

presents a costume rendering, or illustration, for each 

change in a given character’s wardrobe, including fabric 

samples, as well as diagrams and visual research for 

reference, to the departments within the costume work-

shop. In addition to revealing and enhancing the individ-

ual character, the designs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lation-

ship of each personage in the cast (dramatis personae) to 

the whole ensemble, as such, composing the juxtaposi-

tions of the performers as they move through the action. 

Interpretational issue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class, time 

and place, season and condition, consideration of 

relative importance of a role or of a desired dramatic 

effect,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movements and the 

‘wear-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stume—all of 

藝 術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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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nd Costume Design : Scrooge the Musical. The Mechanical Ballerina dances for the Steadfast Tin 

Soldier as other toys and townspeople watch before the Giant Cornucopia. HKRep, 2009.  

Set design

these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vising the designer’s 

costume plot or wardrobe inventory.

The lighting designer, logically, is the one who illumi-

nates the performance space. The idea that this designer 

was another creative contributor, and not just an electri-

cian at the call of the stage designer, underwent a trans-

formation as the uses of stage lighting for expressive 

purposes grew, and indeed continue to grow as the 

technologies have advanced. Lighting, like music, has 

the power to affect human responses that might have 

little to do with cognizance or reason. As a composer 

might score a film, the designer composes sequences 

and movements, and literally clarifies the underlying 

themes of a complex piece as determined by the flow of 

a production. As a medium, light enjoys the attributes of 

all the other arts: composition, mood, focus, intensity, a 

colour palette, pattern, texture, and in this case move-

ment. As with the other designers, considerations of 

venue, equipment, time, and budget are essential parts 

of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design. A design plot, or 

plan, will begin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very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production, be it a dance, drama, opera, 

musical, etc., as the designer consider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 sound designer faces many of the very decisions that 

inform the visual areas. Yes, performances may call for 

specific sound effects—a musical theme, a gunshot, an 

ambient quality, off-stage voices or activity, an echo, etc., 

but these are inter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a total audial 

construct. The direction, the volume, the tonal qualities, 

the compositional textures are essenti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designer’s assessment of the venue and its acous-

tical possibilities. In a musical performance, the modula-

tions, the amplifications, and the vocal nuances are then 

monitored by the sound engineers as they respond to 

the live action on stage, just as lighting adjusts its estab-

lished cues to the fluctuations on stage. 

Designers of digital imagery (DI) and computer-generat-

ed imagery (CGI),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New 

藝 術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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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nd Costume Design :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Act III. The Red Garden Room. HKRep 2004.

Set design

Media, are not entirely new to theatre design. Photo-

graphic projection, “rear-screen” or “front” on a limited 

or grand scale, has been available to the theatre designer 

in some form for many decades. The designer contracted 

to produce these increasingly complex visual effects for 

the stage works closely with both the stage designer and 

the lighting designer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stage 

picture.” As such, large scenic backdrops have become 

rarer as designers opt for more of these techniques, 

which include fixed or moving imagery. Indeed, comput-

ers have been used to “paint” scenery pointillisticly, 

eliminating the scenic artist’s hand. As with the other 

design fields,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design medium with 

the others and with the performer on stage is the key. Of 

particular note here is the role which the new digital 

imagery is playing in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non-text-based theatre in which the verbal argument 

plays a subsidiary part to the visual poetry.

How does one train in order to assume any of the key 

staff positions outlined above? The paths to educating a 

theatre designer can be reduced to the following 

options:

Self-teaching. An individual can break out on his own 

and expand and develop a personal talent, inspired 

perhaps by an experience, and by trial-and-error arrive at 

a satisfying artistic destination. 

The guild system. On-the-job training continues to be a 

choice for a beginner. Advancing from apprentice to 

journeyman and, ultimately, to master of his art or craft 

was, until recently, the way into a profession. Nepotism 

was an accepted practice in the theatre professions; 

family and friends were absorbed into the syndicates, or 

unions, that nurtured and protected young talents in 

their employ.

Conservatory, institute or academy. Institutions special-

ize in practical vocational training that streamline a 

student’s path in a declared specialty, usually in concen-

trated school terms. Student can choose to continu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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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education further or commence the practice at an 

entry level with a diploma or certificate in hand.

Tertiary and advanced institutions. Degree-granting 

programmes have grown in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theatre design opportunities as demand increases. 

Universities can house both theatre departments within 

larger liberal arts schools and, simultaneously, so-called 

professional theatre training programmes with curricula 

that do not require a comparable number of general 

studies credits for graduation.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seemingly took as a template the first 

publicly funded US institution of its kind,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Schools of the Arts, which established 

the idea of five schools under one roof: Music, Dance, 

Drama, Design & Production, and Film/TV. (Due to British 

norms at the time, it took the HKAPA almost twenty 

years after its founding to institute the bachelor’s 

degree; and it took it another decade before it began to 

organize the master of fine arts degree.) 

The demands put upon the professional theatre              

designer almost require a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in 

every field in the performing arts mature, and are 

prepared to practice their art, at different ages. For 

example, there can be musical prodigies, good child 

actors, dancers who reach their prime from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craftsmen and managers who can 

be fully competent professionals soon after finishing 

their initial training. Designers, on the other hand, take 

longer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their lives and their art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need to excel on several levels.

As with every endeavor, the first steps in developing a 

young mind begins with simple exposure to an idea or 

an activity. The next step is demonstration, letting the 

student see how something is done. The third is instruc-

tion, guiding the student through the process. The last is 

repetition, having a student perform an action again and 

again until it becomes “natural.” 

In theatre design, there are the three pillars of                   

specialization:

The classroom. This is where the mind and the               

imagination can be awakened and can evolve. It is the 

platform for reading and analyzing texts, doing research, 

understanding cultures, literature, and histories.

The studio. This is the laboratory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student’s interpretational point-of-view is coupled with 

technique.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exercising 

self-discipline, and developing articulateness and          

confidence, these drive and are supported by the skill 

sets, such as the fine arts and computer studies, as well 

as the crafts. The student is exposed to the different uses 

of the stage through time and is allowed to experiment 

with solutions to various technical challenges.

Professor Donato Moreno, American stage designer and teacher, received his BA in the Fine Arts from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in 1967. He received the MFA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in 1982 after his initial studies 

in theatre design at the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 Arts from 1973-75. After teaching at Cornell and Ithaca 

College from 1980-84, he taught at the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the Arts in Winston-Salem until 1995. From 1995 

until 2005, he was Head of Theatre & Film Design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HKAPA). He was 

the chief stage designer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Handover Ceremony 1997 and the Macau Handover 

Ceremony 1999. From 2005 until 2014 he was Professor of Design at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where 

he will return in 2018. He is currently an Artist-In-Residence at the HKAPA. 

藝 術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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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centricities of a Nightingale. Three small town aesthetes 

gather for a club meeting in Alma’s house. HKRep 2003.

Costume design

The Importance of Beign Earnest, Act I. John Worthing 

proposes to Gwendolen Fairfax in Algy’s sitting Room in 

London. HKRep 2004.

Set, costume, lighting design

of                   

The stage. This is the arena in which the student faces  

the pressures of responsibility. Mounting an actual stage 

production, working with others, is the ultimate class-

room in theatre studies. The student is monitored 

through increasingly demanding tasks and expectations, 

from stagehand to key design credits. Intelligence, 

originality, prowess, self-sufficiency and compatibility 

are the goal.

Theatre�photos�credits: Hong Kong Repertory�Theatre

1) The Eccentricities of A Nightingale (2003): Mr Cheung Chi Wai

2)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2004): Mr Lui To Yin

3) Scrooge the Musical (2009) : Keith @ Hiro Graphics, Mr Cheung Wai L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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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學生把實地的觀察記錄下來，把視覺資料進行整理分析。

藝 術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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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說：我想學設計，因為我喜歡學校的視覺藝

術科、喜歡畫畫和創作，希望成為創作人，更希望升

讀中大的藝術系，或到理大讀設計，甚或到城大讀創

意媒體科。若讀藝術，我以興趣出發，追求美和個人

的創作理想，這也許比較自由。但讀設計卻較實用，

較容易說服父母，也較易找到工作⋯⋯讀創意媒體也

好，大概都跟創作有關，或者將來在社交媒體工作。

如讀設計，考進著名的理大設計學院最好。據說沒有

修讀視覺藝術科乃可報讀理大的設計課程，所以競爭

頗大；我有修讀並熱愛視藝科，希望較有勝數，但一

切都要看DSE的成績才可多說。

視覺藝術科老師說：學生應該按自己的興趣選科。

若選修視覺藝術科，不單學會創作的基本手法和原    

理，如色彩學、構圖學、字體學⋯⋯還有觀察和素描

的技巧等等。這對繪畫或平面和立體設計，甚至其他

類形的藝術創作都有幫助。你還可學到藝術和設計的

歷史文化、認識近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家，並學習評論

作品。做視覺藝術科的「校本習作」也考驗大家設定

計劃、發掘資料、構思主題、圖像和內容，進而試驗

創作的能力；最實際還可為自己準備好作品集，將    

來要報考大學的藝術、設計或創意媒體本科，可會有

用。報讀這些科目，大多要面試，它們收生不單看DSE

的成績，還要你提交作品集。作品集可呈現學生的思

維態度、創作熱誠、個人興趣、對日常事物的觀察力

和認知，從中可衡量學生的創意潛質。

家長說：讀書可追求理想，但最終都要面對找工作的

實際問題。做合意的工作，你就可發揮所學，貢獻社

會，而且可以賺錢，自立生活，將來成家立室，養育

子女。要為未來的生活和生涯鋪路，就要準備好自己

的學養和學歷。去找有前(錢)途的工作。至於大專要學

「藝術」，找工作未必容易。設計也許好些，大概    

有不同的工作選擇；如時裝設計、室內設計、廣告     

設計、珠寶設計等。都是有機會發揮創意和審美眼光

的工作，但不知設計師的收入理想不理想，可能要成

名才會利就。喜歡視藝科沒問題，但若你主科的成績

都好，升學的選擇就自然多；到時再想清楚自己的興

趣和專長，才決定報讀什麼也可。

學生、老師、家長對「設計教育」的想像或認知，很

自然都是「瞎子摸象」般，很難說得清楚；甚至在教

育界，對何謂學設計、學設計要學些什麼、它與視覺

藝術科如何分野，都爭辯不休；即使在學術界的意見

也莫衷一是。究竟「設計教育」是什麼? 在大學讀設計

是學設計梳子、椅子、燈飾、日用品⋯⋯還是學設計

其他更有價值的東西呢？

設計教授說：讀設計，你將學會設計日用的東西，   

但你還要為未來而設計；去想像更環保、更可持續     

發展和更理想的生活方式；透過設計去改善，或改變

現狀。然而，即使讀了設計，亦不一定能把所有東西

都設計出來，遑論所謂「更有價值」的東西。由於每

種設計都牽涉很多專門的知識和技術；長遠來說，還

要待你投入某個專業設計範疇，才會慢慢掌握不同東

西或事物的設計手法。但撇開太專門的講法，所謂學

設計，基本可分四大範疇：一) 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二) 學設計思維；三) 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四) 學

設計的落實過程。

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所謂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就是把東西設計出來   

(包括日用器物、工具、系統，甚至服務等)，並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令別人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善–如更舒適

美觀、更便捷、更環保、更安全等。你要整理頭髮，

就有人設計梳子、風筒、髮夾；你要打扮，就有人設

計衣履首飾；要燒飯，就有人設計煮食用具；要宣傳

一件貨品、或一齣歌劇，就要有人設計展示會、海報

或其他的宣傳形式(如在網站、社交媒體章貼圖文等)；

要裝璜家居，就要決定材料和顏色、家俬的佈局；就

要有人設計家具、有人作擺設的決定。有需要，就有

設計的想像和決定。無論在衣、食、住、行或工商業

的層次，「設計」都派上用場。但設計還有「人文」

方面的應用，例如設計教學用具、醫療儀器、傷健設

施、倡議共融的宣傳、公共場所等等。其實設計的應

用無遠弗屆，甚至可促成對未來生活方式的集體想像

和變革–像熱話中「智能城市的設計」。學設計，就

是學習把設計出來的東西有益有建設性地融入人們的

生活當中，由日常工商業的操作，到更適時的社會發

展模式等–如為老齡社會而設計。這就衍生了很多設

計課程，如廣告設計、傳意設計、產品設計、環境及

室內設計、展覽設計、玩具設計、互動媒體設計、公

共設施設計、服務設計，甚至社會創新設計等等⋯⋯    

林林總總，不能盡錄。但所有專業設計的教育，都在

乎實際的應用，並同時想像更美好的可能，是一門想

像與實踐並重的學科。

設計思維

其次就是學「設計思維」。須要注意的是，設計思維

不單止是創意思維；也不該是一般人所說「天馬行空

之創意」培養。從上述例子可見，要設計就要按不    

同的實際條件作決定。要作正確而且有益有意義的決

定，就要認識人的需要；要關注用家或顧客的習性和

感受，並且按不同的功能要求和資源條件–人力、    

時間、物資、資金等而設計。這意味設計師要有人文

關懷和視野，要了解實際狀況，要有提出方案，以    

及執行計劃的能力。要做到這點，就首先要學懂做研

究；要從用家、各持份者或合作單位的角度看問題。

像要設計家居或公共設施，甚或一些家庭電器，你總

不能閉在工作室畫設計圖；你一定要學懂觀察人在特

定處境的行為，他們的文化習慣和真正需要，才能釐

清問題，再以細緻的眼光和分析力來構思設計的方向 

(Fig.1)。學懂「設計思維」即學會思考人與事物間之關

係，有能力從別人以及特定社會處境 (social context)，

如：社區、環保、可持續發展等角度，思考設計的利

弊和進路。這當然牽涉廣泛的知識吸收和應用，也有     

特定的「方法學」。設計的思考是開放而富彈性的；   

設計師須依據實況而做觀察和分析，事事都要實驗和

驗證，但又不離實用的想像–在種種實際條件和框架

下找出創新的可能。設計思維是多元、開放、科學、

又富想像力的思維，也許其他學科不會刻意培養。

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

第三就是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設計不止     

於提供紙上方案(written proposal)；所有建議都須要切

實執行出來，由無變有。於是設計師要利用不同的媒

介來表達設計的構想，從草圖(s k e t c h )到構想圖        

(visualization)到實物模型(prototype)，都具呈現想法的

作用；再拿着構想的雛型跟用家或客戶溝通，一步步

地修正設計的細節(Fig.2)。從開始構思、到修正、到落

實設計，以至到後期的生產方案，都要經過一連串呈

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現和討論的過程。因此，學懂運用不同的媒介        

(medium)來創造和表達構想都很重要。若設計跟視藝

科接近，主要是它們都運用同樣的媒介和視覺原理來

創作。繪描、畫圖、攝影、錄像和運用不同塑材(如  

泥、紙、木、膠、金屬) 來製作 (模型和圖像等)，都是

必要的技術；由於科技更新，今天還會用上不同的電

腦軟件和科技 (如3D打印、電腦剪片、編寫程式) 來製

作呢。這都是透過各類媒介來表達和落實「設計」的

基本學習。

設計的落實過程

最後就要經歷「設計的落實過程」。乾有設計的意     

念、草圖或模型，還未成為人們生活當中的設計。設

計構想須要落實，設計品也要製造和生產出來。所謂

落實設計，就是以特定的媒介和形式跟別人溝通 (如廣

告或宣傳刋物、書刋、展覽等)或給人應用；這包羅各

類東西或系統，如各樣日用品、服裝、路標、交通工

具、或公共設施。設計能擴散至社會各層面，才算是

有用或成功的設計。很多其他學科都傾向紙上談兵，

完成考試或撰寫了論文或報告便完成學習。設計卻要

求學生把構思實踐出來，拿着構想實地驗證；再評估  

效果，以作修正，令設計達至預期的社會效用。設計

師有點像翻譯員，把構想演繹成現實操作。因此工商

界、科技、教育、社福界，以至各行各業都須要跟設

計師合作，令意念成真。設計不是天馬行空的創作，

而是一種實踐的方式。從發現問題到理解實況、到意

念開拓、到設計原型之驗證、到修正、到具體生產的

預算和統籌、到實地應用、到社會效果或後遺症 (如過

度包裝問題) 的評估等等，都是學習落實設計的歷程。

學生走進設計學院，就可從不同科目中經歷這些實際

的設計過程，從中學會以細緻多元的角度思考，用    

「以人為本」的態度和不過度耗廢資源的原則來想像

和創造，用恰當的媒介和技術來呈現和落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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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說：我想學設計，因為我喜歡學校的視覺藝

術科、喜歡畫畫和創作，希望成為創作人，更希望升

讀中大的藝術系，或到理大讀設計，甚或到城大讀創

意媒體科。若讀藝術，我以興趣出發，追求美和個人

的創作理想，這也許比較自由。但讀設計卻較實用，

較容易說服父母，也較易找到工作⋯⋯讀創意媒體也

好，大概都跟創作有關，或者將來在社交媒體工作。

如讀設計，考進著名的理大設計學院最好。據說沒有

修讀視覺藝術科乃可報讀理大的設計課程，所以競爭

頗大；我有修讀並熱愛視藝科，希望較有勝數，但一

切都要看DSE的成績才可多說。

視覺藝術科老師說：學生應該按自己的興趣選科。

若選修視覺藝術科，不單學會創作的基本手法和原    

理，如色彩學、構圖學、字體學⋯⋯還有觀察和素描

的技巧等等。這對繪畫或平面和立體設計，甚至其他

類形的藝術創作都有幫助。你還可學到藝術和設計的

歷史文化、認識近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家，並學習評論

作品。做視覺藝術科的「校本習作」也考驗大家設定

計劃、發掘資料、構思主題、圖像和內容，進而試驗

創作的能力；最實際還可為自己準備好作品集，將    

來要報考大學的藝術、設計或創意媒體本科，可會有

用。報讀這些科目，大多要面試，它們收生不單看DSE

的成績，還要你提交作品集。作品集可呈現學生的思

維態度、創作熱誠、個人興趣、對日常事物的觀察力

和認知，從中可衡量學生的創意潛質。

家長說：讀書可追求理想，但最終都要面對找工作的

實際問題。做合意的工作，你就可發揮所學，貢獻社

會，而且可以賺錢，自立生活，將來成家立室，養育

子女。要為未來的生活和生涯鋪路，就要準備好自己

的學養和學歷。去找有前(錢)途的工作。至於大專要學

「藝術」，找工作未必容易。設計也許好些，大概    

有不同的工作選擇；如時裝設計、室內設計、廣告     

設計、珠寶設計等。都是有機會發揮創意和審美眼光

的工作，但不知設計師的收入理想不理想，可能要成

名才會利就。喜歡視藝科沒問題，但若你主科的成績

都好，升學的選擇就自然多；到時再想清楚自己的興

趣和專長，才決定報讀什麼也可。

學生、老師、家長對「設計教育」的想像或認知，很

自然都是「瞎子摸象」般，很難說得清楚；甚至在教

育界，對何謂學設計、學設計要學些什麼、它與視覺

藝術科如何分野，都爭辯不休；即使在學術界的意見

也莫衷一是。究竟「設計教育」是什麼? 在大學讀設計

是學設計梳子、椅子、燈飾、日用品⋯⋯還是學設計

其他更有價值的東西呢？

設計教授說：讀設計，你將學會設計日用的東西，   

但你還要為未來而設計；去想像更環保、更可持續     

發展和更理想的生活方式；透過設計去改善，或改變

現狀。然而，即使讀了設計，亦不一定能把所有東西

都設計出來，遑論所謂「更有價值」的東西。由於每

種設計都牽涉很多專門的知識和技術；長遠來說，還

要待你投入某個專業設計範疇，才會慢慢掌握不同東

西或事物的設計手法。但撇開太專門的講法，所謂學

設計，基本可分四大範疇：一) 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二) 學設計思維；三) 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四) 學

設計的落實過程。

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所謂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就是把東西設計出來   

(包括日用器物、工具、系統，甚至服務等)，並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令別人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善–如更舒適

美觀、更便捷、更環保、更安全等。你要整理頭髮，

就有人設計梳子、風筒、髮夾；你要打扮，就有人設

計衣履首飾；要燒飯，就有人設計煮食用具；要宣傳

一件貨品、或一齣歌劇，就要有人設計展示會、海報

或其他的宣傳形式(如在網站、社交媒體章貼圖文等)；

要裝璜家居，就要決定材料和顏色、家俬的佈局；就

要有人設計家具、有人作擺設的決定。有需要，就有

設計的想像和決定。無論在衣、食、住、行或工商業

的層次，「設計」都派上用場。但設計還有「人文」

方面的應用，例如設計教學用具、醫療儀器、傷健設

施、倡議共融的宣傳、公共場所等等。其實設計的應

用無遠弗屆，甚至可促成對未來生活方式的集體想像

和變革–像熱話中「智能城市的設計」。學設計，就

是學習把設計出來的東西有益有建設性地融入人們的

生活當中，由日常工商業的操作，到更適時的社會發

展模式等–如為老齡社會而設計。這就衍生了很多設

計課程，如廣告設計、傳意設計、產品設計、環境及

室內設計、展覽設計、玩具設計、互動媒體設計、公

共設施設計、服務設計，甚至社會創新設計等等⋯⋯    

林林總總，不能盡錄。但所有專業設計的教育，都在

乎實際的應用，並同時想像更美好的可能，是一門想

像與實踐並重的學科。

設計思維

其次就是學「設計思維」。須要注意的是，設計思維

不單止是創意思維；也不該是一般人所說「天馬行空

之創意」培養。從上述例子可見，要設計就要按不    

同的實際條件作決定。要作正確而且有益有意義的決

定，就要認識人的需要；要關注用家或顧客的習性和

感受，並且按不同的功能要求和資源條件–人力、    

時間、物資、資金等而設計。這意味設計師要有人文

關懷和視野，要了解實際狀況，要有提出方案，以    

及執行計劃的能力。要做到這點，就首先要學懂做研

究；要從用家、各持份者或合作單位的角度看問題。

像要設計家居或公共設施，甚或一些家庭電器，你總

不能閉在工作室畫設計圖；你一定要學懂觀察人在特

定處境的行為，他們的文化習慣和真正需要，才能釐

清問題，再以細緻的眼光和分析力來構思設計的方向 

(Fig.1)。學懂「設計思維」即學會思考人與事物間之關

係，有能力從別人以及特定社會處境 (social context)，

如：社區、環保、可持續發展等角度，思考設計的利

弊和進路。這當然牽涉廣泛的知識吸收和應用，也有     

特定的「方法學」。設計的思考是開放而富彈性的；   

設計師須依據實況而做觀察和分析，事事都要實驗和

驗證，但又不離實用的想像–在種種實際條件和框架

下找出創新的可能。設計思維是多元、開放、科學、

又富想像力的思維，也許其他學科不會刻意培養。

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

第三就是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設計不止     

於提供紙上方案(written proposal)；所有建議都須要切

實執行出來，由無變有。於是設計師要利用不同的媒

介來表達設計的構想，從草圖(s k e t c h )到構想圖        

(visualization)到實物模型(prototype)，都具呈現想法的

作用；再拿着構想的雛型跟用家或客戶溝通，一步步

地修正設計的細節(Fig.2)。從開始構思、到修正、到落

實設計，以至到後期的生產方案，都要經過一連串呈

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藝 術 焦 點

現和討論的過程。因此，學懂運用不同的媒介        

(medium)來創造和表達構想都很重要。若設計跟視藝

科接近，主要是它們都運用同樣的媒介和視覺原理來

創作。繪描、畫圖、攝影、錄像和運用不同塑材(如  

泥、紙、木、膠、金屬) 來製作 (模型和圖像等)，都是

必要的技術；由於科技更新，今天還會用上不同的電

腦軟件和科技 (如3D打印、電腦剪片、編寫程式) 來製

作呢。這都是透過各類媒介來表達和落實「設計」的

基本學習。

設計的落實過程

最後就要經歷「設計的落實過程」。乾有設計的意     

念、草圖或模型，還未成為人們生活當中的設計。設

計構想須要落實，設計品也要製造和生產出來。所謂

落實設計，就是以特定的媒介和形式跟別人溝通 (如廣

告或宣傳刋物、書刋、展覽等)或給人應用；這包羅各

類東西或系統，如各樣日用品、服裝、路標、交通工

具、或公共設施。設計能擴散至社會各層面，才算是

有用或成功的設計。很多其他學科都傾向紙上談兵，

完成考試或撰寫了論文或報告便完成學習。設計卻要

求學生把構思實踐出來，拿着構想實地驗證；再評估  

效果，以作修正，令設計達至預期的社會效用。設計

師有點像翻譯員，把構想演繹成現實操作。因此工商

界、科技、教育、社福界，以至各行各業都須要跟設

計師合作，令意念成真。設計不是天馬行空的創作，

而是一種實踐的方式。從發現問題到理解實況、到意

念開拓、到設計原型之驗證、到修正、到具體生產的

預算和統籌、到實地應用、到社會效果或後遺症 (如過

度包裝問題) 的評估等等，都是學習落實設計的歷程。

學生走進設計學院，就可從不同科目中經歷這些實際

的設計過程，從中學會以細緻多元的角度思考，用    

「以人為本」的態度和不過度耗廢資源的原則來想像

和創造，用恰當的媒介和技術來呈現和落實設計。



Fig.2：透過草圖，設計師跟工匠一起商議和修正設

計構想。

中學生說：我想學設計，因為我喜歡學校的視覺藝

術科、喜歡畫畫和創作，希望成為創作人，更希望升

讀中大的藝術系，或到理大讀設計，甚或到城大讀創

意媒體科。若讀藝術，我以興趣出發，追求美和個人

的創作理想，這也許比較自由。但讀設計卻較實用，

較容易說服父母，也較易找到工作⋯⋯讀創意媒體也

好，大概都跟創作有關，或者將來在社交媒體工作。

如讀設計，考進著名的理大設計學院最好。據說沒有

修讀視覺藝術科乃可報讀理大的設計課程，所以競爭

頗大；我有修讀並熱愛視藝科，希望較有勝數，但一

切都要看DSE的成績才可多說。

視覺藝術科老師說：學生應該按自己的興趣選科。

若選修視覺藝術科，不單學會創作的基本手法和原    

理，如色彩學、構圖學、字體學⋯⋯還有觀察和素描

的技巧等等。這對繪畫或平面和立體設計，甚至其他

類形的藝術創作都有幫助。你還可學到藝術和設計的

歷史文化、認識近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家，並學習評論

作品。做視覺藝術科的「校本習作」也考驗大家設定

計劃、發掘資料、構思主題、圖像和內容，進而試驗

創作的能力；最實際還可為自己準備好作品集，將    

來要報考大學的藝術、設計或創意媒體本科，可會有

用。報讀這些科目，大多要面試，它們收生不單看DSE

的成績，還要你提交作品集。作品集可呈現學生的思

維態度、創作熱誠、個人興趣、對日常事物的觀察力

和認知，從中可衡量學生的創意潛質。

家長說：讀書可追求理想，但最終都要面對找工作的

實際問題。做合意的工作，你就可發揮所學，貢獻社

會，而且可以賺錢，自立生活，將來成家立室，養育

子女。要為未來的生活和生涯鋪路，就要準備好自己

的學養和學歷。去找有前(錢)途的工作。至於大專要學

「藝術」，找工作未必容易。設計也許好些，大概    

有不同的工作選擇；如時裝設計、室內設計、廣告     

設計、珠寶設計等。都是有機會發揮創意和審美眼光

的工作，但不知設計師的收入理想不理想，可能要成

名才會利就。喜歡視藝科沒問題，但若你主科的成績

都好，升學的選擇就自然多；到時再想清楚自己的興

趣和專長，才決定報讀什麼也可。

學生、老師、家長對「設計教育」的想像或認知，很

自然都是「瞎子摸象」般，很難說得清楚；甚至在教

育界，對何謂學設計、學設計要學些什麼、它與視覺

藝術科如何分野，都爭辯不休；即使在學術界的意見

也莫衷一是。究竟「設計教育」是什麼? 在大學讀設計

是學設計梳子、椅子、燈飾、日用品⋯⋯還是學設計

其他更有價值的東西呢？

設計教授說：讀設計，你將學會設計日用的東西，   

但你還要為未來而設計；去想像更環保、更可持續     

發展和更理想的生活方式；透過設計去改善，或改變

現狀。然而，即使讀了設計，亦不一定能把所有東西

都設計出來，遑論所謂「更有價值」的東西。由於每

種設計都牽涉很多專門的知識和技術；長遠來說，還

要待你投入某個專業設計範疇，才會慢慢掌握不同東

西或事物的設計手法。但撇開太專門的講法，所謂學

設計，基本可分四大範疇：一) 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二) 學設計思維；三) 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四) 學

設計的落實過程。

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所謂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就是把東西設計出來   

(包括日用器物、工具、系統，甚至服務等)，並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令別人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善–如更舒適

美觀、更便捷、更環保、更安全等。你要整理頭髮，

就有人設計梳子、風筒、髮夾；你要打扮，就有人設

計衣履首飾；要燒飯，就有人設計煮食用具；要宣傳

一件貨品、或一齣歌劇，就要有人設計展示會、海報

或其他的宣傳形式(如在網站、社交媒體章貼圖文等)；

要裝璜家居，就要決定材料和顏色、家俬的佈局；就

要有人設計家具、有人作擺設的決定。有需要，就有

設計的想像和決定。無論在衣、食、住、行或工商業

的層次，「設計」都派上用場。但設計還有「人文」

方面的應用，例如設計教學用具、醫療儀器、傷健設

施、倡議共融的宣傳、公共場所等等。其實設計的應

用無遠弗屆，甚至可促成對未來生活方式的集體想像

和變革–像熱話中「智能城市的設計」。學設計，就

是學習把設計出來的東西有益有建設性地融入人們的

生活當中，由日常工商業的操作，到更適時的社會發

展模式等–如為老齡社會而設計。這就衍生了很多設

計課程，如廣告設計、傳意設計、產品設計、環境及

室內設計、展覽設計、玩具設計、互動媒體設計、公

共設施設計、服務設計，甚至社會創新設計等等⋯⋯    

林林總總，不能盡錄。但所有專業設計的教育，都在

乎實際的應用，並同時想像更美好的可能，是一門想

像與實踐並重的學科。

設計思維

其次就是學「設計思維」。須要注意的是，設計思維

不單止是創意思維；也不該是一般人所說「天馬行空

之創意」培養。從上述例子可見，要設計就要按不    

同的實際條件作決定。要作正確而且有益有意義的決

定，就要認識人的需要；要關注用家或顧客的習性和

感受，並且按不同的功能要求和資源條件–人力、    

時間、物資、資金等而設計。這意味設計師要有人文

關懷和視野，要了解實際狀況，要有提出方案，以    

及執行計劃的能力。要做到這點，就首先要學懂做研

究；要從用家、各持份者或合作單位的角度看問題。

像要設計家居或公共設施，甚或一些家庭電器，你總

不能閉在工作室畫設計圖；你一定要學懂觀察人在特

定處境的行為，他們的文化習慣和真正需要，才能釐

清問題，再以細緻的眼光和分析力來構思設計的方向 

(Fig.1)。學懂「設計思維」即學會思考人與事物間之關

係，有能力從別人以及特定社會處境 (social context)，

如：社區、環保、可持續發展等角度，思考設計的利

弊和進路。這當然牽涉廣泛的知識吸收和應用，也有     

特定的「方法學」。設計的思考是開放而富彈性的；   

設計師須依據實況而做觀察和分析，事事都要實驗和

驗證，但又不離實用的想像–在種種實際條件和框架

下找出創新的可能。設計思維是多元、開放、科學、

又富想像力的思維，也許其他學科不會刻意培養。

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

第三就是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設計不止     

於提供紙上方案(written proposal)；所有建議都須要切

實執行出來，由無變有。於是設計師要利用不同的媒

介來表達設計的構想，從草圖(s k e t c h )到構想圖        

(visualization)到實物模型(prototype)，都具呈現想法的

作用；再拿着構想的雛型跟用家或客戶溝通，一步步

地修正設計的細節(Fig.2)。從開始構思、到修正、到落

實設計，以至到後期的生產方案，都要經過一連串呈

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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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和討論的過程。因此，學懂運用不同的媒介        

(medium)來創造和表達構想都很重要。若設計跟視藝

科接近，主要是它們都運用同樣的媒介和視覺原理來

創作。繪描、畫圖、攝影、錄像和運用不同塑材(如  

泥、紙、木、膠、金屬) 來製作 (模型和圖像等)，都是

必要的技術；由於科技更新，今天還會用上不同的電

腦軟件和科技 (如3D打印、電腦剪片、編寫程式) 來製

作呢。這都是透過各類媒介來表達和落實「設計」的

基本學習。

設計的落實過程

最後就要經歷「設計的落實過程」。乾有設計的意     

念、草圖或模型，還未成為人們生活當中的設計。設

計構想須要落實，設計品也要製造和生產出來。所謂

落實設計，就是以特定的媒介和形式跟別人溝通 (如廣

告或宣傳刋物、書刋、展覽等)或給人應用；這包羅各

類東西或系統，如各樣日用品、服裝、路標、交通工

具、或公共設施。設計能擴散至社會各層面，才算是

有用或成功的設計。很多其他學科都傾向紙上談兵，

完成考試或撰寫了論文或報告便完成學習。設計卻要

求學生把構思實踐出來，拿着構想實地驗證；再評估  

效果，以作修正，令設計達至預期的社會效用。設計

師有點像翻譯員，把構想演繹成現實操作。因此工商

界、科技、教育、社福界，以至各行各業都須要跟設

計師合作，令意念成真。設計不是天馬行空的創作，

而是一種實踐的方式。從發現問題到理解實況、到意

念開拓、到設計原型之驗證、到修正、到具體生產的

預算和統籌、到實地應用、到社會效果或後遺症 (如過

度包裝問題) 的評估等等，都是學習落實設計的歷程。

學生走進設計學院，就可從不同科目中經歷這些實際

的設計過程，從中學會以細緻多元的角度思考，用    

「以人為本」的態度和不過度耗廢資源的原則來想像

和創造，用恰當的媒介和技術來呈現和落實設計。

蕭競聰教授，現為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院長，亦是《美術及設計教育》和《社會創新設計》

課程主任。他積極推動香港藝術及設計教育的實驗和實踐，曾任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長

(1998-2001)。蕭氏還從事裝置藝術創作、展覽策劃、藝術及設計教育評論；亦與友人成立  

《民間博物館計劃》，曾策劃本地多個社區參與計劃，進行不同媒體的創作實驗、社區研究和

展覽，作品曾於本地及外地多次展出。



林席賢設計公司品牌設計系列：信封、信紙及咭片設計。

中學生說：我想學設計，因為我喜歡學校的視覺藝

術科、喜歡畫畫和創作，希望成為創作人，更希望升

讀中大的藝術系，或到理大讀設計，甚或到城大讀創

意媒體科。若讀藝術，我以興趣出發，追求美和個人

的創作理想，這也許比較自由。但讀設計卻較實用，

較容易說服父母，也較易找到工作⋯⋯讀創意媒體也

好，大概都跟創作有關，或者將來在社交媒體工作。

如讀設計，考進著名的理大設計學院最好。據說沒有

修讀視覺藝術科乃可報讀理大的設計課程，所以競爭

頗大；我有修讀並熱愛視藝科，希望較有勝數，但一

切都要看DSE的成績才可多說。

視覺藝術科老師說：學生應該按自己的興趣選科。

若選修視覺藝術科，不單學會創作的基本手法和原    

理，如色彩學、構圖學、字體學⋯⋯還有觀察和素描

的技巧等等。這對繪畫或平面和立體設計，甚至其他

類形的藝術創作都有幫助。你還可學到藝術和設計的

歷史文化、認識近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家，並學習評論

作品。做視覺藝術科的「校本習作」也考驗大家設定

計劃、發掘資料、構思主題、圖像和內容，進而試驗

創作的能力；最實際還可為自己準備好作品集，將    

來要報考大學的藝術、設計或創意媒體本科，可會有

用。報讀這些科目，大多要面試，它們收生不單看DSE

的成績，還要你提交作品集。作品集可呈現學生的思

維態度、創作熱誠、個人興趣、對日常事物的觀察力

和認知，從中可衡量學生的創意潛質。

家長說：讀書可追求理想，但最終都要面對找工作的

實際問題。做合意的工作，你就可發揮所學，貢獻社

會，而且可以賺錢，自立生活，將來成家立室，養育

子女。要為未來的生活和生涯鋪路，就要準備好自己

的學養和學歷。去找有前(錢)途的工作。至於大專要學

「藝術」，找工作未必容易。設計也許好些，大概    

有不同的工作選擇；如時裝設計、室內設計、廣告     

設計、珠寶設計等。都是有機會發揮創意和審美眼光

的工作，但不知設計師的收入理想不理想，可能要成

名才會利就。喜歡視藝科沒問題，但若你主科的成績

都好，升學的選擇就自然多；到時再想清楚自己的興

趣和專長，才決定報讀什麼也可。

學生、老師、家長對「設計教育」的想像或認知，很

自然都是「瞎子摸象」般，很難說得清楚；甚至在教

育界，對何謂學設計、學設計要學些什麼、它與視覺

藝術科如何分野，都爭辯不休；即使在學術界的意見

也莫衷一是。究竟「設計教育」是什麼? 在大學讀設計

是學設計梳子、椅子、燈飾、日用品⋯⋯還是學設計

其他更有價值的東西呢？

設計教授說：讀設計，你將學會設計日用的東西，   

但你還要為未來而設計；去想像更環保、更可持續     

發展和更理想的生活方式；透過設計去改善，或改變

現狀。然而，即使讀了設計，亦不一定能把所有東西

都設計出來，遑論所謂「更有價值」的東西。由於每

種設計都牽涉很多專門的知識和技術；長遠來說，還

要待你投入某個專業設計範疇，才會慢慢掌握不同東

西或事物的設計手法。但撇開太專門的講法，所謂學

設計，基本可分四大範疇：一) 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二) 學設計思維；三) 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四) 學

設計的落實過程。

設計的想像和應用

所謂學「設計的想像和應用」，就是把東西設計出來   

(包括日用器物、工具、系統，甚至服務等)，並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令別人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善–如更舒適

美觀、更便捷、更環保、更安全等。你要整理頭髮，

就有人設計梳子、風筒、髮夾；你要打扮，就有人設

計衣履首飾；要燒飯，就有人設計煮食用具；要宣傳

一件貨品、或一齣歌劇，就要有人設計展示會、海報

或其他的宣傳形式(如在網站、社交媒體章貼圖文等)；

要裝璜家居，就要決定材料和顏色、家俬的佈局；就

要有人設計家具、有人作擺設的決定。有需要，就有

設計的想像和決定。無論在衣、食、住、行或工商業

的層次，「設計」都派上用場。但設計還有「人文」

方面的應用，例如設計教學用具、醫療儀器、傷健設

施、倡議共融的宣傳、公共場所等等。其實設計的應

用無遠弗屆，甚至可促成對未來生活方式的集體想像

和變革–像熱話中「智能城市的設計」。學設計，就

是學習把設計出來的東西有益有建設性地融入人們的

生活當中，由日常工商業的操作，到更適時的社會發

展模式等–如為老齡社會而設計。這就衍生了很多設

計課程，如廣告設計、傳意設計、產品設計、環境及

室內設計、展覽設計、玩具設計、互動媒體設計、公

共設施設計、服務設計，甚至社會創新設計等等⋯⋯    

林林總總，不能盡錄。但所有專業設計的教育，都在

乎實際的應用，並同時想像更美好的可能，是一門想

像與實踐並重的學科。

設計思維

其次就是學「設計思維」。須要注意的是，設計思維

不單止是創意思維；也不該是一般人所說「天馬行空

之創意」培養。從上述例子可見，要設計就要按不    

同的實際條件作決定。要作正確而且有益有意義的決

定，就要認識人的需要；要關注用家或顧客的習性和

感受，並且按不同的功能要求和資源條件–人力、    

時間、物資、資金等而設計。這意味設計師要有人文

關懷和視野，要了解實際狀況，要有提出方案，以    

及執行計劃的能力。要做到這點，就首先要學懂做研

究；要從用家、各持份者或合作單位的角度看問題。

像要設計家居或公共設施，甚或一些家庭電器，你總

不能閉在工作室畫設計圖；你一定要學懂觀察人在特

定處境的行為，他們的文化習慣和真正需要，才能釐

清問題，再以細緻的眼光和分析力來構思設計的方向 

(Fig.1)。學懂「設計思維」即學會思考人與事物間之關

係，有能力從別人以及特定社會處境 (social context)，

如：社區、環保、可持續發展等角度，思考設計的利

弊和進路。這當然牽涉廣泛的知識吸收和應用，也有     

特定的「方法學」。設計的思考是開放而富彈性的；   

設計師須依據實況而做觀察和分析，事事都要實驗和

驗證，但又不離實用的想像–在種種實際條件和框架

下找出創新的可能。設計思維是多元、開放、科學、

又富想像力的思維，也許其他學科不會刻意培養。

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

第三就是學「設計的媒介和表達形式」。設計不止     

於提供紙上方案(written proposal)；所有建議都須要切

實執行出來，由無變有。於是設計師要利用不同的媒

介來表達設計的構想，從草圖(s k e t c h )到構想圖        

(visualization)到實物模型(prototype)，都具呈現想法的

作用；再拿着構想的雛型跟用家或客戶溝通，一步步

地修正設計的細節(Fig.2)。從開始構思、到修正、到落

實設計，以至到後期的生產方案，都要經過一連串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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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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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藝 術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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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和討論的過程。因此，學懂運用不同的媒介        

(medium)來創造和表達構想都很重要。若設計跟視藝

科接近，主要是它們都運用同樣的媒介和視覺原理來

創作。繪描、畫圖、攝影、錄像和運用不同塑材(如  

泥、紙、木、膠、金屬) 來製作 (模型和圖像等)，都是

必要的技術；由於科技更新，今天還會用上不同的電

腦軟件和科技 (如3D打印、電腦剪片、編寫程式) 來製

作呢。這都是透過各類媒介來表達和落實「設計」的

基本學習。

設計的落實過程

最後就要經歷「設計的落實過程」。乾有設計的意     

念、草圖或模型，還未成為人們生活當中的設計。設

計構想須要落實，設計品也要製造和生產出來。所謂

落實設計，就是以特定的媒介和形式跟別人溝通 (如廣

告或宣傳刋物、書刋、展覽等)或給人應用；這包羅各

類東西或系統，如各樣日用品、服裝、路標、交通工

具、或公共設施。設計能擴散至社會各層面，才算是

有用或成功的設計。很多其他學科都傾向紙上談兵，

完成考試或撰寫了論文或報告便完成學習。設計卻要

求學生把構思實踐出來，拿着構想實地驗證；再評估  

效果，以作修正，令設計達至預期的社會效用。設計

師有點像翻譯員，把構想演繹成現實操作。因此工商

界、科技、教育、社福界，以至各行各業都須要跟設

計師合作，令意念成真。設計不是天馬行空的創作，

而是一種實踐的方式。從發現問題到理解實況、到意

念開拓、到設計原型之驗證、到修正、到具體生產的

預算和統籌、到實地應用、到社會效果或後遺症 (如過

度包裝問題) 的評估等等，都是學習落實設計的歷程。

學生走進設計學院，就可從不同科目中經歷這些實際

的設計過程，從中學會以細緻多元的角度思考，用    

「以人為本」的態度和不過度耗廢資源的原則來想像

和創造，用恰當的媒介和技術來呈現和落實設計。



字體設計作品：黃令德同學 基本平面設計作品：黃秀如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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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字體設計作品：區文薏同學

基本平面設計作品：黃秀如同學

素描作品：林德銓同學

基本立體設計作品：呂思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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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藝 術 焦 點



走進上環一間法式小餐館BAM，這次的訪問地點由   

林仲強老師決定，是在一間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餐館內

進行訪問。店內播放節奏明快的背景音樂，格子餐巾

上放著的是透亮著點點金光的玫瑰紅酒，如此休閒的

一個環境，似乎是來一個放鬆的下午多於進行訪問。

但，Why not？訪問也可以加入輕鬆的元素，這種跳出

框框，摒除既有觀念，擺脫約束的做法，其實蘊藏著

設計的思維模式。

設計不單是畫草圖、填顏色，而是一種思維

模式，是社會的推動力。

對於設計，林老師表示：「設計是一種T-shape的思維

模式，豎是代表直向的分析力，你有一個框架去做比

較、分析，即如何行之有效而又正確地進行工序，    

就正如我的姐夫是一個工程師，他覺得那間餐廳平、

靚、正，他就只會固定去同一所餐廳吃飯。」林老師

以到餐廳吃飯做比喻，「『平、靚、正』是我姐夫的

比較準則，而這間餐廳的食物既然可令他飽肚，他    

又何需嘗試新菜館？退而想之，如果喬布斯有這種想

法，覺得NOKIA『平、靚、正』，既實用又美觀，    

認為沒有研發新手機的需要，那今天不可能有IPHONE

出現。設計是一種橫向思維，講求創新、嘗試，嘗試

不同的菜館，才會發掘到有別於『平、靚、正』以外

新的準則，最終可以分別出究竟什麼是好與不好，而

好的當中又分不同的層次與不同的面向，大家再去追

求那種好，就是進步；正如抱著力求創新的概念，不

斷的加加減減，設計新產品，大家知道那產品是好，

各商家推陳出新，互相競爭，我們今天才有智能手    

機。這些設計都是顛覆著我們這數十年來對科技的看

法，讓我們知道科技不只是「撞不爛的NOKIA」就叫

好，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無形空間。設計就是以呈現

的手法作先導，你做多少，展示多少，讓人知道社會

需要多少，社會就能在未知的探索空間前進多少。」

「所以當你試過這間餐廳後，你就不要再試

這間，試別的才叫To be new，如果一個社會

永遠不試新事物，就不會有進步。」

無論你做律師，都需要橫向思維

「設計是一種思維模式，由直向與橫向組成，缺一不

可，正如設計師不可能天馬行空地設計出一款外形很

新潮的馬桶，但卻不能使用，他同時需要一定的分析

力去實踐設計意念；反之，各行各業亦需要創意令社

會進步，不能只埋頭苦腦地做，不停做而不求變更。

醫生往專業邁進，也會思考怎樣的方法對手術更有幫

助；設計出怎樣的工具可以對醫護人員在工作中更便

利。」對於這種思維，林老師認為：「設計師固然要

讀設計，但對於設計教育，不應該只限於這個同學在

設計這行業。」設計教育不只是要將一個學生推向設

計行業，廣義上應該將焦點放於設計本身所訓練的思

考方式，而不只是訓練每一個學生的手藝。設計對生

活的影響力是舉足輕重的，設計教育應融入各學科，

不論是專才或是通才，重點培育新一代創新思維，加

強未來橫向力量，才是當務之急。」

社會欠缺設計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設計既然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理應

受到社會的推崇，那為何亦有設計師嘆設計行業青黃

不接，社會欠缺設計力量呢？設計業的確欠缺長江後

浪推動著前浪。而不見後浪的原因，林老師認為是因

為中學教育制度配套資源的不足所致。「新高中的設

計課程是眼闊肚窄，它想學生變得很專業，但有兩     

個位出現問題：第一，在於它assessment(評核)模式不

變，你不可能以model answer(標準答案)勾格子去數學

生答中多少；第二，resources(資源)，中學沒有足夠的

resources(資源)去做。」林老師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

徐徐道來問題的根源。他指近年的教改對業內影響深

遠，而在制度下不論講師、教師，甚至學生都深受影

響。問題一，揭開新高中的視藝卷的評核方法，當中

設計卷要求學生評賞作品，然後自行設計相關的物    

品。林老師說教育局是眼闊，他希望學生可以很專業

地分析與設計作品。然而設計評賞的評核方法制度卻

是肚窄，制度下的教學方式與教學資源配套都滿足不

到目標。設計其實是一門難以量化的學科，不可能與

其他學科一樣的做法，用既定框架去評核它。

問題之二隨即而來──資源的不足。「如果你真的想

玩這一套，沒問題，所有中學都應該有足夠的資源。

但不是每個老師能同時擅於室內設計、時裝設計與多

媒體圖像設計。當然老師可以選擇單一個範疇去教，

但就演變成教學上有Limit(限制)，這就是基於資源不足

以致原本的教學目標無法實踐。」因為學校沒有設計

相關的專才，學生要在視藝科中學設計是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方法錯了，以致學不到

真正的設計。另一方面，當老師在教學上對設計避而

不談時，會造成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學生不了解設

計是什麼；第二，學生不清楚設計的作用；第三，學

生對設計行業沒有信心。林老師指，認識設計，學生

要認識設計，他未來才會選擇這道路，將來才有機會

發展。而當資源的不足導致這道門緊閉時，最終就只

將學生如百川而東之般導向主流的步伐，人人爭著做

律師醫生護士。

互相推動設計教育

「其他先進的城市知道 Design value (設計價值)，但香

港在這方面是弱的。」林老師認為設計是有其價值，

而設計價值是一切的重心，單靠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杯

水車薪的做法。蓋亦反其本矣，要推動設計，首先要

確立不同持分者對設計價值的看法。

對於學生，林老師表示香港學生會因成績好，反而選

擇不讀設計，而這是一個很差的想法，因為不少先進

的國家他們都明白設計的價值，大家都會爭讀設計；

相反香港學生似乎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只    

是手拿多少分就心裏盤算著這個成績可以報讀哪個    

課程，他們看不清設計是社會的原動力。

香港學生看不清設計前景，冰封三尺也非一日之寒，

很多時家長的決定與社會的回應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外國無論你做醫生也好，做通渠也好，不同的行

業，大家都是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收入，大家作息及

公餘的時間也是差不多。但在香港你就要做24小時，

捱到金睛火眼你才追得上醫生的薪酬，所以家長只    

想子女去讀專科都不足為奇。但要家長明白，    

Design (設計) 是有其 value (價值)，它不是乞食科，它

是賺到錢的，各行各業都會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    

差，這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只針對設計，覺得讀設計

的都是讀書讀得不好的人。」

家長有很多對設計的誤解，始終是源於為社會的觀   

念，林老師認為：「可能香港人始終講求回報快，設

計不像炒股一樣可以令人一夜暴富，設計是一種長線

投資，要慢慢『煲』出來。」設計與文化一樣，一個

城市的文化要長時間浸淫才有成果，不可能今天做，

明天就成功變出來。而要改變社會的觀念，就要靠政

府帶頭宣揚設計價值，重視設計發展，例如推動創意

產業及檢討並改善現時教育制度等，才能扭轉社會對

設計的固有想法。

林老師再補充：「好多時企業回饋也很重要。你看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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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國文化近年發展迅速，原因是企業界對自己國家設計

藝術創意產業的支持及重視。例如，韓國出名的品牌

企業會贊助本地大學大專的設計學生，大量聘請相關

學科的學生，以及推出項目策劃計劃讓學生參加，簡

單來說就是投入資金作人力培訓，讓學生參與其中，

了解業界真正情況。但觀察到香港現時的藝術設計創

意產業，甚是社會發展，暫時是欠缺企業界的支援    

與重視。」對於設計教育的發展，除了政府支援和   

家長支持，本地企業也應考慮長遠地支援設計教育的

發展，不能只是單以傳統撥款予各學院興建教學大樓

去解燃眉之急。

現時在香港推動設計，若只從單一持分者入手解困，

實在無法改變原有困局。惟各持分者共同協力，互相

支援，才能把設計教育做得更好，社會走得更前。

色彩學作品：陳慧妍同學

林席賢，為現任CO1設計學校校長及林席賢設計公司創作總監。

1977年畢業於鄧鏡波學校，1982年於香港理工學院設計系畢業，其後再完成香港

理工學院之陶瓷課程及絲網創作版畫課程。並於1994年創立林席賢設計公司      

（Paul Lam Design Associates）。主要從事企業及品牌形象和各類視覺傳意       

設計。

1981年開始從事設計教育工作，一直熱心於香港本土的設計教育普及化。1997年

出任香港正形設計學校校長職務；及後於2001年創辦CO1設計學校。經常受邀出

席不同的文化教育機構之藝術設計講座，並獲邀參加設計交流展覽及擔任設計比

賽評審嘉賓，其作品分別於香港及國際設計比賽屢獲獎項。

林氏早於1998年開始成為香港設計師協會會員，2000年當選為協會的執行委員至

今，2013年獲香港設計師協會頒授會士會籍及2014年榮獲香港印製大獎頒發傑出

成就大獎。

* 19-21頁內相片為CO1設計學校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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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上環一間法式小餐館BAM，這次的訪問地點由   

林仲強老師決定，是在一間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餐館內

進行訪問。店內播放節奏明快的背景音樂，格子餐巾

上放著的是透亮著點點金光的玫瑰紅酒，如此休閒的

一個環境，似乎是來一個放鬆的下午多於進行訪問。

但，Why not？訪問也可以加入輕鬆的元素，這種跳出

框框，摒除既有觀念，擺脫約束的做法，其實蘊藏著

設計的思維模式。

設計不單是畫草圖、填顏色，而是一種思維

模式，是社會的推動力。

對於設計，林老師表示：「設計是一種T-shape的思維

模式，豎是代表直向的分析力，你有一個框架去做比

較、分析，即如何行之有效而又正確地進行工序，    

就正如我的姐夫是一個工程師，他覺得那間餐廳平、

靚、正，他就只會固定去同一所餐廳吃飯。」林老師

以到餐廳吃飯做比喻，「『平、靚、正』是我姐夫的

比較準則，而這間餐廳的食物既然可令他飽肚，他    

又何需嘗試新菜館？退而想之，如果喬布斯有這種想

法，覺得NOKIA『平、靚、正』，既實用又美觀，    

認為沒有研發新手機的需要，那今天不可能有IPHONE

出現。設計是一種橫向思維，講求創新、嘗試，嘗試

不同的菜館，才會發掘到有別於『平、靚、正』以外

新的準則，最終可以分別出究竟什麼是好與不好，而

好的當中又分不同的層次與不同的面向，大家再去追

求那種好，就是進步；正如抱著力求創新的概念，不

斷的加加減減，設計新產品，大家知道那產品是好，

各商家推陳出新，互相競爭，我們今天才有智能手    

機。這些設計都是顛覆著我們這數十年來對科技的看

法，讓我們知道科技不只是「撞不爛的NOKIA」就叫

好，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無形空間。設計就是以呈現

的手法作先導，你做多少，展示多少，讓人知道社會

需要多少，社會就能在未知的探索空間前進多少。」

「所以當你試過這間餐廳後，你就不要再試

這間，試別的才叫To be new，如果一個社會

永遠不試新事物，就不會有進步。」

無論你做律師，都需要橫向思維

「設計是一種思維模式，由直向與橫向組成，缺一不

可，正如設計師不可能天馬行空地設計出一款外形很

新潮的馬桶，但卻不能使用，他同時需要一定的分析

力去實踐設計意念；反之，各行各業亦需要創意令社

會進步，不能只埋頭苦腦地做，不停做而不求變更。

醫生往專業邁進，也會思考怎樣的方法對手術更有幫

助；設計出怎樣的工具可以對醫護人員在工作中更便

利。」對於這種思維，林老師認為：「設計師固然要

讀設計，但對於設計教育，不應該只限於這個同學在

設計這行業。」設計教育不只是要將一個學生推向設

計行業，廣義上應該將焦點放於設計本身所訓練的思

考方式，而不只是訓練每一個學生的手藝。設計對生

活的影響力是舉足輕重的，設計教育應融入各學科，

不論是專才或是通才，重點培育新一代創新思維，加

強未來橫向力量，才是當務之急。」

社會欠缺設計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設計既然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理應

受到社會的推崇，那為何亦有設計師嘆設計行業青黃

不接，社會欠缺設計力量呢？設計業的確欠缺長江後

浪推動著前浪。而不見後浪的原因，林老師認為是因

為中學教育制度配套資源的不足所致。「新高中的設

計課程是眼闊肚窄，它想學生變得很專業，但有兩     

個位出現問題：第一，在於它assessment(評核)模式不

變，你不可能以model answer(標準答案)勾格子去數學

生答中多少；第二，resources(資源)，中學沒有足夠的

resources(資源)去做。」林老師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

徐徐道來問題的根源。他指近年的教改對業內影響深

遠，而在制度下不論講師、教師，甚至學生都深受影

響。問題一，揭開新高中的視藝卷的評核方法，當中

設計卷要求學生評賞作品，然後自行設計相關的物    

品。林老師說教育局是眼闊，他希望學生可以很專業

地分析與設計作品。然而設計評賞的評核方法制度卻

是肚窄，制度下的教學方式與教學資源配套都滿足不

到目標。設計其實是一門難以量化的學科，不可能與

其他學科一樣的做法，用既定框架去評核它。

問題之二隨即而來──資源的不足。「如果你真的想

玩這一套，沒問題，所有中學都應該有足夠的資源。

但不是每個老師能同時擅於室內設計、時裝設計與多

媒體圖像設計。當然老師可以選擇單一個範疇去教，

但就演變成教學上有Limit(限制)，這就是基於資源不足

以致原本的教學目標無法實踐。」因為學校沒有設計

相關的專才，學生要在視藝科中學設計是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方法錯了，以致學不到

真正的設計。另一方面，當老師在教學上對設計避而

不談時，會造成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學生不了解設

計是什麼；第二，學生不清楚設計的作用；第三，學

生對設計行業沒有信心。林老師指，認識設計，學生

要認識設計，他未來才會選擇這道路，將來才有機會

發展。而當資源的不足導致這道門緊閉時，最終就只

將學生如百川而東之般導向主流的步伐，人人爭著做

律師醫生護士。

互相推動設計教育

「其他先進的城市知道 Design value (設計價值)，但香

港在這方面是弱的。」林老師認為設計是有其價值，

而設計價值是一切的重心，單靠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杯

水車薪的做法。蓋亦反其本矣，要推動設計，首先要

確立不同持分者對設計價值的看法。

對於學生，林老師表示香港學生會因成績好，反而選

擇不讀設計，而這是一個很差的想法，因為不少先進

的國家他們都明白設計的價值，大家都會爭讀設計；

相反香港學生似乎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只    

是手拿多少分就心裏盤算著這個成績可以報讀哪個    

課程，他們看不清設計是社會的原動力。

香港學生看不清設計前景，冰封三尺也非一日之寒，

很多時家長的決定與社會的回應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外國無論你做醫生也好，做通渠也好，不同的行

業，大家都是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收入，大家作息及

公餘的時間也是差不多。但在香港你就要做24小時，

捱到金睛火眼你才追得上醫生的薪酬，所以家長只    

想子女去讀專科都不足為奇。但要家長明白，    

Design (設計) 是有其 value (價值)，它不是乞食科，它

是賺到錢的，各行各業都會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    

差，這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只針對設計，覺得讀設計

的都是讀書讀得不好的人。」

家長有很多對設計的誤解，始終是源於為社會的觀   

念，林老師認為：「可能香港人始終講求回報快，設

計不像炒股一樣可以令人一夜暴富，設計是一種長線

投資，要慢慢『煲』出來。」設計與文化一樣，一個

城市的文化要長時間浸淫才有成果，不可能今天做，

明天就成功變出來。而要改變社會的觀念，就要靠政

府帶頭宣揚設計價值，重視設計發展，例如推動創意

產業及檢討並改善現時教育制度等，才能扭轉社會對

設計的固有想法。

林老師再補充：「好多時企業回饋也很重要。你看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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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國文化近年發展迅速，原因是企業界對自己國家設計

藝術創意產業的支持及重視。例如，韓國出名的品牌

企業會贊助本地大學大專的設計學生，大量聘請相關

學科的學生，以及推出項目策劃計劃讓學生參加，簡

單來說就是投入資金作人力培訓，讓學生參與其中，

了解業界真正情況。但觀察到香港現時的藝術設計創

意產業，甚是社會發展，暫時是欠缺企業界的支援    

與重視。」對於設計教育的發展，除了政府支援和   

家長支持，本地企業也應考慮長遠地支援設計教育的

發展，不能只是單以傳統撥款予各學院興建教學大樓

去解燃眉之急。

現時在香港推動設計，若只從單一持分者入手解困，

實在無法改變原有困局。惟各持分者共同協力，互相

支援，才能把設計教育做得更好，社會走得更前。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室內環境空間設計

林席賢，為現任CO1設計學校校長及林席賢設計公司創作總監。

1977年畢業於鄧鏡波學校，1982年於香港理工學院設計系畢業，其後再完成香港

理工學院之陶瓷課程及絲網創作版畫課程。並於1994年創立林席賢設計公司      

（Paul Lam Design Associates）。主要從事企業及品牌形象和各類視覺傳意       

設計。

1981年開始從事設計教育工作，一直熱心於香港本土的設計教育普及化。1997年

出任香港正形設計學校校長職務；及後於2001年創辦CO1設計學校。經常受邀出

席不同的文化教育機構之藝術設計講座，並獲邀參加設計交流展覽及擔任設計比

賽評審嘉賓，其作品分別於香港及國際設計比賽屢獲獎項。

林氏早於1998年開始成為香港設計師協會會員，2000年當選為協會的執行委員至

今，2013年獲香港設計師協會頒授會士會籍及2014年榮獲香港印製大獎頒發傑出

成就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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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上環一間法式小餐館BAM，這次的訪問地點由   

林仲強老師決定，是在一間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餐館內

進行訪問。店內播放節奏明快的背景音樂，格子餐巾

上放著的是透亮著點點金光的玫瑰紅酒，如此休閒的

一個環境，似乎是來一個放鬆的下午多於進行訪問。

但，Why not？訪問也可以加入輕鬆的元素，這種跳出

框框，摒除既有觀念，擺脫約束的做法，其實蘊藏著

設計的思維模式。

設計不單是畫草圖、填顏色，而是一種思維

模式，是社會的推動力。

對於設計，林老師表示：「設計是一種T-shape的思維

模式，豎是代表直向的分析力，你有一個框架去做比

較、分析，即如何行之有效而又正確地進行工序，    

就正如我的姐夫是一個工程師，他覺得那間餐廳平、

靚、正，他就只會固定去同一所餐廳吃飯。」林老師

以到餐廳吃飯做比喻，「『平、靚、正』是我姐夫的

比較準則，而這間餐廳的食物既然可令他飽肚，他    

又何需嘗試新菜館？退而想之，如果喬布斯有這種想

法，覺得NOKIA『平、靚、正』，既實用又美觀，    

認為沒有研發新手機的需要，那今天不可能有IPHONE

出現。設計是一種橫向思維，講求創新、嘗試，嘗試

不同的菜館，才會發掘到有別於『平、靚、正』以外

新的準則，最終可以分別出究竟什麼是好與不好，而

好的當中又分不同的層次與不同的面向，大家再去追

求那種好，就是進步；正如抱著力求創新的概念，不

斷的加加減減，設計新產品，大家知道那產品是好，

各商家推陳出新，互相競爭，我們今天才有智能手    

機。這些設計都是顛覆著我們這數十年來對科技的看

法，讓我們知道科技不只是「撞不爛的NOKIA」就叫

好，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無形空間。設計就是以呈現

的手法作先導，你做多少，展示多少，讓人知道社會

需要多少，社會就能在未知的探索空間前進多少。」

「所以當你試過這間餐廳後，你就不要再試

這間，試別的才叫To be new，如果一個社會

永遠不試新事物，就不會有進步。」

無論你做律師，都需要橫向思維

「設計是一種思維模式，由直向與橫向組成，缺一不

可，正如設計師不可能天馬行空地設計出一款外形很

新潮的馬桶，但卻不能使用，他同時需要一定的分析

力去實踐設計意念；反之，各行各業亦需要創意令社

會進步，不能只埋頭苦腦地做，不停做而不求變更。

醫生往專業邁進，也會思考怎樣的方法對手術更有幫

助；設計出怎樣的工具可以對醫護人員在工作中更便

利。」對於這種思維，林老師認為：「設計師固然要

讀設計，但對於設計教育，不應該只限於這個同學在

設計這行業。」設計教育不只是要將一個學生推向設

計行業，廣義上應該將焦點放於設計本身所訓練的思

考方式，而不只是訓練每一個學生的手藝。設計對生

活的影響力是舉足輕重的，設計教育應融入各學科，

不論是專才或是通才，重點培育新一代創新思維，加

強未來橫向力量，才是當務之急。」

社會欠缺設計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設計既然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理應

受到社會的推崇，那為何亦有設計師嘆設計行業青黃

不接，社會欠缺設計力量呢？設計業的確欠缺長江後

浪推動著前浪。而不見後浪的原因，林老師認為是因

為中學教育制度配套資源的不足所致。「新高中的設

計課程是眼闊肚窄，它想學生變得很專業，但有兩     

個位出現問題：第一，在於它assessment(評核)模式不

變，你不可能以model answer(標準答案)勾格子去數學

生答中多少；第二，resources(資源)，中學沒有足夠的

resources(資源)去做。」林老師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

徐徐道來問題的根源。他指近年的教改對業內影響深

遠，而在制度下不論講師、教師，甚至學生都深受影

響。問題一，揭開新高中的視藝卷的評核方法，當中

設計卷要求學生評賞作品，然後自行設計相關的物    

品。林老師說教育局是眼闊，他希望學生可以很專業

地分析與設計作品。然而設計評賞的評核方法制度卻

是肚窄，制度下的教學方式與教學資源配套都滿足不

到目標。設計其實是一門難以量化的學科，不可能與

其他學科一樣的做法，用既定框架去評核它。

問題之二隨即而來──資源的不足。「如果你真的想

玩這一套，沒問題，所有中學都應該有足夠的資源。

但不是每個老師能同時擅於室內設計、時裝設計與多

媒體圖像設計。當然老師可以選擇單一個範疇去教，

但就演變成教學上有Limit(限制)，這就是基於資源不足

以致原本的教學目標無法實踐。」因為學校沒有設計

相關的專才，學生要在視藝科中學設計是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方法錯了，以致學不到

真正的設計。另一方面，當老師在教學上對設計避而

不談時，會造成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學生不了解設

計是什麼；第二，學生不清楚設計的作用；第三，學

生對設計行業沒有信心。林老師指，認識設計，學生

要認識設計，他未來才會選擇這道路，將來才有機會

發展。而當資源的不足導致這道門緊閉時，最終就只

將學生如百川而東之般導向主流的步伐，人人爭著做

律師醫生護士。

互相推動設計教育

「其他先進的城市知道 Design value (設計價值)，但香

港在這方面是弱的。」林老師認為設計是有其價值，

而設計價值是一切的重心，單靠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杯

水車薪的做法。蓋亦反其本矣，要推動設計，首先要

確立不同持分者對設計價值的看法。

對於學生，林老師表示香港學生會因成績好，反而選

擇不讀設計，而這是一個很差的想法，因為不少先進

的國家他們都明白設計的價值，大家都會爭讀設計；

相反香港學生似乎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只    

是手拿多少分就心裏盤算著這個成績可以報讀哪個    

課程，他們看不清設計是社會的原動力。

香港學生看不清設計前景，冰封三尺也非一日之寒，

很多時家長的決定與社會的回應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外國無論你做醫生也好，做通渠也好，不同的行

業，大家都是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收入，大家作息及

公餘的時間也是差不多。但在香港你就要做24小時，

捱到金睛火眼你才追得上醫生的薪酬，所以家長只    

想子女去讀專科都不足為奇。但要家長明白，    

Design (設計) 是有其 value (價值)，它不是乞食科，它

是賺到錢的，各行各業都會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    

差，這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只針對設計，覺得讀設計

的都是讀書讀得不好的人。」

家長有很多對設計的誤解，始終是源於為社會的觀   

念，林老師認為：「可能香港人始終講求回報快，設

計不像炒股一樣可以令人一夜暴富，設計是一種長線

投資，要慢慢『煲』出來。」設計與文化一樣，一個

城市的文化要長時間浸淫才有成果，不可能今天做，

明天就成功變出來。而要改變社會的觀念，就要靠政

府帶頭宣揚設計價值，重視設計發展，例如推動創意

產業及檢討並改善現時教育制度等，才能扭轉社會對

設計的固有想法。

林老師再補充：「好多時企業回饋也很重要。你看韓

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國文化近年發展迅速，原因是企業界對自己國家設計

藝術創意產業的支持及重視。例如，韓國出名的品牌

企業會贊助本地大學大專的設計學生，大量聘請相關

學科的學生，以及推出項目策劃計劃讓學生參加，簡

單來說就是投入資金作人力培訓，讓學生參與其中，

了解業界真正情況。但觀察到香港現時的藝術設計創

意產業，甚是社會發展，暫時是欠缺企業界的支援    

與重視。」對於設計教育的發展，除了政府支援和   

家長支持，本地企業也應考慮長遠地支援設計教育的

發展，不能只是單以傳統撥款予各學院興建教學大樓

去解燃眉之急。

現時在香港推動設計，若只從單一持分者入手解困，

實在無法改變原有困局。惟各持分者共同協力，互相

支援，才能把設計教育做得更好，社會走得更前。

室內環境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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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上環一間法式小餐館BAM，這次的訪問地點由   

林仲強老師決定，是在一間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餐館內

進行訪問。店內播放節奏明快的背景音樂，格子餐巾

上放著的是透亮著點點金光的玫瑰紅酒，如此休閒的

一個環境，似乎是來一個放鬆的下午多於進行訪問。

但，Why not？訪問也可以加入輕鬆的元素，這種跳出

框框，摒除既有觀念，擺脫約束的做法，其實蘊藏著

設計的思維模式。

設計不單是畫草圖、填顏色，而是一種思維

模式，是社會的推動力。

對於設計，林老師表示：「設計是一種T-shape的思維

模式，豎是代表直向的分析力，你有一個框架去做比

較、分析，即如何行之有效而又正確地進行工序，    

就正如我的姐夫是一個工程師，他覺得那間餐廳平、

靚、正，他就只會固定去同一所餐廳吃飯。」林老師

以到餐廳吃飯做比喻，「『平、靚、正』是我姐夫的

比較準則，而這間餐廳的食物既然可令他飽肚，他    

又何需嘗試新菜館？退而想之，如果喬布斯有這種想

法，覺得NOKIA『平、靚、正』，既實用又美觀，    

認為沒有研發新手機的需要，那今天不可能有IPHONE

出現。設計是一種橫向思維，講求創新、嘗試，嘗試

不同的菜館，才會發掘到有別於『平、靚、正』以外

新的準則，最終可以分別出究竟什麼是好與不好，而

好的當中又分不同的層次與不同的面向，大家再去追

求那種好，就是進步；正如抱著力求創新的概念，不

斷的加加減減，設計新產品，大家知道那產品是好，

各商家推陳出新，互相競爭，我們今天才有智能手    

機。這些設計都是顛覆著我們這數十年來對科技的看

法，讓我們知道科技不只是「撞不爛的NOKIA」就叫

好，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無形空間。設計就是以呈現

的手法作先導，你做多少，展示多少，讓人知道社會

需要多少，社會就能在未知的探索空間前進多少。」

「所以當你試過這間餐廳後，你就不要再試

這間，試別的才叫To be new，如果一個社會

永遠不試新事物，就不會有進步。」

無論你做律師，都需要橫向思維

「設計是一種思維模式，由直向與橫向組成，缺一不

可，正如設計師不可能天馬行空地設計出一款外形很

新潮的馬桶，但卻不能使用，他同時需要一定的分析

力去實踐設計意念；反之，各行各業亦需要創意令社

會進步，不能只埋頭苦腦地做，不停做而不求變更。

醫生往專業邁進，也會思考怎樣的方法對手術更有幫

助；設計出怎樣的工具可以對醫護人員在工作中更便

利。」對於這種思維，林老師認為：「設計師固然要

讀設計，但對於設計教育，不應該只限於這個同學在

設計這行業。」設計教育不只是要將一個學生推向設

計行業，廣義上應該將焦點放於設計本身所訓練的思

考方式，而不只是訓練每一個學生的手藝。設計對生

活的影響力是舉足輕重的，設計教育應融入各學科，

不論是專才或是通才，重點培育新一代創新思維，加

強未來橫向力量，才是當務之急。」

社會欠缺設計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設計既然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理應

受到社會的推崇，那為何亦有設計師嘆設計行業青黃

不接，社會欠缺設計力量呢？設計業的確欠缺長江後

浪推動著前浪。而不見後浪的原因，林老師認為是因

為中學教育制度配套資源的不足所致。「新高中的設

計課程是眼闊肚窄，它想學生變得很專業，但有兩     

個位出現問題：第一，在於它assessment(評核)模式不

變，你不可能以model answer(標準答案)勾格子去數學

生答中多少；第二，resources(資源)，中學沒有足夠的

resources(資源)去做。」林老師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

徐徐道來問題的根源。他指近年的教改對業內影響深

遠，而在制度下不論講師、教師，甚至學生都深受影

響。問題一，揭開新高中的視藝卷的評核方法，當中

設計卷要求學生評賞作品，然後自行設計相關的物    

品。林老師說教育局是眼闊，他希望學生可以很專業

地分析與設計作品。然而設計評賞的評核方法制度卻

是肚窄，制度下的教學方式與教學資源配套都滿足不

到目標。設計其實是一門難以量化的學科，不可能與

其他學科一樣的做法，用既定框架去評核它。

問題之二隨即而來──資源的不足。「如果你真的想

玩這一套，沒問題，所有中學都應該有足夠的資源。

但不是每個老師能同時擅於室內設計、時裝設計與多

媒體圖像設計。當然老師可以選擇單一個範疇去教，

但就演變成教學上有Limit(限制)，這就是基於資源不足

以致原本的教學目標無法實踐。」因為學校沒有設計

相關的專才，學生要在視藝科中學設計是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方法錯了，以致學不到

真正的設計。另一方面，當老師在教學上對設計避而

不談時，會造成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學生不了解設

計是什麼；第二，學生不清楚設計的作用；第三，學

生對設計行業沒有信心。林老師指，認識設計，學生

要認識設計，他未來才會選擇這道路，將來才有機會

發展。而當資源的不足導致這道門緊閉時，最終就只

將學生如百川而東之般導向主流的步伐，人人爭著做

律師醫生護士。

互相推動設計教育

「其他先進的城市知道 Design value (設計價值)，但香

港在這方面是弱的。」林老師認為設計是有其價值，

而設計價值是一切的重心，單靠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杯

水車薪的做法。蓋亦反其本矣，要推動設計，首先要

確立不同持分者對設計價值的看法。

對於學生，林老師表示香港學生會因成績好，反而選

擇不讀設計，而這是一個很差的想法，因為不少先進

的國家他們都明白設計的價值，大家都會爭讀設計；

相反香港學生似乎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只    

是手拿多少分就心裏盤算著這個成績可以報讀哪個    

課程，他們看不清設計是社會的原動力。

香港學生看不清設計前景，冰封三尺也非一日之寒，

很多時家長的決定與社會的回應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外國無論你做醫生也好，做通渠也好，不同的行

業，大家都是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收入，大家作息及

公餘的時間也是差不多。但在香港你就要做24小時，

捱到金睛火眼你才追得上醫生的薪酬，所以家長只    

想子女去讀專科都不足為奇。但要家長明白，    

Design (設計) 是有其 value (價值)，它不是乞食科，它

是賺到錢的，各行各業都會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    

差，這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只針對設計，覺得讀設計

的都是讀書讀得不好的人。」

家長有很多對設計的誤解，始終是源於為社會的觀   

念，林老師認為：「可能香港人始終講求回報快，設

計不像炒股一樣可以令人一夜暴富，設計是一種長線

投資，要慢慢『煲』出來。」設計與文化一樣，一個

城市的文化要長時間浸淫才有成果，不可能今天做，

明天就成功變出來。而要改變社會的觀念，就要靠政

府帶頭宣揚設計價值，重視設計發展，例如推動創意

產業及檢討並改善現時教育制度等，才能扭轉社會對

設計的固有想法。

林老師再補充：「好多時企業回饋也很重要。你看韓

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國文化近年發展迅速，原因是企業界對自己國家設計

藝術創意產業的支持及重視。例如，韓國出名的品牌

企業會贊助本地大學大專的設計學生，大量聘請相關

學科的學生，以及推出項目策劃計劃讓學生參加，簡

單來說就是投入資金作人力培訓，讓學生參與其中，

了解業界真正情況。但觀察到香港現時的藝術設計創

意產業，甚是社會發展，暫時是欠缺企業界的支援    

與重視。」對於設計教育的發展，除了政府支援和   

家長支持，本地企業也應考慮長遠地支援設計教育的

發展，不能只是單以傳統撥款予各學院興建教學大樓

去解燃眉之急。

現時在香港推動設計，若只從單一持分者入手解困，

實在無法改變原有困局。惟各持分者共同協力，互相

支援，才能把設計教育做得更好，社會走得更前。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室內環境空間設計海報設計



走進上環一間法式小餐館BAM，這次的訪問地點由   

林仲強老師決定，是在一間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餐館內

進行訪問。店內播放節奏明快的背景音樂，格子餐巾

上放著的是透亮著點點金光的玫瑰紅酒，如此休閒的

一個環境，似乎是來一個放鬆的下午多於進行訪問。

但，Why not？訪問也可以加入輕鬆的元素，這種跳出

框框，摒除既有觀念，擺脫約束的做法，其實蘊藏著

設計的思維模式。

設計不單是畫草圖、填顏色，而是一種思維

模式，是社會的推動力。

對於設計，林老師表示：「設計是一種T-shape的思維

模式，豎是代表直向的分析力，你有一個框架去做比

較、分析，即如何行之有效而又正確地進行工序，    

就正如我的姐夫是一個工程師，他覺得那間餐廳平、

靚、正，他就只會固定去同一所餐廳吃飯。」林老師

以到餐廳吃飯做比喻，「『平、靚、正』是我姐夫的

比較準則，而這間餐廳的食物既然可令他飽肚，他    

又何需嘗試新菜館？退而想之，如果喬布斯有這種想

法，覺得NOKIA『平、靚、正』，既實用又美觀，    

認為沒有研發新手機的需要，那今天不可能有IPHONE

出現。設計是一種橫向思維，講求創新、嘗試，嘗試

不同的菜館，才會發掘到有別於『平、靚、正』以外

新的準則，最終可以分別出究竟什麼是好與不好，而

好的當中又分不同的層次與不同的面向，大家再去追

求那種好，就是進步；正如抱著力求創新的概念，不

斷的加加減減，設計新產品，大家知道那產品是好，

各商家推陳出新，互相競爭，我們今天才有智能手    

機。這些設計都是顛覆著我們這數十年來對科技的看

法，讓我們知道科技不只是「撞不爛的NOKIA」就叫

好，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無形空間。設計就是以呈現

的手法作先導，你做多少，展示多少，讓人知道社會

需要多少，社會就能在未知的探索空間前進多少。」

「所以當你試過這間餐廳後，你就不要再試

這間，試別的才叫To be new，如果一個社會

永遠不試新事物，就不會有進步。」

無論你做律師，都需要橫向思維

「設計是一種思維模式，由直向與橫向組成，缺一不

林仲強老師對設計教育的熱誠，早於1997年，在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設計學系開始。   

由2007年開始成為設計學系系主任至今。

除了在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的職責，林氏以不同身份服務香港設計行業，由2014－16年

期間，歷任「香港設計師協會」副主席。由2012至16年，歷任「香港設計師協會 - 設計

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聖保祿學校BTEC英國藝術與設計証書課程榮譽顧問、「服裝發

展委員會 - 培育及業界支援」工作小組委員、「香港設計總會」院校代表、「持續進修基

金審批委員會」委員及「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林仲強老師先後獲取美國麻省藝術學院藝術學士學位以及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文學與

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在任職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之前，曾擔任美術總監，也曾在衛星     

電視和美國麻省藝術學院工作。

時裝設計

可，正如設計師不可能天馬行空地設計出一款外形很

新潮的馬桶，但卻不能使用，他同時需要一定的分析

力去實踐設計意念；反之，各行各業亦需要創意令社

會進步，不能只埋頭苦腦地做，不停做而不求變更。

醫生往專業邁進，也會思考怎樣的方法對手術更有幫

助；設計出怎樣的工具可以對醫護人員在工作中更便

利。」對於這種思維，林老師認為：「設計師固然要

讀設計，但對於設計教育，不應該只限於這個同學在

設計這行業。」設計教育不只是要將一個學生推向設

計行業，廣義上應該將焦點放於設計本身所訓練的思

考方式，而不只是訓練每一個學生的手藝。設計對生

活的影響力是舉足輕重的，設計教育應融入各學科，

不論是專才或是通才，重點培育新一代創新思維，加

強未來橫向力量，才是當務之急。」

社會欠缺設計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設計既然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理應

受到社會的推崇，那為何亦有設計師嘆設計行業青黃

不接，社會欠缺設計力量呢？設計業的確欠缺長江後

浪推動著前浪。而不見後浪的原因，林老師認為是因

為中學教育制度配套資源的不足所致。「新高中的設

計課程是眼闊肚窄，它想學生變得很專業，但有兩     

個位出現問題：第一，在於它assessment(評核)模式不

變，你不可能以model answer(標準答案)勾格子去數學

生答中多少；第二，resources(資源)，中學沒有足夠的

resources(資源)去做。」林老師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

徐徐道來問題的根源。他指近年的教改對業內影響深

遠，而在制度下不論講師、教師，甚至學生都深受影

響。問題一，揭開新高中的視藝卷的評核方法，當中

設計卷要求學生評賞作品，然後自行設計相關的物    

品。林老師說教育局是眼闊，他希望學生可以很專業

地分析與設計作品。然而設計評賞的評核方法制度卻

是肚窄，制度下的教學方式與教學資源配套都滿足不

到目標。設計其實是一門難以量化的學科，不可能與

其他學科一樣的做法，用既定框架去評核它。

問題之二隨即而來──資源的不足。「如果你真的想

玩這一套，沒問題，所有中學都應該有足夠的資源。

但不是每個老師能同時擅於室內設計、時裝設計與多

媒體圖像設計。當然老師可以選擇單一個範疇去教，

藝 術 焦 點

25

但就演變成教學上有Limit(限制)，這就是基於資源不足

以致原本的教學目標無法實踐。」因為學校沒有設計

相關的專才，學生要在視藝科中學設計是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方法錯了，以致學不到

真正的設計。另一方面，當老師在教學上對設計避而

不談時，會造成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學生不了解設

計是什麼；第二，學生不清楚設計的作用；第三，學

生對設計行業沒有信心。林老師指，認識設計，學生

要認識設計，他未來才會選擇這道路，將來才有機會

發展。而當資源的不足導致這道門緊閉時，最終就只

將學生如百川而東之般導向主流的步伐，人人爭著做

律師醫生護士。

互相推動設計教育

「其他先進的城市知道 Design value (設計價值)，但香

港在這方面是弱的。」林老師認為設計是有其價值，

而設計價值是一切的重心，單靠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杯

水車薪的做法。蓋亦反其本矣，要推動設計，首先要

確立不同持分者對設計價值的看法。

對於學生，林老師表示香港學生會因成績好，反而選

擇不讀設計，而這是一個很差的想法，因為不少先進

的國家他們都明白設計的價值，大家都會爭讀設計；

相反香港學生似乎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只    

是手拿多少分就心裏盤算著這個成績可以報讀哪個    

課程，他們看不清設計是社會的原動力。

香港學生看不清設計前景，冰封三尺也非一日之寒，

很多時家長的決定與社會的回應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外國無論你做醫生也好，做通渠也好，不同的行

業，大家都是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收入，大家作息及

公餘的時間也是差不多。但在香港你就要做24小時，

捱到金睛火眼你才追得上醫生的薪酬，所以家長只    

想子女去讀專科都不足為奇。但要家長明白，    

Design (設計) 是有其 value (價值)，它不是乞食科，它

是賺到錢的，各行各業都會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    

差，這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只針對設計，覺得讀設計

的都是讀書讀得不好的人。」

家長有很多對設計的誤解，始終是源於為社會的觀   

念，林老師認為：「可能香港人始終講求回報快，設

計不像炒股一樣可以令人一夜暴富，設計是一種長線

投資，要慢慢『煲』出來。」設計與文化一樣，一個

城市的文化要長時間浸淫才有成果，不可能今天做，

明天就成功變出來。而要改變社會的觀念，就要靠政

府帶頭宣揚設計價值，重視設計發展，例如推動創意

產業及檢討並改善現時教育制度等，才能扭轉社會對

設計的固有想法。

林老師再補充：「好多時企業回饋也很重要。你看韓

有別於一般校長室那嚴肅凝重的氣氛，林席賢校長的

辦公室是充滿懷舊風格，光是一進門，一系列收藏品

盡收眼底，單是舊式打字機就有好幾部。校長的辦公

室色彩鮮明，左邊的矮牆盡是色彩艷麗的設計海報，

右邊是一排深棕色木櫃，收藏著各式古舊生活小物。

這大概顯示出林校長對生活的敏銳度吧？初次見面，

看見林校長拿出一套九張的創意卡片介紹自己，每張

卡片的背景顏色均不一樣，左邊的四字詞語似是武林

招式引領著圖案中的人的動作。林校長把它們贈送我

們，娓娓道來箇中的設計原理。

林校長您卡片、公司信封和信紙都以用這    

設計，有什麼啟發您這個設計呢？

「做設計我們可以說是有八式，第一式是一絲不苟，

看設計要看得很準；第二式意思是廢寢忘餐，日夜不

休；第三式與思考有關；第四式指設計出來的產品要

四平八穩；第五式指設計品要五光十色，第六式指人

人都以為設計師是三頭六臂；而設計師思考速度有如

七步成章；完成所有後設計師會八面威風，最後一張

就是寄寓自己能如萬佛朝宗一式般，在行內發光發    

熱。」林校長的一套手繪卡片已囊括四海之意，把    

設計師的日常，透過一套九式的招數，言簡意賅地表

現出來。

看著這套手繪卡片，林校長認為作為設計學

生，手繪能力是否不可或缺？

「近年做設計，有電腦就事竟成，彷彿只要有電腦，

萬事都做到。然而一個設計師，他們的手繪能力不是

好就可以，是要很好才行，否則很難將設計思念表達

出來。電腦基本上只是後期工作，它很難鉅細無遺地

將你原有想法呈現出來；設計師是運用腦對手發出指

令，再由手把想法重新呈現，只有手繪才可以真正貼

近自己的想法，畫出獨一無二的作品。現在有很多人

做設計為商業效益，講求快捷，用電腦做設計事前製

作一套『罐頭設計』出來，需要時就直接拿出來用，

而且萬試萬靈。這樣好像很有效率，但當大部分設計

都用同一份素材，這樣本質上就與設計這講求創新思

維的概念背道而馳了。」至於整個設計思考過程是如

何運作，如何由「腦袋告訴手繪畫」，林校長表示    

就要視乎你是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要訓練設    

計思維很講求「三多」：看得多、知得多和學得多。

「腦就像一個記憶體，靠腦袋記錄日常生活的大小    

瑣碎事；當工作時要創作有主題性的設計時，就在腦

海中尋找相關的感覺，然後再把浮現的畫面提取出來

作設計。」

林校長既是從事設計教育，同時是行內的設

計師，您認為現時視藝科面臨什麼挑戰呢？

林校長認為現時設計教育遇到瓶頸，困難重重。        

「很老實講現在修讀視覺藝術的同學自新高中學制改

革後，人數大幅減少，例如過往我們CO1設計學校每

年都會被邀請到四五十間中學舉辦講座，近年只能到

十五至二十間學校。原因有二：第一，近年修讀視藝

科的同學逐年減少；第二，學校的新高中視藝科被校

方腰斬。造成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因為現時大學及專上

學院的收生制度不如以往。從前舊制中學會考及高級

程度會考視藝科優秀，即使主科成績平平，中大藝術

系也會破例取錄；但現在各學府看重的是學生分數，

尤其是主科成績，他們認為學生分數高，成績好，就

等於思考能力好，所以只取錄成績優異的學生，即使

學生在大學或大專院校報讀的是設計科，視覺藝術也

不是入學要求的學科之一。既然視藝科是如此不被看

重時，又怎會有人讀高中視藝科呢？」

所以新學制下的大學收生制度對視藝發展的

影響是舉足輕重嗎？

「正如我所說，很多同學高中畢業後修讀設計科時，

他們未必有視藝科的根底。然而大專或以上的課程是

重點培訓學生的思維，而非技藝，校方認為學生在高

中階段理應受過相關知識，所以不會再教素描、色彩

學、字體學等等，變相學生的手作能力是不足的。」

假若這一代學生的手作能力大不如前，視藝設計又如

何能正面如願發展呢？現時，新學制伴隨的大學制度

變革，一方面間接影響著學生手作能力培育；另一方

面，在教師層面上也遇到阻力，「新學制下多間大學/

大專院校突然開了很多設計課程去迎合香港未來發    

展，但問題是可以請什麼人來教？一個大學/大專講師

的資歷級別至少要達至第六級，即是說要修讀認可的

碩士或以上的課程方可成為講師。而現時香港優秀的

設計師大多在行內累積豐富經驗多於升學進修，他們

未必符合學術資格作講師。與此同時，當他們希望進

修時，香港又沒有足夠的合資格人士去開辦設計碩士

或以上的課程。即使最後真的找來具設計碩士學歷的

講師，他們大部分都只是理論分析力強的人才，相比

長年歷月在行內打拼的設計師，其對設計行業內真正

需求的暸解觸覺，可謂是相形見絀。如此一來對學生

的學習是影響深遠，你總不能教他一些不符合市場需

求的設計吧！？」

那可不可以破格讓行內資深設計師成進入校園講課？

林校長以外國近年的做法引作例子，娓娓細說：「其實紐約是有這樣的做

法，邀請行內資深設計師與大學教授合作，例如十五節的課程，由設計師

負責其中幾節，餘下的課由教授繼續任教，這種行業與教育之間的互相合

作是相得益彰的。然而，香港現時的情況始終有障礙，因為本地的設計師

學術資歷級別上的確未能達到政府的要求，所以你會發現香港的設計行業

正在面臨斷層的過程。」

關於大學制度問題，中學視藝科老師也許遙不可觸，你認為

中學老師作為整個設計業發展的先頭部隊，應如何規劃視藝

科課程？

「當年我在理工大學讀設計時，訓練一個設計師最基本都要四年時間，最

初兩年學習基本巧，如最基礎的素描、字體運用、色彩運用等，然後再用

兩年時間選讀一個專業範疇，如平面設計、室內設計和廣告設計等。最初

兩年的藝術設計基礎課程學習是一個踏腳石，令學生可以在過程中領會到

設計這概念，從而思考及訂立自己未來應從事哪個專業。當然，中學老師

很難把專業設計整套課程搬入中學，因此在中學時期開始一些藝術設計基

礎課程單元，讓學生多接觸生活中包含的藝術及設計，他們對設計這一門

科目就會早有基本概念。設計是社會進步不容忽視的原動力，要培養設計

人才，就應該要參考外國的做法，盡早讓下一代在日常多接觸設計這一  

門學科。正如外國的學校會讓小朋友在成長初期不斷學習不同種類的樂  

器，直至培養聽音樂的能力與興趣後，自然就會對音樂多認識，建立創作

思維。設計亦應如此，最重要是在小學、中學培養學生學習藝術設計。」

那設計講求天份嗎？

「無論設計或藝術，天份其實不是首要條件，最重要的是對設計的熱誠，

以及對一樣事物的求知求學精神。」林校長就讀中學時，校內沒有開設中

四及中五的美術與設計科，但他堅持向校方討論希望可以開設及修讀美術

與設計科的可能性（70年代至90年代中四、五年級美術與設計科，中學

會考稱為美術科，2005年統一稱為視覺藝術科）。林校長早在中學已多

次參與校內外的藝術設計比賽，校方因應他對設計的熱誠，最終讓他學校

無開班的情況下，允許他報考會考美術及設計科。後來林校長入讀香港理

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的設計系，畢業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學習陶藝

和絲網印刷等等。相信只要保持對設計的興趣，加上後天的培養與努力，

也能夠如林校長般，獲得成功的關鍵。

國文化近年發展迅速，原因是企業界對自己國家設計

藝術創意產業的支持及重視。例如，韓國出名的品牌

企業會贊助本地大學大專的設計學生，大量聘請相關

學科的學生，以及推出項目策劃計劃讓學生參加，簡

單來說就是投入資金作人力培訓，讓學生參與其中，

了解業界真正情況。但觀察到香港現時的藝術設計創

意產業，甚是社會發展，暫時是欠缺企業界的支援    

與重視。」對於設計教育的發展，除了政府支援和   

家長支持，本地企業也應考慮長遠地支援設計教育的

發展，不能只是單以傳統撥款予各學院興建教學大樓

去解燃眉之急。

現時在香港推動設計，若只從單一持分者入手解困，

實在無法改變原有困局。惟各持分者共同協力，互相

支援，才能把設計教育做得更好，社會走得更前。

* 本文圖片為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設計學校學生作品



走進上環一間法式小餐館BAM，這次的訪問地點由   

林仲強老師決定，是在一間充滿歐陸風情的小餐館內

進行訪問。店內播放節奏明快的背景音樂，格子餐巾

上放著的是透亮著點點金光的玫瑰紅酒，如此休閒的

一個環境，似乎是來一個放鬆的下午多於進行訪問。

但，Why not？訪問也可以加入輕鬆的元素，這種跳出

框框，摒除既有觀念，擺脫約束的做法，其實蘊藏著

設計的思維模式。

設計不單是畫草圖、填顏色，而是一種思維

模式，是社會的推動力。

對於設計，林老師表示：「設計是一種T-shape的思維

模式，豎是代表直向的分析力，你有一個框架去做比

較、分析，即如何行之有效而又正確地進行工序，    

就正如我的姐夫是一個工程師，他覺得那間餐廳平、

靚、正，他就只會固定去同一所餐廳吃飯。」林老師

以到餐廳吃飯做比喻，「『平、靚、正』是我姐夫的

比較準則，而這間餐廳的食物既然可令他飽肚，他    

又何需嘗試新菜館？退而想之，如果喬布斯有這種想

法，覺得NOKIA『平、靚、正』，既實用又美觀，    

認為沒有研發新手機的需要，那今天不可能有IPHONE

出現。設計是一種橫向思維，講求創新、嘗試，嘗試

不同的菜館，才會發掘到有別於『平、靚、正』以外

新的準則，最終可以分別出究竟什麼是好與不好，而

好的當中又分不同的層次與不同的面向，大家再去追

求那種好，就是進步；正如抱著力求創新的概念，不

斷的加加減減，設計新產品，大家知道那產品是好，

各商家推陳出新，互相競爭，我們今天才有智能手    

機。這些設計都是顛覆著我們這數十年來對科技的看

法，讓我們知道科技不只是「撞不爛的NOKIA」就叫

好，在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無形空間。設計就是以呈現

的手法作先導，你做多少，展示多少，讓人知道社會

需要多少，社會就能在未知的探索空間前進多少。」

「所以當你試過這間餐廳後，你就不要再試

這間，試別的才叫To be new，如果一個社會

永遠不試新事物，就不會有進步。」

無論你做律師，都需要橫向思維

「設計是一種思維模式，由直向與橫向組成，缺一不

林仲強老師對設計教育的熱誠，早於1997年，在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設計學系開始。   

由2007年開始成為設計學系系主任至今。

除了在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的職責，林氏以不同身份服務香港設計行業，由2014－16年

期間，歷任「香港設計師協會」副主席。由2012至16年，歷任「香港設計師協會 - 設計

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聖保祿學校BTEC英國藝術與設計証書課程榮譽顧問、「服裝發

展委員會 - 培育及業界支援」工作小組委員、「香港設計總會」院校代表、「持續進修基

金審批委員會」委員及「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林仲強老師先後獲取美國麻省藝術學院藝術學士學位以及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的文學與

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在任職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之前，曾擔任美術總監，也曾在衛星     

電視和美國麻省藝術學院工作。

可，正如設計師不可能天馬行空地設計出一款外形很

新潮的馬桶，但卻不能使用，他同時需要一定的分析

力去實踐設計意念；反之，各行各業亦需要創意令社

會進步，不能只埋頭苦腦地做，不停做而不求變更。

醫生往專業邁進，也會思考怎樣的方法對手術更有幫

助；設計出怎樣的工具可以對醫護人員在工作中更便

利。」對於這種思維，林老師認為：「設計師固然要

讀設計，但對於設計教育，不應該只限於這個同學在

設計這行業。」設計教育不只是要將一個學生推向設

計行業，廣義上應該將焦點放於設計本身所訓練的思

考方式，而不只是訓練每一個學生的手藝。設計對生

活的影響力是舉足輕重的，設計教育應融入各學科，

不論是專才或是通才，重點培育新一代創新思維，加

強未來橫向力量，才是當務之急。」

社會欠缺設計力量

值得思考的是，設計既然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理應

受到社會的推崇，那為何亦有設計師嘆設計行業青黃

不接，社會欠缺設計力量呢？設計業的確欠缺長江後

浪推動著前浪。而不見後浪的原因，林老師認為是因

為中學教育制度配套資源的不足所致。「新高中的設

計課程是眼闊肚窄，它想學生變得很專業，但有兩     

個位出現問題：第一，在於它assessment(評核)模式不

變，你不可能以model answer(標準答案)勾格子去數學

生答中多少；第二，resources(資源)，中學沒有足夠的

resources(資源)去做。」林老師抽絲剝繭，一層一層地

徐徐道來問題的根源。他指近年的教改對業內影響深

遠，而在制度下不論講師、教師，甚至學生都深受影

響。問題一，揭開新高中的視藝卷的評核方法，當中

設計卷要求學生評賞作品，然後自行設計相關的物    

品。林老師說教育局是眼闊，他希望學生可以很專業

地分析與設計作品。然而設計評賞的評核方法制度卻

是肚窄，制度下的教學方式與教學資源配套都滿足不

到目標。設計其實是一門難以量化的學科，不可能與

其他學科一樣的做法，用既定框架去評核它。

問題之二隨即而來──資源的不足。「如果你真的想

玩這一套，沒問題，所有中學都應該有足夠的資源。

但不是每個老師能同時擅於室內設計、時裝設計與多

媒體圖像設計。當然老師可以選擇單一個範疇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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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演變成教學上有Limit(限制)，這就是基於資源不足

以致原本的教學目標無法實踐。」因為學校沒有設計

相關的專才，學生要在視藝科中學設計是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方法錯了，以致學不到

真正的設計。另一方面，當老師在教學上對設計避而

不談時，會造成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學生不了解設

計是什麼；第二，學生不清楚設計的作用；第三，學

生對設計行業沒有信心。林老師指，認識設計，學生

要認識設計，他未來才會選擇這道路，將來才有機會

發展。而當資源的不足導致這道門緊閉時，最終就只

將學生如百川而東之般導向主流的步伐，人人爭著做

律師醫生護士。

互相推動設計教育

「其他先進的城市知道 Design value (設計價值)，但香

港在這方面是弱的。」林老師認為設計是有其價值，

而設計價值是一切的重心，單靠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杯

水車薪的做法。蓋亦反其本矣，要推動設計，首先要

確立不同持分者對設計價值的看法。

對於學生，林老師表示香港學生會因成績好，反而選

擇不讀設計，而這是一個很差的想法，因為不少先進

的國家他們都明白設計的價值，大家都會爭讀設計；

相反香港學生似乎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只    

是手拿多少分就心裏盤算著這個成績可以報讀哪個    

課程，他們看不清設計是社會的原動力。

香港學生看不清設計前景，冰封三尺也非一日之寒，

很多時家長的決定與社會的回應也有一定的影響。    

「在外國無論你做醫生也好，做通渠也好，不同的行

業，大家都是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收入，大家作息及

公餘的時間也是差不多。但在香港你就要做24小時，

捱到金睛火眼你才追得上醫生的薪酬，所以家長只    

想子女去讀專科都不足為奇。但要家長明白，    

Design (設計) 是有其 value (價值)，它不是乞食科，它

是賺到錢的，各行各業都會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    

差，這是很正常的，不應該只針對設計，覺得讀設計

的都是讀書讀得不好的人。」

家長有很多對設計的誤解，始終是源於為社會的觀   

念，林老師認為：「可能香港人始終講求回報快，設

計不像炒股一樣可以令人一夜暴富，設計是一種長線

投資，要慢慢『煲』出來。」設計與文化一樣，一個

城市的文化要長時間浸淫才有成果，不可能今天做，

明天就成功變出來。而要改變社會的觀念，就要靠政

府帶頭宣揚設計價值，重視設計發展，例如推動創意

產業及檢討並改善現時教育制度等，才能扭轉社會對

設計的固有想法。

林老師再補充：「好多時企業回饋也很重要。你看韓

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國文化近年發展迅速，原因是企業界對自己國家設計

藝術創意產業的支持及重視。例如，韓國出名的品牌

企業會贊助本地大學大專的設計學生，大量聘請相關

學科的學生，以及推出項目策劃計劃讓學生參加，簡

單來說就是投入資金作人力培訓，讓學生參與其中，

了解業界真正情況。但觀察到香港現時的藝術設計創

意產業，甚是社會發展，暫時是欠缺企業界的支援    

與重視。」對於設計教育的發展，除了政府支援和   

家長支持，本地企業也應考慮長遠地支援設計教育的

發展，不能只是單以傳統撥款予各學院興建教學大樓

去解燃眉之急。

現時在香港推動設計，若只從單一持分者入手解困，

實在無法改變原有困局。惟各持分者共同協力，互相

支援，才能把設計教育做得更好，社會走得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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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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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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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邱偉文，畢業於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系碩士學位課程及紐約視覺藝術學院平面設計榮

譽學士學位課程。曾於香港商業電台，南華報業集團等傳媒機構從事設計師及美術指導工

作，其後，集中設計及美術教育工作的發展。現為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講師，喜愛與

年輕一代探索不同形式的創作。



認 識 創 意 不 難 ，
能 發 揮 才 是 挑 戰
文／圖片提供：劉偉強老師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視藝科科主任、屯門區視藝科校本評核分區統籌員

如果規例只定明只要橫、直或斜三格同色連成一線便贏，請問若下一步為“o"

行，請問如何勝出圖中的過三關的遊戲？(圖一)

答案可於下頁尋找(圖十)

“Think outside the box”，令學生跳出既有的思想框框，才可發揮最大創意。

我校的視藝科高中教學，除讓學生學習藝術創意相關的學問外，同時亦注重建

立學生對創作的習慣、對身邊視物的觀察力、分析及天馬行空的創意思維。為

達以上目標，從舊制的會考及高考年代，到現今DSE年代，我校均推動以「視

藝週記」作為修讀視藝同學每週指定的「功課」。(圖二)

什麼算是視藝週記？我個人認為是以視覺圖像的方法，記錄每週發生於身邊與

藝術創作有關的事情。

為令學生的視藝週記有豐富的內容，我會擬定一些範疇，讓學生自由發揮。我

校的視藝週記內容包括：創意繪畫、記趣、藝術作品評賞及一些繪畫練習等。

創意繪畫用意是「迫」學生開放自己的思維，嘗試跳出既有的思想框框，以繪

畫圖像形式，去解決一些日常生活的問題，例如「十個榨西瓜汁的方法」        

(圖三)。若學生用既有的思考模式，答案不外乎是榨汁機、用牙咬，但這麼普

通的答案通通都會被我禁止出現於視藝週記內。我期望當我收到學生的視藝週

記時，能令我邊看邊笑，便是最理想的結果了。

我曾經出過的題目包括有「十個殺甴曱的方法」、「十個跑快些的方法」、  

「十個用筷子的方法」⋯⋯等。為什麼每個題目均以「十個」做起始呢？其實

因為我校用於視藝週記的畫簿為A4尺寸，為令學生學習如何好好鋪排他們的答

案於一張A4紙內，十個答案似乎較合適及容易處理。(圖四)

而記趣方面則讓學生自由以相片、繪畫及文字，記錄發生於學生身邊與藝術、

創作相關的事物，內容可包括：設計、攝影遊記、動漫、藝術展覽⋯⋯等。   

目的讓學生將藝術與創作，慢慢變成生活一部份，亦希望學生能慢慢變成一個

「八卦」的視藝人。(圖五)

藝術作品評賞是參考公開考試的藝術評賞部分，但學生可以較自由的方法撰   

寫，內容以詮釋作品背後的理念及判斷作品好與壞為主。(圖六)

繪畫練習則訓練學生熟習不同的繪畫工具，例如熟習運用Marker繪畫不同質

感的幾何立體組合，立體組合是建議學生將兩個或以上的幾何立體，嘗試以

加加或減減的形式，構想出來(圖七)。目的讓學生熟習繪畫立體，訓練學生

憑空想像立體形態，有助學生學習應付立體設計題目。

為將視藝週記更有效推展，我校今年開始於中一同時推行，但內容簡化為三

個項目由學生自由選擇，分別為自由畫、藝術創作資料搜集、參觀展覽或電

影欣賞紀錄。我期望將視藝變成學生的日常，從而提升學生的觸覺及對藝術

創作的興趣，當然亦可盡早物色一些對本科有興趣及潛質的同學，好讓他們

於中四選科時會選讀視藝科啦！

起初推行時，我最擔心的是學生交收功課問題，但推行了差不多半個學期，

遲交功課問題不算嚴重，且不時有些驚喜的作品(圖八、圖九)，當然亦有些

馬虎的例子，但暫時按成效來看，仍是值得去推行。

若要培養學生建立創意，作為老師的，在出題時，亦應帶點創意。一般見慣

見熟的題目，可能只要花少少心思改變一下，便更能帶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對自己教學上亦能帶點新意！

最後有一個小貼士，為了確保高中視藝學生準時交功課，我不會用責罵、記

缺點等方法脅迫學生，但我會用遲交做雙倍的方法去對付遲交功課的同學。

這方法效果唔錯，大家不妨試試。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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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圖一



如果規例只定明只要橫、直或斜三格同色連成一線便贏，請問若下一步為“o"

行，請問如何勝出圖中的過三關的遊戲？(圖一)

答案可於下頁尋找(圖十)

“Think outside the box”，令學生跳出既有的思想框框，才可發揮最大創意。

我校的視藝科高中教學，除讓學生學習藝術創意相關的學問外，同時亦注重建

立學生對創作的習慣、對身邊視物的觀察力、分析及天馬行空的創意思維。為

達以上目標，從舊制的會考及高考年代，到現今DSE年代，我校均推動以「視

藝週記」作為修讀視藝同學每週指定的「功課」。(圖二)

什麼算是視藝週記？我個人認為是以視覺圖像的方法，記錄每週發生於身邊與

藝術創作有關的事情。

為令學生的視藝週記有豐富的內容，我會擬定一些範疇，讓學生自由發揮。我

校的視藝週記內容包括：創意繪畫、記趣、藝術作品評賞及一些繪畫練習等。

創意繪畫用意是「迫」學生開放自己的思維，嘗試跳出既有的思想框框，以繪

畫圖像形式，去解決一些日常生活的問題，例如「十個榨西瓜汁的方法」        

(圖三)。若學生用既有的思考模式，答案不外乎是榨汁機、用牙咬，但這麼普

通的答案通通都會被我禁止出現於視藝週記內。我期望當我收到學生的視藝週

記時，能令我邊看邊笑，便是最理想的結果了。

我曾經出過的題目包括有「十個殺甴曱的方法」、「十個跑快些的方法」、  

「十個用筷子的方法」⋯⋯等。為什麼每個題目均以「十個」做起始呢？其實

因為我校用於視藝週記的畫簿為A4尺寸，為令學生學習如何好好鋪排他們的答

案於一張A4紙內，十個答案似乎較合適及容易處理。(圖四)

而記趣方面則讓學生自由以相片、繪畫及文字，記錄發生於學生身邊與藝術、

創作相關的事物，內容可包括：設計、攝影遊記、動漫、藝術展覽⋯⋯等。   

目的讓學生將藝術與創作，慢慢變成生活一部份，亦希望學生能慢慢變成一個

「八卦」的視藝人。(圖五)

藝術作品評賞是參考公開考試的藝術評賞部分，但學生可以較自由的方法撰   

寫，內容以詮釋作品背後的理念及判斷作品好與壞為主。(圖六)

繪畫練習則訓練學生熟習不同的繪畫工具，例如熟習運用Marker繪畫不同質

感的幾何立體組合，立體組合是建議學生將兩個或以上的幾何立體，嘗試以

加加或減減的形式，構想出來(圖七)。目的讓學生熟習繪畫立體，訓練學生

憑空想像立體形態，有助學生學習應付立體設計題目。

為將視藝週記更有效推展，我校今年開始於中一同時推行，但內容簡化為三

個項目由學生自由選擇，分別為自由畫、藝術創作資料搜集、參觀展覽或電

影欣賞紀錄。我期望將視藝變成學生的日常，從而提升學生的觸覺及對藝術

創作的興趣，當然亦可盡早物色一些對本科有興趣及潛質的同學，好讓他們

於中四選科時會選讀視藝科啦！

起初推行時，我最擔心的是學生交收功課問題，但推行了差不多半個學期，

遲交功課問題不算嚴重，且不時有些驚喜的作品(圖八、圖九)，當然亦有些

馬虎的例子，但暫時按成效來看，仍是值得去推行。

若要培養學生建立創意，作為老師的，在出題時，亦應帶點創意。一般見慣

見熟的題目，可能只要花少少心思改變一下，便更能帶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對自己教學上亦能帶點新意！

最後有一個小貼士，為了確保高中視藝學生準時交功課，我不會用責罵、記

缺點等方法脅迫學生，但我會用遲交做雙倍的方法去對付遲交功課的同學。

這方法效果唔錯，大家不妨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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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圖七

圖八圖九

圖五

30

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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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情 達 意 . 商 標 設 計
小 學 視 覺 藝 術 示 範 教 學 分 享

在這二十一世紀，圖像與視覺符號就像我們生活的空

氣，無處不在。每當我們開啟電視、翻開報章雜誌、

坐在港鐵、走在街上，甚至啟動你的智能手機，一個

個平面圖像設計隨即湧現眼前。無疑，在這視像化擴

張的年代，視覺藝術教育在小學生建立對生活各種視

覺圖像的思考與解讀上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上學年，筆者有幸成為由教育局舉辦的「小學視覺藝

術科專業學習社群」的一位成員，與二十二位小學視

覺藝術科同工就着該科的教學與課程設計作定期會面

交流，在過程中亦提及有關在小學教授「設計」的難

處。事實上，筆者觀察到在小學視覺藝術課程中甚少

有一套較具體「平面設計」教學。如有，都只是中英

文字體設計之類，或者是一些為學校活動而設的「設

計」課題，如運動會場刊封面或海報設計、校慶標誌

設計等。這往往只留於圖畫與文字放在一起的層面，

但當中的設計元素，則甚少有系統地教授。相信亦是

因為「設計」本身牽涉的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甚廣，

以致「設計」大多留待中學視覺藝術課才教授。         

然而，「設計教育」在小學視覺藝術科內有其必要性，

因此筆者上學年在學校嘗試以學生熟悉的內容–「My 

Pa r k」作主題，並以較聚焦的方法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向小學生教授最基本的商標設計元素。是次

教學亦成為筆者在「專業學習社群」中的試教題材，

於2017年四月二十五日開放教室，並邀請到教育局課

程發展主任及二十二位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同工

到校觀課。是次教學設計能得以順利完成，實屬有賴教育局幾位課

程發展主任(視覺藝術)對筆者的專業指導及悉心安排，在此表示衷

心感謝。試教後筆者亦得到前來觀課同工的即時回饋及寶貴意見，

筆者獲益良多，在此以表謝意。最後也感謝梁桂英校長的支持及吳

惠玲副校長觀課日當天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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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各 師 各 法

文／圖片提供︰潘儷文 民生書院小學視覺藝科科主任

在這二十一世紀，圖像與視覺符號就像我們生活的空

氣，無處不在。每當我們開啟電視、翻開報章雜誌、

坐在港鐵、走在街上，甚至啟動你的智能手機，一個

個平面圖像設計隨即湧現眼前。無疑，在這視像化擴

張的年代，視覺藝術教育在小學生建立對生活各種視

覺圖像的思考與解讀上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

上學年，筆者有幸成為由教育局舉辦的「小學視覺藝

術科專業學習社群」的一位成員，與二十二位小學視

覺藝術科同工就着該科的教學與課程設計作定期會面

交流，在過程中亦提及有關在小學教授「設計」的難

處。事實上，筆者觀察到在小學視覺藝術課程中甚少

有一套較具體「平面設計」教學。如有，都只是中英

文字體設計之類，或者是一些為學校活動而設的「設

計」課題，如運動會場刊封面或海報設計、校慶標誌

設計等。這往往只留於圖畫與文字放在一起的層面，

但當中的設計元素，則甚少有系統地教授。相信亦是

因為「設計」本身牽涉的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甚廣，

以致「設計」大多留待中學視覺藝術課才教授。         

然而，「設計教育」在小學視覺藝術科內有其必要性，

因此筆者上學年在學校嘗試以學生熟悉的內容–「My 

Pa r k」作主題，並以較聚焦的方法配合電子學習

(e-learning)向小學生教授最基本的商標設計元素。是次

教學亦成為筆者在「專業學習社群」中的試教題材，

於2017年四月二十五日開放教室，並邀請到教育局課

程發展主任及二十二位參與「專業學習社群」的同工

到校觀課。是次教學設計能得以順利完成，實屬有賴教育局幾位課

程發展主任(視覺藝術)對筆者的專業指導及悉心安排，在此表示衷

心感謝。試教後筆者亦得到前來觀課同工的即時回饋及寶貴意見，

筆者獲益良多，在此以表謝意。最後也感謝梁桂英校長的支持及吳

惠玲副校長觀課日當天協助。

主題：MY PARK 傳情達意.商標設計 年級：小學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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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節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1-2 1. 展示多個商標，讓學生說出商標的元素、商標的功用及設計商標的要求。

2. 評賞及比較兩個同款不同色彩、不同組合方式的「海洋」為題的樂園商標，分析圖像與圖像及圖像與文

　字組合、色彩的對比與和諧，從中了解情境，詮釋商標所傳遞的訊息。

3. 以小組形式，運用Nearpod評賞及比較三組「海洋」為題的樂園商標，分析色彩的對比與和諧、圖像與

　圖像及圖像與文字組合。

4. 以聯想方法，構思一個能吸引遊人的公園，並以該特色設計標誌。

3-4 1. 從縮略草圖中選定合適設計，並作修定。

2. 以二人小組形式，評賞及比較各人搜集的商標，分析色彩的對比與和諧、圖像與圖像及圖像與文字

　組合，以了解情境，詮釋商標所傳遞的訊息。

3. 從縮略草圖中試色。

4. 派發白畫紙，著學生在以木顏色、水筆及麥克筆繪畫一個約10cmX10cm的商標。

5-6 1. 修正及完成「My Park」商標設計。

2. 欣賞同儕作品及互相評價。

一. 視覺藝術知識

　 a.

b.

視覺元素：運用色彩的對比與

和諧

組織原理：探索圖像與文字的

組合，以達致均衡女

二. 藝術評賞

　 a.

b.

評賞以「海洋」為主題的樂園

商標，分析設計中的色彩、圖

像及文字的組合

透過了解情境，詮釋商標所傳

遞的訊息

三. 創作

　 a.

b.

表現︰以「My Park」為題，配

合自行決定該公園的特色，創

作獨特的標誌

製作︰以木顏色、水筆及麥克

筆繪畫標誌一個

十八年前加入設計教育行列，當時以兼職導師開始，

正職為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師，創作大多數與潮流文

化刊物有關。投身教育界是出於喜愛分享工作經驗，

也喜歡透過接觸他人，從而了解不同人的心理和想    

法。因為對設計教育的興趣與日俱增，知道只有投放

更多時間在其中，才能使教學質素提高，有助學生及

自己成長，所以當了兼職導師約四年就轉為全職。    

回想過去這些日子，除了獲得豐富教學經驗和教導    

不少學生，最深感受就是體會很多改變。曾在早期教

學時問某一班學生：「哪位同學在家中擁有自己的    

電腦？」，二、三十人中回答「有」的大概十個。當

時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想了解有多少學生可以利用電

腦作工具完成習作。若今時今日問同一個問題，相信

會是一個笑話。「改變」是把現存的事物或觀念修改

或用新的一套去取代舊有的，無論方法是什麼，目標

都是希望帶來更好的景象。藉今次文章，以「改變」

為重點，分享我在設計教育中的一些觀察和拙見。

設計不是畫公仔

在八、九十年代開始多了年青人知道有設計學科，也

了解社會渴求設計師的專業知識，有助推動經濟發    

展，所以自然有了不少設計課程推出。當時，大部分

選讀這門學科的人都同時喜愛美術，很容易理解的是

設計產物與美觀有關，創作過程也需要利用大量視覺

元素作溝通和表達。那個時候，當有家人朋友知道你

是讀設計的，就會以為你在學畫畫或修讀美術之類的

學科，甚至把設計簡化為「畫公仔」。身在其中的學

生當然了解設計包括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不同類別的

設計在觀念上，更有明顯的分野；舉例：室內設計要

解決空間使用的問題和用者的生活需求，而時裝設計

著重風格與潮流等範疇。近十年，以我現在任教的香

港知專設計學院為例，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半曾報考視

藝科公開試，雖然他們沒有視藝相關的訓練，但這並

不影響他們在設計上的學習和發展。我認為現今年輕

人容易接觸世界各地高水準的設計，透過網頁和社交

媒體得到很多視覺的衝擊，若能夠以欣賞角度及分析

角度把這些視覺元素和資訊變為應用於設計的能力，

這絕對有助學習設計。另一改變設計教育的條件是現

在的設計軟件功能真的很強大和容易操作，在網上，

如YouTube就有大量學習軟件的影片，學生不難從中

學習及準確地製作出設計作品。還有一個關於           

「改變」的重點，就是設計教育是個「不離地」的改

善工程，教育者除了不斷修改現有課程內容及加入新

元素，為配合社會的需要，不同院校亦會設計新的課

程。以本人任教的學院為例，早年推出一個超媒體    

課程(Transmedia)就是迎合現今多種媒體的互相依賴和

結合的實際需求而成的，這使學生不再單一地鑽研某

一個媒介，而是更全面地看整個媒體生態及思考如    

何創作。另一例子則與DSE的通識科和新聞媒體報導有

關，自從中學階段有了通識科，年輕一群就更關注社

會和世界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具備更強的分析能力

和批判思考能力；再加上現今媒體報導會利用大量影

像去傳播訊息，所以新聞視覺設計課程 (Visual Design 

for Journalism) 正是迎合需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老師，導師，表演者到KOL

老師的角色一直在變化。本人在設計教育中，學生都

已是大專學生，相信他們對老師的期望有別過往。我

們用「導師」(Tutor)取代了「老師」(Teacher)，或許

這個稱呼在設計教育中，意味我們給予指導和引導多

於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或引導時，角色有時會

像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給予學生了解在職場上的實際

要求；事實上，學生很喜歡我們分享在職場的經驗，

不難了解，這是最真實的部分；畢竟他們都關心日後

的工作。在教育上還包括很多學術理論和知識，為求

深入淺出及使學生重視這部分，我們有時候會似個表

演者去授課，當中加入娛樂元素，如加插笑話、影    

片、道具和遊戲等，務求讓觀眾(學生)專注過程、產生

興趣、緊記內容及思考。當代二詞「Entercation」和   

「Edutainment」都是由娛樂(Entertainment)和教育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就是強調教學包括以上兩    

點。從自己的經驗中，這教學模式能給教學者很多發

揮創意的空間。近年KOL(Key Opinion Leader)這個角

色大行其道，在社交媒體表達個人生活觀點，又或     

分享自己在行範圍的知識。年輕人都有他們追隨的

KOL，我的學生也不例外，甚至他們自己已經是某範

疇的KOL。KOL這概念著重自主態度、獨有性、生活   

化、形象和影響力，追隨者不受任何時限，隨時都可

得到他們想要的資訊。或許設計教育需要多放以上的

特性在其中，以配合時代的變化。本人近年多了利用

流動應用程式(Apps)或社交媒體，如facebook與學生

溝通，給我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更願意透過這些渠道表

達對習作的意見和發問。例如在facebook中，他們能

看到你真實的生活狀態，了解你對事情的看法，也可

以給予回應，這種關係的確有別於以往。

由 STEAM 到 STEAMING

在這一、兩年間，相信大家都認知到STEAM可以在各

教育層面上產生正面的作用，同工很可能正進行各種

對應的活動。本刊的上一期已經由教育界學者給了很

多寶貴分享和意見，所以不再細談。STEAM－ 

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

Arts(藝術)、Mathematics(數學)，這五個科目在設計教

育中當然有著重要的關係和影響，因為在現今世代，

設計發展就是依賴它們的支持和參與。我把STEAM加

上ING除了顯示這是一個進行式，意味STEAM是有

活力和可持續的之外，其實ING亦代表本人期望    

加諸於設計教育的三個軟技能(Soft Skills)；「I」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媒體發

展使人改變了溝通的方式，新一代著重通訊的效率，

容易忽視人際溝通的價值，例如如何細聽別人的想法

及語言和文字的藝術等，但願在快速傳遞訊息以外，  

還有更多真摯的情感。「N」是「Navigational Ability」   

(導航能力)，這個關乎領導能力、有明確方向和能夠在

路途上具備應變能力。偶與設計界朋友談論初入行的

設計師或設計學生的表現，往往認為他們欠缺以上能

力。所以，要培養出一個更專業的設計人才，導航能

力方面的訓練是必須的。「G」是「Give」(給予)，   

「Give」的相反是「Take」(獲取)，它是一種價值觀，

如果獲取好成績，就可得到好名次，獲取學位，就有

助升學和增強在職場的競爭力⋯⋯這是合情理的。我

認為「Give」(給予)這個價值觀會為社會帶來很多正面

的影響，因為「Give」正是惠及他人、社會、甚至世界

的行動。

最後，我會用「韻律操」來比喻設計教育中的改變，

它向難度挑戰，需要技術、多變、表現美感和追求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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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談 談 中 國 畫
文／圖片提供：陳雪儀老師

進入廿一世紀，人與人之間聯繫已經變得越來越緊    

密，距離也就像一個村落一樣那麼近的地球村，因此

中西文化藝術互補長短及互相融合，應該是我們未來

的大趨勢。

然而回到中國的歷史長河裏，如果我們去了解其文化

藝術，不難發現學習中國書畫不單是一種樂趣，也不

只是一種藝術那麼簡單。千百年來，書畫作品的文化

特質與中國的傳統哲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如在作品

中表達出莊子的「萬物與我為一」或是老子的「人法

地、地法天」等人與大自然共生共滅的思想觀。甚至

儒家學說對於文化藝術的精神也包含了自我修為的要

求，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就是把

道、德、仁、藝奉為道德追求的至高境界，中庸內斂

更是儒家思想從古至今一直影響中國人處世的態         

度，藝術就是文人修身養性、逸情抒懷的一種表達方

式。例如：畫家以梅、蘭、竹、菊為題的四君子，        

除了濃淡墨色及用筆的變化外，也要求畫家對修身、

養性、明志的修養。在畫面上抒發出人生的意義和價

值，並且強調不尚形似重傳神的思維。因此，畫家的

畫品高低反映在畫家的作品上。當我們繪畫時，必須

以中國獨有的宣紙、毛筆、筆洗及墨硯配合，才可以

真正表現國畫的神韻。希望大家準備好文房四寶，     

下次一起畫畫吧！

中國畫題材主要有花鳥、人物、山水等，技法主要分

別有「工筆」、「寫意」。「工筆」又名「細筆」，

即是以精謹細膩的筆法描繪景物的中國畫表現形式，

其畫風工細，描畫形象精微入細，一絲不苟，一般    

均上色【圖一、二】。「寫意」又名「粗筆」，即    

是用簡練的筆法描繪景物的中國畫，與工筆畫相對的

【圖三、四】。

可惜，這問題沒有獨一的答案，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理由作出不同的定義。把「設計」兩字輸入電腦網

絡找尋，維基網(Wikipedia)有下列定義：(1)為製作一件

事物，系統或可衡量的人機交互，而編制的一項計劃

或協議。(2)在特定環境下用原始組件編製成合乎要求

的一套規格。(3)為製造一件物體或一個結構而編製成

的一套計劃。(4)一項計劃或製圖，用以顯示一座建築

物，一件服裝或其他物件尚未成形前的模樣。(5)對一

件事物在其為實現前作出構思及應採取的行動，製出

計劃或圖紙。(6)對一件人工製品加以編排以表露它    

的特徵(Oxford Press, 2017)(這在香港視作一項商業活

動，志在使製品對顧客更具吸引力)。

老實說，身為一員設計師，我對上面的種種定義只理

解一半(其實不及一半)。Herbert Simon，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提供了一個較簡單的定義，我把它譯為「設

計就是去設備一套行動方針把現有狀況改成更合意     

的」。這確簡化了很多，因為依此我們只考慮三點：

(1)我們面對的現況，(2)我們想達到的情況，(3)如何去

達成。

我想把它更簡化一下，說(帶點詩意的)「設計」是一個

故事，一個講述我們現在何處，想往何處去及如何達

到目的地的故事。「設計」就是一次由「這邊」到達

「那邊」的旅程。

想像一下在我們的「設計」故事第一章裏Billy，Bob和

Jane身在一隻正在下沉的船上，他們都想走上對面的

一個海島。第二章他們在快速下沉的船上只能找到木

製的枱凳。第三章他們三人急速地高喊出要做什麼的

想法。第四章他們嘗試了一些想法，如(1)把凳搭堆在

枱面，爬上去以避開上漲的水面，(2)把長襪及恤衫綁

紮來做助泳器，(3)把枱凳泳長襪綁紮起來做成木筏。

在第五章他們體會到了第(3)項最有效。因此他們安全

地上了海島，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

上面的章節引導我們走過一道設計思維和問題解決的

過程。章節的總和構成一個設計的故事。第一章叫    

「產生共鳴」，認知到有問題發生了。第二章叫         

「定義」的問題是什麼，時間地點及牽涉的人。第三

章「形成概念，構思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在第四章

我們採取最好的方案並把它原型化，確認哪一個想法

最可行。第五章是「測試」，把最可行的方案實施到

現實環境中，去看看「木筏」下沉否。幸運得很，Billy, 

Bob和Jane沒有隨船沉下！

可以說「設計」是一個故事。每一項設計都是一個獨

特的故事，始終不同的起點及採取不同的路徑，到達

不同的終點。正如設計的定義一樣，故事也種類繁    

多，有浪漫故事，刑罪故事，科幻故事等。那麼設計

師講述的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們或把「設計」故事依上述構思達至成果的過程來

歸類。如果故事解決是一件物件的製成，如一個精美

的茶杯，或一個樣式優美的手機，這種故事便是產品

設計師講的。如果結局是一幅畫(像在一本書的封面)，

或是一件絕妙的包裝，這種故事是平面設計師常說的。

如果結局是一件衣服，或服裝配件，這種故事是時裝

設計師說的。澳大利亞設計學院(The Design Institute 

of Australia)對各類設計師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列

表。(http://www.maketools.com/articles-papers/inter-

actions20081112_dl.pdf)即使這樣的一個列表還是不

夠全面。上面描述的有點過度簡化了，因為不同類別

的設計師常常互相協作甚至「越界」。像在Audrey 

Niffenegger的浪漫科幻小說“The Time Traveller’s 

Wife”裏，越界使故事變得更豐富多彩。看看你的智

慧手機，你就可想像到很多不同類別的設計師參與到

它的製作故事中：有產品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可見        

一些表面簡單的食物，實卻含有很豐富複雜的故事內

容。每一類設計師講述了故事的一部分，而各部分又

要相互協調配合得天衣無縫，不然你的造詣便不能獲

得提升。

這些都是我們憑感覺和經驗便可明瞭和欣賞的故事。

希望你能抽出時間看看我在上面列出的，你便會發覺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滿了這樣的故事。我們也可

以憑一件設計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來作分類，因為不

同類別的設計師對我們引發出不同的效應。我再以智

能手機作個舉例。智能手機未面世前我們不識得螢幕

上「點擊」，「扒」，「滾動」。之前我們走路，與

朋友傾談我們都抬起頭的，之前我們的文字溝通，現

在都低頭看著螢幕，現在用:)、:P、*_*|||、(#_#)⋯⋯

可見智能手機的故事已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我們，有好

的也有壞的方面。

設計在哪些方面影響我們呢？Liz Sanders，Make Tools

公司創始人及著名設計研究者，供給我們一張圖表      

(圖表請在以上連結打開)。表內列示了不同類別的設

計引發出不同的效果和影響。她列出「關鍵設計」、

「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參與性設計」及「衍生

形設計研究」等。我想在這表內加進一項叫「未來   

設計」。正如表裏所示，這些都是很豐富且複雜的故

事。對這些故事作深入的研討須要參考其他知識，如

「人的因素」、「人機工程學」、「人類史」、       

「民族學」......等。我認為還是要讀讀「生態學」和   

「倫理學」。這些設計故事的內涵確實超越了我們的

感知能力和經驗，待將來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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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教節

甚 麼 是 「 設 計 」 ？
文／圖片提供：劉宇衡老師  譯：劉偉英教授

可惜，這問題沒有獨一的答案，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理由作出不同的定義。把「設計」兩字輸入電腦網

絡找尋，維基網(Wikipedia)有下列定義：(1)為製作一件

事物，系統或可衡量的人機交互，而編制的一項計劃

或協議。(2)在特定環境下用原始組件編製成合乎要求

的一套規格。(3)為製造一件物體或一個結構而編製成

的一套計劃。(4)一項計劃或製圖，用以顯示一座建築

物，一件服裝或其他物件尚未成形前的模樣。(5)對一

件事物在其為實現前作出構思及應採取的行動，製出

計劃或圖紙。(6)對一件人工製品加以編排以表露它    

的特徵(Oxford Press, 2017)(這在香港視作一項商業活

動，志在使製品對顧客更具吸引力)。

老實說，身為一員設計師，我對上面的種種定義只理

解一半(其實不及一半)。Herbert Simon，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提供了一個較簡單的定義，我把它譯為「設

計就是去設備一套行動方針把現有狀況改成更合意     

的」。這確簡化了很多，因為依此我們只考慮三點：

(1)我們面對的現況，(2)我們想達到的情況，(3)如何去

達成。

我想把它更簡化一下，說(帶點詩意的)「設計」是一個

故事，一個講述我們現在何處，想往何處去及如何達

到目的地的故事。「設計」就是一次由「這邊」到達

「那邊」的旅程。

想像一下在我們的「設計」故事第一章裏Billy，Bob和

Jane身在一隻正在下沉的船上，他們都想走上對面的

一個海島。第二章他們在快速下沉的船上只能找到木

製的枱凳。第三章他們三人急速地高喊出要做什麼的

想法。第四章他們嘗試了一些想法，如(1)把凳搭堆在

枱面，爬上去以避開上漲的水面，(2)把長襪及恤衫綁

紮來做助泳器，(3)把枱凳泳長襪綁紮起來做成木筏。

在第五章他們體會到了第(3)項最有效。因此他們安全

地上了海島，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

上面的章節引導我們走過一道設計思維和問題解決的

過程。章節的總和構成一個設計的故事。第一章叫    

「產生共鳴」，認知到有問題發生了。第二章叫         

「定義」的問題是什麼，時間地點及牽涉的人。第三

章「形成概念，構思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在第四章

我們採取最好的方案並把它原型化，確認哪一個想法

最可行。第五章是「測試」，把最可行的方案實施到

現實環境中，去看看「木筏」下沉否。幸運得很，Billy, 

Bob和Jane沒有隨船沉下！

可以說「設計」是一個故事。每一項設計都是一個獨

特的故事，始終不同的起點及採取不同的路徑，到達

不同的終點。正如設計的定義一樣，故事也種類繁    

多，有浪漫故事，刑罪故事，科幻故事等。那麼設計

師講述的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們或把「設計」故事依上述構思達至成果的過程來

歸類。如果故事解決是一件物件的製成，如一個精美

的茶杯，或一個樣式優美的手機，這種故事便是產品

設計師講的。如果結局是一幅畫(像在一本書的封面)，

或是一件絕妙的包裝，這種故事是平面設計師常說的。

如果結局是一件衣服，或服裝配件，這種故事是時裝

設計師說的。澳大利亞設計學院(The Design Institute 

of Australia)對各類設計師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列

表。(http://www.maketools.com/articles-papers/inter-

actions20081112_dl.pdf)即使這樣的一個列表還是不

夠全面。上面描述的有點過度簡化了，因為不同類別

的設計師常常互相協作甚至「越界」。像在Audrey 

Niffenegger的浪漫科幻小說“The Time Traveller’s 

Wife”裏，越界使故事變得更豐富多彩。看看你的智

慧手機，你就可想像到很多不同類別的設計師參與到

它的製作故事中：有產品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可見        

一些表面簡單的食物，實卻含有很豐富複雜的故事內

容。每一類設計師講述了故事的一部分，而各部分又

要相互協調配合得天衣無縫，不然你的造詣便不能獲

得提升。

這些都是我們憑感覺和經驗便可明瞭和欣賞的故事。

希望你能抽出時間看看我在上面列出的，你便會發覺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滿了這樣的故事。我們也可

以憑一件設計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來作分類，因為不

同類別的設計師對我們引發出不同的效應。我再以智

能手機作個舉例。智能手機未面世前我們不識得螢幕

上「點擊」，「扒」，「滾動」。之前我們走路，與

朋友傾談我們都抬起頭的，之前我們的文字溝通，現

在都低頭看著螢幕，現在用:)、:P、*_*|||、(#_#)⋯⋯

可見智能手機的故事已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我們，有好

的也有壞的方面。

設計在哪些方面影響我們呢？Liz Sanders，Make Tools

公司創始人及著名設計研究者，供給我們一張圖表      

(圖表請在以上連結打開)。表內列示了不同類別的設

計引發出不同的效果和影響。她列出「關鍵設計」、

「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參與性設計」及「衍生

形設計研究」等。我想在這表內加進一項叫「未來   

設計」。正如表裏所示，這些都是很豐富且複雜的故

事。對這些故事作深入的研討須要參考其他知識，如

「人的因素」、「人機工程學」、「人類史」、       

「民族學」......等。我認為還是要讀讀「生態學」和   

「倫理學」。這些設計故事的內涵確實超越了我們的

感知能力和經驗，待將來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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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這問題沒有獨一的答案，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理由作出不同的定義。把「設計」兩字輸入電腦網

絡找尋，維基網(Wikipedia)有下列定義：(1)為製作一件

事物，系統或可衡量的人機交互，而編制的一項計劃

或協議。(2)在特定環境下用原始組件編製成合乎要求

的一套規格。(3)為製造一件物體或一個結構而編製成

的一套計劃。(4)一項計劃或製圖，用以顯示一座建築

物，一件服裝或其他物件尚未成形前的模樣。(5)對一

件事物在其為實現前作出構思及應採取的行動，製出

計劃或圖紙。(6)對一件人工製品加以編排以表露它    

的特徵(Oxford Press, 2017)(這在香港視作一項商業活

動，志在使製品對顧客更具吸引力)。

老實說，身為一員設計師，我對上面的種種定義只理

解一半(其實不及一半)。Herbert Simon，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提供了一個較簡單的定義，我把它譯為「設

計就是去設備一套行動方針把現有狀況改成更合意     

的」。這確簡化了很多，因為依此我們只考慮三點：

(1)我們面對的現況，(2)我們想達到的情況，(3)如何去

達成。

我想把它更簡化一下，說(帶點詩意的)「設計」是一個

故事，一個講述我們現在何處，想往何處去及如何達

到目的地的故事。「設計」就是一次由「這邊」到達

「那邊」的旅程。

想像一下在我們的「設計」故事第一章裏Billy，Bob和

Jane身在一隻正在下沉的船上，他們都想走上對面的

一個海島。第二章他們在快速下沉的船上只能找到木

製的枱凳。第三章他們三人急速地高喊出要做什麼的

想法。第四章他們嘗試了一些想法，如(1)把凳搭堆在

枱面，爬上去以避開上漲的水面，(2)把長襪及恤衫綁

紮來做助泳器，(3)把枱凳泳長襪綁紮起來做成木筏。

在第五章他們體會到了第(3)項最有效。因此他們安全

地上了海島，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

上面的章節引導我們走過一道設計思維和問題解決的

過程。章節的總和構成一個設計的故事。第一章叫    

「產生共鳴」，認知到有問題發生了。第二章叫         

「定義」的問題是什麼，時間地點及牽涉的人。第三

章「形成概念，構思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在第四章

這是本人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設計工作室有份參與的設計項目。Crimson Teas「堅信良茶」是一

所透過茶與藝術推動環保、關愛與健康的茶室。茶室座落於多倫多大學旁。主要顧客為當地大學

生。這項目需要各類型的設計師協作——平面設計師負責設計標誌、名片、信紙、信封、餐牌、

餐墊等等；室內設計師則負責店面的佈置與氛圍；工業設計師則負責設計傢俬及餐室的設備；   

食物設計師則負責設計餐單，以及安排食物展示的方式。茶室配合主題售賣健康有機無糖少油少

鹽食品。室內傢具也利用廢棄木材再造設計，牆上亦掛上本人一系列主題人像油畫，另一邊牆上

掛上水墨畫家Henry Ho何家強先生新水墨繪畫字體作品，既有格調又環保。希望能夠藉此教育大

學生及下一代宣揚環保、關愛及健康設計理念，為環保關愛社會文化盡一份心力。

我們採取最好的方案並把它原型化，確認哪一個想法

最可行。第五章是「測試」，把最可行的方案實施到

現實環境中，去看看「木筏」下沉否。幸運得很，Billy, 

Bob和Jane沒有隨船沉下！

可以說「設計」是一個故事。每一項設計都是一個獨

特的故事，始終不同的起點及採取不同的路徑，到達

不同的終點。正如設計的定義一樣，故事也種類繁    

多，有浪漫故事，刑罪故事，科幻故事等。那麼設計

師講述的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們或把「設計」故事依上述構思達至成果的過程來

歸類。如果故事解決是一件物件的製成，如一個精美

的茶杯，或一個樣式優美的手機，這種故事便是產品

設計師講的。如果結局是一幅畫(像在一本書的封面)，

或是一件絕妙的包裝，這種故事是平面設計師常說的。

如果結局是一件衣服，或服裝配件，這種故事是時裝

設計師說的。澳大利亞設計學院(The Design Institute 

of Australia)對各類設計師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列

表。(http://www.maketools.com/articles-papers/inter-

actions20081112_dl.pdf)即使這樣的一個列表還是不

夠全面。上面描述的有點過度簡化了，因為不同類別

的設計師常常互相協作甚至「越界」。像在Audrey 

Niffenegger的浪漫科幻小說“The Time Traveller’s 

Wife”裏，越界使故事變得更豐富多彩。看看你的智

慧手機，你就可想像到很多不同類別的設計師參與到

它的製作故事中：有產品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可見        

一些表面簡單的食物，實卻含有很豐富複雜的故事內

容。每一類設計師講述了故事的一部分，而各部分又

要相互協調配合得天衣無縫，不然你的造詣便不能獲

得提升。

這些都是我們憑感覺和經驗便可明瞭和欣賞的故事。

希望你能抽出時間看看我在上面列出的，你便會發覺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滿了這樣的故事。我們也可

以憑一件設計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來作分類，因為不

同類別的設計師對我們引發出不同的效應。我再以智

能手機作個舉例。智能手機未面世前我們不識得螢幕

上「點擊」，「扒」，「滾動」。之前我們走路，與

朋友傾談我們都抬起頭的，之前我們的文字溝通，現

在都低頭看著螢幕，現在用:)、:P、*_*|||、(#_#)⋯⋯

可見智能手機的故事已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我們，有好

的也有壞的方面。

設計在哪些方面影響我們呢？Liz Sanders，Make Tools

公司創始人及著名設計研究者，供給我們一張圖表      

(圖表請在以上連結打開)。表內列示了不同類別的設

計引發出不同的效果和影響。她列出「關鍵設計」、

「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參與性設計」及「衍生

形設計研究」等。我想在這表內加進一項叫「未來   

設計」。正如表裏所示，這些都是很豐富且複雜的故

事。對這些故事作深入的研討須要參考其他知識，如

「人的因素」、「人機工程學」、「人類史」、       

「民族學」......等。我認為還是要讀讀「生態學」和   

「倫理學」。這些設計故事的內涵確實超越了我們的

感知能力和經驗，待將來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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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這問題沒有獨一的答案，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理由作出不同的定義。把「設計」兩字輸入電腦網

絡找尋，維基網(Wikipedia)有下列定義：(1)為製作一件

事物，系統或可衡量的人機交互，而編制的一項計劃

或協議。(2)在特定環境下用原始組件編製成合乎要求

的一套規格。(3)為製造一件物體或一個結構而編製成

的一套計劃。(4)一項計劃或製圖，用以顯示一座建築

物，一件服裝或其他物件尚未成形前的模樣。(5)對一

件事物在其為實現前作出構思及應採取的行動，製出

計劃或圖紙。(6)對一件人工製品加以編排以表露它    

的特徵(Oxford Press, 2017)(這在香港視作一項商業活

動，志在使製品對顧客更具吸引力)。

老實說，身為一員設計師，我對上面的種種定義只理

解一半(其實不及一半)。Herbert Simon，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提供了一個較簡單的定義，我把它譯為「設

計就是去設備一套行動方針把現有狀況改成更合意     

的」。這確簡化了很多，因為依此我們只考慮三點：

(1)我們面對的現況，(2)我們想達到的情況，(3)如何去

達成。

我想把它更簡化一下，說(帶點詩意的)「設計」是一個

故事，一個講述我們現在何處，想往何處去及如何達

到目的地的故事。「設計」就是一次由「這邊」到達

「那邊」的旅程。

想像一下在我們的「設計」故事第一章裏Billy，Bob和

Jane身在一隻正在下沉的船上，他們都想走上對面的

一個海島。第二章他們在快速下沉的船上只能找到木

製的枱凳。第三章他們三人急速地高喊出要做什麼的

想法。第四章他們嘗試了一些想法，如(1)把凳搭堆在

枱面，爬上去以避開上漲的水面，(2)把長襪及恤衫綁

紮來做助泳器，(3)把枱凳泳長襪綁紮起來做成木筏。

在第五章他們體會到了第(3)項最有效。因此他們安全

地上了海島，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

上面的章節引導我們走過一道設計思維和問題解決的

過程。章節的總和構成一個設計的故事。第一章叫    

「產生共鳴」，認知到有問題發生了。第二章叫         

「定義」的問題是什麼，時間地點及牽涉的人。第三

章「形成概念，構思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在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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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環境中，去看看「木筏」下沉否。幸運得很，Billy, 

Bob和Jane沒有隨船沉下！

可以說「設計」是一個故事。每一項設計都是一個獨

特的故事，始終不同的起點及採取不同的路徑，到達

不同的終點。正如設計的定義一樣，故事也種類繁    

多，有浪漫故事，刑罪故事，科幻故事等。那麼設計

師講述的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們或把「設計」故事依上述構思達至成果的過程來

歸類。如果故事解決是一件物件的製成，如一個精美

的茶杯，或一個樣式優美的手機，這種故事便是產品

設計師講的。如果結局是一幅畫(像在一本書的封面)，

或是一件絕妙的包裝，這種故事是平面設計師常說的。

如果結局是一件衣服，或服裝配件，這種故事是時裝

設計師說的。澳大利亞設計學院(The Design Institute 

of Australia)對各類設計師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列

表。(http://www.maketools.com/articles-papers/inter-

actions20081112_dl.pdf)即使這樣的一個列表還是不

夠全面。上面描述的有點過度簡化了，因為不同類別

的設計師常常互相協作甚至「越界」。像在Audrey 

Niffenegger的浪漫科幻小說“The Time Traveller’s 

Wife”裏，越界使故事變得更豐富多彩。看看你的智

慧手機，你就可想像到很多不同類別的設計師參與到

它的製作故事中：有產品設計師，平面設計師......可見        

一些表面簡單的食物，實卻含有很豐富複雜的故事內

容。每一類設計師講述了故事的一部分，而各部分又

要相互協調配合得天衣無縫，不然你的造詣便不能獲

得提升。

這些都是我們憑感覺和經驗便可明瞭和欣賞的故事。

希望你能抽出時間看看我在上面列出的，你便會發覺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滿了這樣的故事。我們也可

以憑一件設計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來作分類，因為不

同類別的設計師對我們引發出不同的效應。我再以智

能手機作個舉例。智能手機未面世前我們不識得螢幕

上「點擊」，「扒」，「滾動」。之前我們走路，與

朋友傾談我們都抬起頭的，之前我們的文字溝通，現

在都低頭看著螢幕，現在用:)、:P、*_*|||、(#_#)⋯⋯

可見智能手機的故事已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我們，有好

的也有壞的方面。

設計在哪些方面影響我們呢？Liz Sanders，Make Tools

公司創始人及著名設計研究者，供給我們一張圖表      

(圖表請在以上連結打開)。表內列示了不同類別的設

計引發出不同的效果和影響。她列出「關鍵設計」、

「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參與性設計」及「衍生

形設計研究」等。我想在這表內加進一項叫「未來   

設計」。正如表裏所示，這些都是很豐富且複雜的故

事。對這些故事作深入的研討須要參考其他知識，如

「人的因素」、「人機工程學」、「人類史」、       

「民族學」......等。我認為還是要讀讀「生態學」和   

「倫理學」。這些設計故事的內涵確實超越了我們的

感知能力和經驗，待將來再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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