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助

「本書廣邀業界重量級人物就卷中藝術教育系統的支援策略、

校本內外藝術評論的模式，和創作教學的結合、實踐……，如

何達到全人教育，都有探討。無疑是教改歷程上民間社會的重

點回應，彌足珍視。」

～林漢堅 前教統會增選委員及藝展局藝術教育委員會主席

「七零年代初，當時的教育署正式設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四十多年

來，香港的學校美術教育在整體課程框架下有長足的發展。十多年

前，政府推行教育改革並策動課程改革，亦為學校美術教育帶來改

變，其中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和公開考評的改變至為巨大和

受爭議。本書輯錄近十多年來有關視覺藝術教育的文章，作者包括

資深及新晉教師，前線視藝教育工作者，大專視藝教育學者，著名

藝評專家等，甚具代表性。他們的觀察和意見是多角度、近距離、

具現實基礎和具前瞻性的，這是一本了解現時視覺藝術教育情況不

可多得的專著。從本書作者群所見，現在視藝術教育可說是人強馬

壯，他們有理想有幹勁，有心有力，具充足學養，從他們當中，我

看到了視藝術教育的未來！」

～楊懷俸　前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總主任〈學校質素保證〉

本書集合了多位學者及前線教師對藝術教育的真知灼見，這類討

論對於推動教育專業發展尤為重要，也展示教育工作者的熱誠。

～葉建源議員（立法會教育界議員）

《視藝教育在前綫》是近期業界少有的文集，

本書結集了不同時期的專家學者及前綫老師對

本地視覺藝術教育的剖析，理論及現況兼備，

見證了視藝科在教育改革下的變遷。細閱書中

的二十五篇文章，深深感受到前輩們對藝術教

育的執著及付出，與者年青一代教師對藝術教

育的熱誠和期盼。實在慶幸有這群關心藝術教

育的有心人，為藝術教育的發展而努力。期望

透過本文集，喚起更多人對藝術教育的關注，

同心合力締造更佳的藝術土壤。

～張寶雯（前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長）

文集共收集了二十五篇視覺藝術教育工作者的

研究成果及對視藝教育的宏願。內容包括了教

育改革前後不同階段所撰寫的文章，讓我們鑑

古知今，宏觀地了解整個視覺藝術考試制度的

問題，並再一次反思這個考試制度能否有效地

促進學生學習。

～鄺啟德（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長）

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早於2004年成立（前
稱：新高中課程改革關注小組）；及後於2011
年再次由五位熱心視藝科教師成立，期望透過舉
辦有關視藝教育研討會、講座、工作坊，出版刊
物，引起大眾關注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發展，包括
課程改革、其考評制度、視覺藝術科各階段課程
的銜接，並確立視覺藝術教育在香港教育體制中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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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美術教育像個永遠都解不了的死結，近年

高中學生選修藝術人數銳減，更敲起警號，令人

擔心早已不被學校重視的視覺藝術科，恐怕會加

速其消逝。對近年不斷鼓吹創意產業、文化旅遊

的香港，如果連最基本的藝術教育也守不住，實

令人尷尬。我們有具理想熱誠的老師，也不乏有

創意的學生，個人也認為高中藝術科課程改革的

路向基本上是正確而進取的，但為何香港藝術教

育發展不見進步反而墮入空前危機？

藝術課程的改革，對藝術教育內容的深廣度也要

求越多──每次當我有機會講述些與藝術教育相

關的題目如藝術欣賞，席間總是坐著滿滿老師。

可見藝術教育界對持續學習、研究是如何的逼

切。

藝術教育的發展，跟整個社會文化生態圈緊密

相連──老師的持續培訓、教材學術研究的支

援、考試設計和評核的專業性、大學收生機

制，以至老師的工作量、家長、校長和社會對

藝術教育的態度等，環環相扣，直接影響藝

術教育質素及其發展。當中一環出現斷層，便

會嚴重影響其健康發展。有時候覺得整個生態

圈到處都出現問題，不知從何著手，但無論如

序

何，也始終找個起步點作牽頭。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成立多年，推動藝術教育的專

業發展。儘管舉步為艱，仍透過出版和其他活

動，持續為改善本地藝術教育作出貢獻。這由

其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編撰的藝術教育評

論集，為老師提供重要的教學參考資料。路漫漫

長，但始終要有人先起步前行，希望大家繼續

努力。

何慶基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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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德、智、體、美、群」是教育的大方向，藝術

教育作為培育學生的個人潛能、審美觀及創造力

等是非常重要的全人發展教育。

視藝課程發展，都受到不同的視藝課程設計取向

所影響，然而回到香港在視藝課程設計方面，一

直只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即使後來教育當

局頒布的視藝科課程綱要，也只是一種建議，並

沒有要求學校切實施行，在沒有足夠的行政規範

支援，又欠缺强制的課程綱要和教科書，且無具

體而客觀的學習成就評核標準等問題，小學的視

藝科一直以來在學校的編制下都是不太受重視的

「閒科」。即使進行課改後，藝術評賞課程指引

中提及：透過藝術評賞藝術品，提升創造力，但

由於各施各法，小學學生也不一定有機會參與

藝術欣賞等的教學活動，而高中的藝術/設計評

賞試題中又沒有提供學習範圍、作品的背景資料

等，最後藝評筆試只會淪為偏重於語文的「看圖

作文」考卷！

香港要真正落實以學科為本的藝術教育，迎接新

世紀的挑戰。除了在課程設計、教學方式、教師

培訓、考試範圍及考核方式等有一系列的配套及

規劃外，整體教師團隊如校長及主任等行政人員

也要認同視藝教育的重要性。

今次期望在匯集大家的意見後，令教育當局對視藝

科情况作出明確的改善。在召集人梁崇任老師的協

助下，可以順利完成此文集，在此感謝各位視藝科

教師及學者提供的寶貴意見，也十分榮幸獲何慶基

教授撰文寫序，感謝林漢堅先生、葉建源議員及

楊懷俸先生撰寫書評。

更要感謝一直支持本文集的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及

協助的工作團隊，相信為了未來能夠改進香港的

藝術教育工作，尚期盼大家可以共同努力各展所

長去貢獻自己的力量！

陳雪儀

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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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霜陽
劉健威（筆名劉霜陽），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碩士。畢業後曾從事藝術評論及展覽策劃工作逾十

年，1997年為「九龍皇帝」曾灶財策劃展覽尤其矚目，引發廣泛報道及討論；卒之將一個卑微的

小人物帶進國際當代藝術殿堂 ── 「 威尼斯雙年展 」。

1998年起創立四川大平伙、黃色門廚房，開創私房菜新浪潮，影響及於台灣、中國。所主持留家

廚房2011年曾獲米芝蓮一星評級。現為《信報》、《飲食男女》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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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在美術活動中的重要性

在傳統觀念中，藝術批評經常起著三種作用──

作為藝術家和觀眾之間的橋樑、藝術家工作的鏡

子和起著端正品味的功能。

橋樑，是指藝評人利用自己的藝術修養，帶領觀

眾深入欣賞藝術家的作品。因為觀眾的藝術知識

和修養，跟作為專業創作的藝術家之間有著距

離，而藝術家又不可能隨時走出來以語言或文字

來解說自己的創作。這時候，藝評人對作品的

文字演繹就起了作用──提供更豐富的知識和歷

史、文化角度來讓觀眾欣賞和思考創作成品。

藝評人作為橋樑的作用明顯是存在的，但這個角

色常常被人簡單化或誇大了──一些藝術工作者

因而將藝評人誤作藝術家的附庸和公關。這是很

不幸的誤解，藝評人的角色顯然跟一個美術館導

賞員或公關公司職員有所分別，一篇中性推介的

文章能否稱為藝評也有疑問。藝評的主要作用在

於「評」，即藝評人的立場毫不含糊的對藝術工

作者的創作提出自己的意見；美國藝評人Robert 

Hughes有一本書的書名就一針見血的說出了

藝評的真義──Nothing if not Critical，沒有批

判，藝評變得空洞無物。

這就牽涉到藝評人的第二、三個作用。

藝術工作者創作往往是較主觀的，但把作品拿出

來展覽，多是希望跟觀眾有所溝通，得到欣賞和

認受。這時，藝評人就扮演了一個觀眾的角色，

多少讓藝術工作者認知創作發表後的客觀效果。

當然，無論藝評人如何盡量客觀，他的觀點都是

有所限制。一個健康的藝術文化環境裡，一件作

品出現了，最理想是有多角度的評論。

在這批評層次中，藝評人的職責不一定是對藝術

工作者主觀創作意圖的進一步闡釋，他大可將創

作視為文化符號，放在一個較大的歷史和文化場

景中去檢視它，讓其產生連創作者也無法想像和

操控的意味──新的意義，是藝術評論的過程中

產生的，因而很多人將藝評視為一種藝術的再創

作。在這一個時代裡，人們認識到作者的主觀表

達和讀者認受之間的巨大縫隙，和一件作品客體

化之後附加產生的意義。因此，畫家再不是解說

自己作品的最合法權威。

端正品味，也即對藝術作出褒貶的價值判斷，是一

般人認為藝評的主要功能。但筆者以為，這也不是

最重要的，起碼在批評時不會將之視為主要目的。

沒有批評，何來進步﹖
談藝術批評和美術教學的結合
劉霜陽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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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對於弄虛作假之徒直斥其非確起了正人視聽

的作用，但評論個別作品的好與壞，有時不免牽

涉到個人的喜好和品味，公共意義不大。而一件

失敗作品，有時附帶的文化意義，比一件成功的

作品來得多。

因而面對一件新出現的作品，筆者首先關心的是

它的文化含義，縱（歷史）橫（文化現況）的審

視其出現的意義，說出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跟新

作品作出一番對話。

藝術家──藝評人──展覽策劃──畫商──收

藏家──觀眾之間是一個有機和互動的聯繫。這

種關係促成了藝術品及其意義的產生。在不同的

歷史時期，有時藝評人的作用大一點（像四、五

十年代抽象表現主義），有時展覽策劃、畫商的

作用大些（像六十年代普普藝術），有時則收藏

家作用又大些（像八十年代Saatchi Collection的

收藏左右了美術館的取向）── 放在一個集體文

化生產的角度看藝評人擔當的作用和角色，也許

異於傳統的想法。

藝術批評的基礎

知識是批評的基礎：知識包括藝術常識、歷史和

文化知識。

在香港從事藝術批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因為這

裡的文化是很多元的。無論舉行的展覽或發生的

文化事件，都有著龐雜的歷史淵源。因此，要探

究一件藝術品出現的時代意義，也許該追溯其

歷史承傳所在。故批評者既要具備中國和西方藝

術史知識，也要了解其間存在的不同審美標準。

僅僅用單一標準來評論產生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

品，會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犯上「政治不正

確」的錯誤。記得有一位從意大利留學回來的雕

塑工作者，用了一些西方現代審美觀念來看中國

古代的佛教雕塑，覺得很單調，每個朝代的佛像

都差不多。

他犯的錯誤就是缺乏歷史知識和不尊重不同的文

化價值──佛像雕塑不是從藝術創作出發的，要

受到一定宗教的禮儀所規範。但歷史匠人都在種

種限制下創作出不同的時代美感來──熟悉佛教

藝術的人，都知道大同是大同，麥積山是麥積

山，四川大足是四川大足。佛像有著不同的地區

和時代風格，絕不相混，那位雕塑工作者的說法

變得很無知，是內行人的笑話。 

除了認識中西藝術歷史，對本地的藝術發展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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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了解。很多作者對前人做過的事一無所知，

明明有些事只是重複過別人做過的事，但他還以

為是新發明，大驚小怪的鬧笑話。

知識之外，還須胸襟和視野。

認識傳統不易，跳出傳統更難。跳出傳統，意思

是找到當代立足點去看傳統，而非被純傳統的觀

念和價值牽著鼻子走。沒有當代立足點，批評不

會有時代和積極意義，只是讓腦袋做了古人的跑

馬場。

另一方面，在尊重地區文化之餘，又要有著遼

闊的國際視野，清晰的意識到本土藝術的國際

地位，知道欠缺所在，提出批評，使藝術工作

者有所改進和提升。這免不了要多看書報和外

遊看展覽。

在香港從事藝術批評，有時難免存在雙重標準

（中和西），但所有標準又非一成不變的。有

時兩種價值可以互相參照而各有增益，但更多時

候不能強行混和，只能隨著時代的步伐而調整兩

者的關係。藝評人就是徘徊在不同的文化價值之

間，時刻扮演一個中介角色。

批評的態度和方法

許多人都對藝評人有所誤解，認為藝評人是靠批

評別人來建立自己的地位。

這顯然是很大的誤解，誤解來自──要是你很細

心的挖掘一個藝術工作者的長處，讀者會沒耐心

看；但要是你去貶低一位藝術工作者，讀者會十

分感興趣和留意，當中有一種虐人的快感。故即

使你正面肯定人多於負面批評人，讀者還是覺得

你靠罵人起家。

每個畫家都創作過垃圾。但作為一個公平的藝評

人，應找出其最好的幾張作品來褒貶。

批評的時候，要記住古人的話：切忌「利害奪其

外，好惡亂其中」。利害，是小心不要有利益衝

突，讓利益影響了評論的公正；好惡，是突出了

個人的品味，褒得「自我沉溺」，削弱了評論的

公共意義。

較難處理的，還是藝評人跟藝術工作者的關係。

如前文所說，很多藝術工作者將藝評人視為附

庸和公關，不能平等相處。我時常記得一個例

子：有一次，跟一位畫家說起藝術評論，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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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不以為然的說：「我從不看藝評。」可是，以

後再見到他，他總是問：「怎麼你不寫我？」沒

幾個藝術工作者不重視藝評，但沒幾個會承認自

己重視藝評。愛恨交集。

因而，跟藝術工作者相處，藝評人時有委屈之

感。這時候，最重要是認清楚自己的價值和位

置──寫藝評，你不是為了藝術家或觀眾（當然

也可以同時為了他們），主要的——你是為藝術

而寫。寫作本身就是創作，存在獨立的價值。

每個人寫作藝評的方法也許都不一樣。我的方法

是，假如每星期只寫一篇，那去看幾個展覽，挑

一個為目標，然後多去看一、兩次。看展覽時，

先全部大略看一次，然後挑幾張主要的作品，重

點的看。

看的時候，要做文字或圖像紀錄，以便寫作時輔

助的記憶。有時，我會把展覽的三十多張畫作的

構圖全部勾勒下來。

寫作時，盡量避免先入為主。待回家坐下，才

從腦海中重組展覽現場，將展品放到恰當的文

化位置去。

有一種寫法較為忠厚，只挑好的作品來講，對畫

家多作鼓勵，是以正面為主的寫法；另一種「有

碗話碗，有碟話碟」，直言展覽的正負兩面。寫

法由寫作者的性格來決定，難說何者是，何者非。

文字，要儘量簡潔，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香港

有許多有關藝術的文章都不好讀，理由是作者學

院出身，理論名詞一大堆，但未盡消化，就將理

論很牽強的套在本土文化上。

藝評是從經驗出發的，故理念和經驗間，要有適

當的平衡，但又切忌寫成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批評。

藝術批評在美術教育中運用

雖然，香港大學藝術系的教學目標之一是培養藝

評人，可是連大學都沒有開一科「藝術批評」。

藝術評論好像很難學，可是另一方面又好像很容

易學，而且很應該學。

英國長大的朋友說，他們在小學時已習慣小組討

論，學校方面很鼓勵同學建立自己的獨立觀點和

勇於在眾人前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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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澳洲研究教育回來的朋友說，那裡的小學生已

有傳媒批評的課程，面對每日洶湧而來的圖像資

訊，知所選擇。

有著這樣的教育背景，學習藝評又有何難──批

判思維，是藝評的重要基礎。可是，香港的教

育，最缺乏的是批判思維訓練。

因此，如果要在美術教學中推廣藝術評論意識，

首先要做的事也許是提高同學們的獨立思考能

力。其次，是批判意識的逐步建立。

長久以來，許多人都將藝術創作浪漫化了，認為

藝術的主要目的在於表現視覺美感。這種想法，

今天已經不足以用來理解和欣賞當代藝術了。因

為許多藝術家認為藝術的精髓在於精神範疇，因

而表現思想之美比較表現視覺之美重要得多──

雖然精神、思想之美也是以視覺呈現出來的，但

重要的是把思想表達出來，視覺形式是否具有美

感倒變得次要了。

因此，在訓練學生培養審美意識和標準時不能墨

守成規。色彩結構、構圖、造型等的藝術形式美

感在美術課上應該教過不少了，我始終覺得，香

港的學生最匱乏的是文化思考的訓練，因而令他

們沒有從更高的層次去欣賞和思考藝術創作。故

加強同學們的文化和批判意識是很重要的事。

具體做法上，我認為應在美術課中增加藝術欣

賞、小組討論的時間比例──藝術欣賞能增加同

學的藝術史知識和對審美標準的認識；而小組討

論則可增進同學的思考和辯論能力，活學活用剛

剛學到的審美準則。

我以為，每當同學們完成一件美術作品，都應該

一併張貼出來，互相批評，把成功和失敗的地方

都指出來，這樣大家在思想和創作技巧都會進步

得很快。而老師，則在討論過程中扮演主持者的

角色，盡量激發同學發表意見，自己則盡量壓抑

看法，到最後有必要時才作補充，這樣既能刺激

同學們的主動性，也可增加他們的信心和勇氣。

將創作擺出來跟畫友「互質」，是一些畫會很普

通的做法。這方法，應該視之為創作的延續，相

信有助於增強同學們的思考，判斷能力。

此外，老師們也很有必要向同學們提供補充教

材──遇到有水準的藝術、文化、傳媒（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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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影像的，例如廣告）評論文章，都最好能影

印給同學們分享，共同討論。

遇到有水準的展覽，應該組織同學們一起去參

觀，並要求他們在觀展過程中做詳細筆記，回來

後則集體討論。

每個學期，最好要求學生撰寫起碼一篇藝術評

論，磨練他們的藝術欣賞、批評和文字表達能力。

我們很難期望大部份學生都對藝術批評感到興

趣，或將來成為藝評人。但作為老師，卻有責任

培養學生的獨立判斷能力和強烈的批評意識。

筆者從事藝術評論工作十餘年，當中過程，苦樂

參半，其中得益甚多。在跟藝術創作認真對話的

過程中，對文化、對人生的體驗都深刻了。而文

化視野亦不斷的有所拓闊，因為心胸閉塞的人是

很難提筆寫評論的。因為眾目睽睽下，寫錯了，

白紙黑字很難免受指責。

藝評人不易為，付出與得著有時很不成比例。在

這樣的狀況下，還要時刻提醒自己不可有酸澀的

心，以免下筆不能持平──沒有人有興趣去讀那

類「自我沉溺」的文字。

香港寫藝術評論的人不算多，但無論藝術工作者

或觀眾，都希望能多讀到更多的藝評文字，促成

公共對話，推動藝術發展。因為對整體藝術制度

和生態而言，藝評人是不可或缺的份子。 

而藝評人是不能「速成」的，要有賴細水長流的

藝術教育慢慢栽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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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劉霜陽先生（藝評人，90年代中大藝術史碩士）教改前的文章，讓我重新有兩方面

的提醒： 

任教新高中的視覺藝術教師應具備藝評人和藝術家的基本能力和素質，請問教育局如何

確保此師資？又如何評定評卷員在這方面的能力？若然這兩大問題不能解決，是否能確

保被考評者能力能公平地被評定？

 

教師們應記住：「你的視野如何，跟隨你的學生視野也將如何」，儘管社會只有少數的

藝術家，我們也應培育更多具一般審美能力的大多數觀眾和具藝評視野的大眾。我們應

善用香港的較自由風氣，促進文藝界的進步。教師是知識分子之一，擔當知識傳遞使

命，不斷反思和警醒。

劉瑩老師

藝評人應具備的素質：胸襟、學養、視野、文化歷史認知、藝術知識、公平公

正態度（自由社會的風氣下）。「要為藝術而寫，不為藝術家及觀眾寫」，記

着：“Nothing if not Critical.”（美國藝評人Robert Hughes）。

學校教師應具備的素質：豐富的藝術知識和學養；培養藝術風氣（好展覽要帶學生

去看），營造師生平等地位，方便進行 「互評」和 「自評」；每學年要求學生起碼

撰寫藝評一篇，加強文化思考的訓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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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桂順
1976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1年獲哲學碩士（中國美術史）學位，又於2002年獲澳洲

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博士學位。曾任職葛量洪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高級講師，另

擔任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名譽顧問、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審批員及藝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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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評核制度的理據

邁向廿一世紀，在配合未來社會對人材素質更全

面及多元化的要求下，教育趨勢須加強全人教育

的發展，公開考試亦應作出相應的修訂。最近，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和由香港考試局委

任國際顧問團所發表的中期檢討報告，均對未來

公開評核的取向和方式，作出富啟示性的建議，

引起教育界的關注及討論。

歸納來看，大家關心的核心問題主要是圍繞「評

核甚麼」和「怎樣評核」這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未來的公開評核內容，應否朝更全面

及多元的方向進展，「由只著重知識的評核，走

向全面評估學生能力、態度及行為」（教統會七

號報告7.15）；第二方面，是評核方式應否由原

來只靠單一次總結性的評核──定時公開試──

走向加入對學生學習過程的持續性評核。例如將

平日的校內成積加入公開試一併計算；又或者將

校內成績與公開試成績並列，作為升學及就業的

另一參考。

從美術教育的角度看，由於本科活動所涉及的內

容不只局限於知識和技能的獲取，還關連學生

個人情意的表達、創新的追求以至審美觀的建立

等，這些都要通過不同的創作和審美活動達至，

需要相應採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評核。因此，單靠

集中一卷的定時評核方式，肯定不能全面評估到

學生的能力與表現。

從美術創作範疇看，在新科技、新思潮的推動

下，美術表現的媒介及形式已日新月異，不少

創作形式如攝影、錄像、電腦藝術、裝置藝術

等都可納入美術課程，但在公開試中卻不能獲

得評核。

另一方面，從現代藝術和近年美術教育的發展來

看，創作媒介已逐漸打破過往截然分隔、各自獨

立的觀念，走向更開放而彈性的跨媒體綜合表現

──繪畫可以結合版畫、雕塑，裝置藝術可以採

用立體作品、日常物件配合音響、錄像等。以

單一媒介作為考卷，既不能對這類表現形式作出

評核，亦間接阻礙及局限教學上的彈性探索及發

展。相反，採取較自主的校內評核設計，將會鼓

勵更富創意的學習。

因此，圍繞上述報告所作出的建議，即將校內成

績加入公開試成績一併計算，和將校內成績與公

香港中學會考「美術與設計」科評核
從公開評核到校內評核
馬桂順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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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試成績並列，就本科的發展特點來說，大體上

是更切合教學的靈活性，對促進課程多元化的發

展亦會起到正面的作用。

二、調查訪問結果

在考評局檢討公開試期間，筆者在1997年亦透

過問卷和訪問，調查美術教師和會考班學生對現

行「美術與設計」科考試的意見及建議。有關內

容已刊載於去年中出版的《香港中學會考美術與

設計科：方向及考試形式調查報告》。這裏只重

點連繫其中部份結果，以回應現時美術教育工作

者所關注引入校內評核的問題。

該項調查共收回問卷331份，回收率為60%，當

中54%為教師，46%為會考班學生。

1. 評核方向

就本科的評核方向來看，根據考試局頒布的考試

目標共有三點：美感方面的表達能力、對視覺邏

輯的理解和對美術與設計在傳統上及社會上發展

的認識。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教師不認同

現行的考試能貫徹上述三點；而超過六成的教師

認為現行考試未能貫徹第三點。

調查結果又顯示超過74%的教師同意現行的考試

目標須作出修訂，以全面評核考生的美術創作、

美術知識及美術史，這亦配合近年美術課程發展

的趨勢，倡導以多元化的教學提高學生的創作及

欣賞能力。

另一方面，有85%的教師認為現行的考試課程和

方式支配中四、中五的美術課程，而且集中美術

製作而忽略審美和評賞的學習。事實上，由於公

開試以分卷選考方式進行，在考試壓力下，多年

來不少學校已形成只集中操練應考試卷內容的陋

習，將課程綱要原來要求多樣化的課程編排，壓

縮成枯燥刻板的技能訓練，在很大程度上實在與

美術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馳。因此，調查結果顯示

93%的教師同意考生所得的成績只能反映單一試

卷的表現，不能反映整體的美術能力。具體的例

子是不少選考中國或西洋書法的考生，他們的會

考成績雖然優異，但對其他美術媒介及審美知識

卻十分貧乏，這與課程過分以考試為主導，以致

影響學生均衡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

其實，要進一步檢討美術評核的目標，就不能不

聯繫整體美術課程設計的目標。回顧十多二十年

來的中小學美術課程目標，基本上是偏重美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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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而忽略審美評賞，因此美術課程編排傾向集中

媒介教學，重製作而輕欣賞成為學校教學的普

遍現象，而現行的公開試形式亦正是這種課程

取向下的產物。隨著美術教育發展趨勢強調創

作與審美更全面及均衡的發展，無論公開評核

或校內評核的目標，歸結到底都不能脫離這兩

方面進行制訂。調查結果顯示81%的教師同意

課程發展處與考試局應加強合作，統一課程綱

要和會考課程內容，這對推行評核會起到互相

協調及促進的作用。

2. 評核方式

以上的調查結果，反映出要全面評估學生在創作

和評賞方面的表現。公開試的定時評核方式並不

能有效達至本科的教育目標，而且對教學產生各

種流弊，影響學習的質素。因此，就提升美術課

程朝更平衡及多元化的發展著眼，作為長期目

標，在公開評核制度以外，提供全面校本評核作

為學校的選擇，應是較為理想的出路。不過，在

目前社會仍偏重公開試成績的風氣下，與及學校

普遍仍未建立校內評核機制及公信力之前，在現

行公開試外加入對學生校內的評核，應是邁向這

長期目標的第一步。

2.1 公開評核加校內評核

作為短期目標，將校內成績和公開試成績一併計

算，這不但切合本科的特點，而且在改革上亦不

致引起太大的衝擊。由於初次實施，各方面都處

於摸索階段，因此校內評核成績比重不宜太大，

目前考試局對本科的建議是佔總分的30%，應是

恰當的比例。 

 

從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74%的教師和64%

的會考班學生均支持引入校內評核的建議，即

在公開試外增設評核考生在校內完成的作品集，

以評估他們在中四、中五兩年內其他方面的表現

（包括其他媒介、美術知識和美術欣賞）﹔從訪

問中，教師與學生又同意持續性的評核作品集較

為切合本科的性質，能夠更全面反映學生的創作

過程、學習態度和審美觀點。事實上，公開試為

求公平的評核，往往傾向以考生與考生的表現進

行比較，至於考生在創作過程中的探索與自我超

越，當中所涉及的自我比較，以至冒險犯難、推

陳出新，這些美術教育所珍視的特質，都不能以

公開試形式測度，而有賴教師在平日採用持續式

評核才能察覺﹔因此，增設作品集的評核，肯定

對評估學生的美術能力會有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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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前述國際顧問團又建議將學生的校內

成績與公開試成績並列。這提法對本科的發展來

說亦具有正面的意義，能夠提供外界在公開試成

績以外更全面的參考依據，對在考試中失準的同

學來說亦不失為一種可靠的保障。

2.2 全面性的校內評核

在公開試引入校內評核實施一段時期以後，考試

局（現時為考評局）可檢討成效，如成果較以前

滿意，可考慮設立機制，供學校選擇全面性的校

內評核。初步建議重點如下：

考試局與課程發展處合作，為有意參加全

面性校內評核的學校，提供評核課程大綱

指引，詳列評核標準及指標（Standard 

and Criteria），各參加學校可依據指引

自行編訂校本美術課程﹔

在推行校本課程及實施評核前，參加學校

須將課程送交評審小組核准﹔

教師的評核方式可以採取不同的組合，包

括定時考試、持續性作業、作品集，與美

術參觀和評賞有關的文字作業等﹔

畢業生的水平將受評審小組監察，學校須

i.

ii.

iii.

iv.

v.

保留上、 中、下三級標準的紀錄，以備評

審小組作抽樣檢查，如偏差太大，須對課

程及評核進行修訂及調整﹔

參加學校可聯合舉辦公開展覽，展示課程

設計及評核成果，以助推廣。

在實施全面校內評核的過程中，學校可更專注於

課程設計，直接鼓勵教學內容和方式朝更活潑、

多元化的方向探索，減低應付公開試的壓力，對

加強學習興趣及提高教學成果起到推動的作用。

事實上，校本評核在多個國家已推行多年，以上

構想只屬初步階段，有待參考更多外國經驗，作

為日後具體策劃的依據。

三、總結

從社會對未來人材素質要求更全面及多元化的趨

勢下，在評核中加入對學生學習過程與態度的評

估，這種提法尤其切合「美術與設計」科的特

質。而從檢討本科的考試目標來看，調查結果顯

示，現行的公開試只偏重美術創作媒介的評核，

並未照顧到對學生審美與評賞能力的評估；加以

對創作媒介的評核亦只集中最後的成品，忽視學

生在創作過程中的發展和表現，形成不少學生只

追求技巧的操練及標準化的成果，這些都偏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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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的目標，產生種種的流弊。

因此，公開試作為升學及就業的甄選工具，雖然

有其存在的功能及價值，但從配合美術課程日趨

廣闊、創作媒介與形式層出不窮的發展，現行的

定時公開評核方式已追不上時代的步伐，對本科

不但不能促進活潑而多元化的發展，而且在很大

程度上將學生原有的探索精神和大膽創意，消磨

淨盡。不少在初中年級勇於嘗試、創新的學生，

在編入會考班後便在考試的框框中規矩行事，將

美術堂變成沉悶的應試練習。在這樣的背景下，

長遠來說，取消「美術與設計」科的公開評核，

或在公開評核以外，設立評審機制，為學校提供

全面校內評核的選擇，將是更理想的出路。目前

所建議在公開試外加入校內評核作品集，應是朝

向長遠目標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事實上，本科現時選考卷中已設有一卷供學生進

行接近作品集的評核，不少教師已具備這方面的

經驗﹔而配合推行校內評核，去年考試局美術科

亦開始一項十間中學的試驗計劃，相信在總結成

果後會對其他學校有參考作用。在推行校本管理

及校本課程設計的大趨勢下，我們對全面落實校

本評核的期望，應該不會是一個空想。配合長遠

規劃，考試局對未來的職能及角色應重新界定，

而教育學院配合有關措施，亦應考慮增加在職專

業進修課程。相信在各方群策群力之下，目前所

進行的改革評核制度，應是提升美術教育質素的

良好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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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於1999年撰寫，閱讀後，我同意文中指出在短期目標在公開試中引入校內評核，把

校內成績和公開試成績一併計算，此外，也可以考慮取消高中考卷評賞部分或把此部分

的評分比例降低，由於考核評賞部分沒有指定範圍，學生不容易確定作品的社會及文化

等背景，他們較難深入去評賞作品，最後考卷評賞部分只會淪為看圖作文，視藝科難於

實踐培養學生在美術教育方面的潛能！

陳雪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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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海博士
現為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館榮譽專家顧問，香港及海外多所大專院校藝術課程的校外評審委

員等。1990年獲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頒發文學（繪畫）碩士學位，及於2001年獲英國蘭卡斯特大學

藝術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總監、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主任、香港

美術教育協會會長、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副主席及藝術教育組顧問、香港考試評核局視覺

藝術科試卷主席等。近年黎氏以口述歷史進行有關香港藝術史的研究，近作包括《與香港藝術對話

1960-1979》、《與香港藝術對話 1980-2014》及《功夫港漫口述歷史196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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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4年香港教育統籌局發表了《改革高中及高

等教育學制──對未來的投資》及《新高中課程

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諮詢初稿》（下稱《新

高中文件》），以為高中制度及課程作出改革。

然而，這兩份文件卻帶出藝術教育被邊緣化的各

種隱憂。本文試就新高中學制改革、課改架構以

及視覺藝術課程內容的正反的觀點，作出分析，

說明是次改革實與教統局年前提出「八大學習領

域」的全人教育方針背道而馳。同時，本文亦對

視覺藝術科的課程設計理念及學習模式，提出建

議，希望可為香港發展一套具本地特色的視覺文

化及藝術教育系統。

藝術教育提高生命質量 

總結2004年有關本地的重要藝術事件或新聞，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下稱西九龍）發展的諮詢和

新高中課程改革中有關藝術教育的討論，肯定是

兩項影響深遠而極具爭議性的焦點課題。

西九龍是一項涉資600億（總值1,000億）港

元、能夠提供5,000多個建造業職位的龐大計

劃。自計劃提出以後，有關的討論便沒完沒了，

包括質疑這是一個地產項目還是文化娛樂事業的

投資，「單一招標」是利益輸送還是一個維護發

展效益的「政績工程」與福蔭萬世的建設等。而

事實上，西九龍的諮詢仍未作結。但無可否認的

是，整個計劃對本地娛樂事業以至文化藝術的發

展，均有著正面的刺激，至少在諮詢其間，各大

利益集團、傳媒機構都「忽然文化」起來。在過

去數十年間，何曾見過本地藝術新聞能夠登上報

章的頭版？有關入圍地產商對發展這塊約40公頃

臨海優質土地的鴻圖大計，以至以「天幕」作為

地標的公關鱔稿，可謂琳琅滿目；似乎香港超英

趕美擠身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日子指日可待。

然而，這個聚焦話題背後卻藏著種種配套的隱

憂，其中一項就是藝術教育對有關發展是否有足

夠的投資和配合。正如陶傑先生曾經指出：「對

於一個為時十年的龐大『文娛藝術區』，政府現

在（2004年）就需要為未來培育『文娛藝術』

的社會氣候；全民對繪畫、雕塑、戲劇、音樂的

喜愛和鑑賞，需要教育投資，傳媒合作，要中小

學教師多懂一些印象派的油畫和石濤、八大山人

的水墨（但他們缺乏這樣的訓練，對教師的壓力

太大）。」1文化藝術的建設，光靠金錢來堆砌

「硬件」建築，只徒具暴發戶的意氣；關注教

育（尤其藝術教育）政策及資源，以提高「生命

質量」為教育第一目的，才能以美育締造高質

香港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芻議
黎明海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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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文化生活 2。劉再復教授曾說：「一個人懂

得審美，他就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人，他不管是

讀書、看電影、看戲、觀賞大自然，都能享受

審美的愉悅──按照蔡元培所說──一定是超脫

的，是非功利的。」3這番說話確是高瞻遠矚，

發人深省。 

藝術教育在全人發展的角色應被肯定

於2000年發表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

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報告文件中，教育統籌委員

會提出以「體育及美育的發展」作為五種「基本

和重要學習經歷之一」，並且歸納「藝術教育」

為八大學習領域之一 4。同年11月，課程發展議

會編訂一系列的《學會學習》諮詢文件，明確指

出課程架構由三部份組成，並以八大學習領域和

九種共通能力作為日後課程發展的綱領。其中於

《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諮詢文件提出創造能

力的定義，即「有能力提出原創意念，能夠隨機

應變」的能力；並於《學會學習學習領域──藝

術教育》諮詢文件中說：「藝術教育被肯定為培

養學生全人發展的一個主要學習領域」和「發

展創意有許多方法，藝術教育肯定是其中最有效

的」，都申明藝術教育在全人發展或兒童成長歷

程的重要性 5。   

認同高中制改的理念

教統局提出高中及高等教育3+3+4的學制改革

（下稱制改），對完善中學教育體制，發展均

衡的高等教育，延續2000年《學會學習》文件

對八大學習領域、九種共通能力的理想意願起着

關鍵的作用。正如有關文件指稱，制改的其中一

個優點是為所有學生提供就讀三年制高中的機

會，使升讀高中的比率，接近國際標準，也使香

港的學制與國際主流的制度，尤其與美國和中國

內地的學制，更易接軌。制改文件亦提出連結終

身學習的多種途徑，例如毅進計劃、副學士學位

到學士學位的持續教育的梯階，避免過往中學會

考「一試定生死」的壓力，使學生可以在不同階

段，以不同進修模式，完成大學課程。這些建議

若能配合教統局日後製訂學歷等第的評審機制，

將更能清晰顯示學生的學歷水平與進修銜接的可

能。筆者亦認同新高中改革建基於基礎教育的觀

點，包括拓闊學生知識，培養負責的公民意識，

認同國民身分，建構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成就

具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建立健康的生活

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體藝活動等，都可以改

變目前以考試為編整課程的高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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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改缺乏認受性及急切性

至於高中課程結構改革加入通識教育科為必修

必考科目，與及在選修科目提供傳統文理科目

以外的職業導向科目等，年內公眾已有廣泛討

論，在此不贅。對於教統局擬藉課改擴闊學生知

識領域，求取理論和應用學習之間的平衡，並要

求加強科目的連貫性等意願，理應獲得肯定和歡

迎。例如在通識教育科「自我與個人成長學習」

範疇的選修部分四個單元中引用「藝術與人生」

一項，從生活態度及哲理思維中認識藝術與人生

的潛藏關係，確能在以知識技能形構的課程中，

衍生新的形意影響。然而，這些以哲學思維方式

的通識教材，在師資培訓未足與課程內容仍待探

究的情况下莽然推行，必定會造成極大的衝擊。

香港教育學院（下稱教院）亞太教育領導及學校

質素中心主任鄭燕祥教授曾撰文闡釋課改缺乏認

受性及急切性。6縱然課改與制改有其依存的關

係，其推行的緩急和先後，實可商榷。高中藝術

教育課改同樣缺乏其急切性和認受性，而藝術教

育更會因課改選科結構的改變而趨向邊緣化。

課程架構改革使藝術教育邊緣化

對於視覺藝術科（下稱視藝科）於課程架構改

革後的存廢問題，教統局代表指出，根據非正

式調查顯示（其實只是口頭向十多間中學校長

查詢），超過七成的學校表示在新高中課程架

構下仍會開設「視藝科」。然而，香港美術教

育協會於2004年2月舉辦第一次藝術教育論壇

（教統局不願派代表出席）時所作的問卷調查

卻顯示，繼續開設美術或視藝科的學校，將由

75%下降至50%。2004年11月19日香港藝術發

展局（下稱藝發局）藝術教育組的顧問會議上，

津貼中學議會校長代表指出：「由於通識教育為

必修課且佔總課時12.5%教節，2Ｘ選修課教節

相對比現時各科正規課程少，因此開設第3Ｘ的

選修課都有困難，更何況是開設術科正規課程的

可能，這結果將更強化傳統文理科選科模式，

更難擴闊學生其他學習領域（包括藝術正規課

程）。」若不正視有關課程架構的發展，後果

形同「殺科」。

中學校長的行政經驗分享，引証了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學校問卷調查的發現。由此推論，高中課改

之後，近半數原有開設高中視藝科的中學將不會

再開設此科。2004年教院藝術系曾就《香港中

小學生在音樂與視覺藝術方面的學習動機》進行

研究。回收的6,179份學生問卷、464份校長問

卷和53名（音樂科24位、視藝科29位）受訪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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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學生的結果，均認為「音樂與視藝科的重要性

和實用性不及其他學術科目高」。香港向來注重

實利，常以投資角度看待教育。願意在新高中的

六科或七科學習科目中選修或開設視藝科、音樂

科的家長、學校執事者或其他教育持份者，幾近

異數。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曾榮光

教授指出：「就建議中的學生選科機制中，我們

見到的卻是這些非傳統學術專科的科目生存空

間，可能受到極大壓縮」，「非核心的二十科就

只可以僅存二至三個選科中爭取生存空間，可以

想像那些非傳統學術專科的科目，要與理、化、

生、史、地、經濟等傳統專科競逐僅餘的二至三

個選科的空間，又談何容易？」7雖然高中選科

結構的建議還未落實，課程架構的建議對視藝科

的影響已立竿見影。2005年為「配合」高中課

改，有學校已把視藝科從高中正規課程中剔除。

視藝科中學會考考生人數由2004年的8,326（總

考生118,213）下跌至2005年的7,341（總報考

人數118,227），在總考生人數相若下，此科考

生人數卻下跌了1,000人。可見教統局稱仍有七

成中學會於新高中課程內開設視藝科的說法，並

不成立。

還學生選科的自由

為了讓日後莘莘學子有更大的選科自由，從而發

揮潛質，擴闊學習空間，筆者擬就新高中課程架

構提出兩項建議。一是沿用教統局的建議，以

中、英、數及通識為必修的4X，然後把20個學

科分為：以「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及「科學

教育」為甲部，「科技教育」、「藝術教育」及

「體育」為乙部，讓學生於甲、乙兩組分別選修

1-2X。另一是以中、英、數為必修的3X，再以

「通識」、「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及「科學

教育」為甲部，讓學生選修2-3X；以「科技教

育」、「藝術教育」及「體育」為乙部，讓學生

選修1-2X。（見附表）

建議一

必修:
中文、英文、

數學、通識

甲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
育、科學等領域的相關科目
（學生選修 1-2X科）

乙部：藝術教育、科技教育、
體育等領域的相關科目
（學生選修 1-2X科）

建議二

必修:
中文、英文、

數學

甲部: 通識、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科學等領域的相關科
目（學生選修2-3X科）

乙部: 藝術教育、科技教育、
體育等領域的相關科目
（學生選修 1-2 X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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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驗」的學習模式難以取代

藝術教育

此外，《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對未來的

投資》中提出：「為促進全人發展，課程尚有學

業以外的其他重要目標；因此，學校會舉辦推廣

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學習活動，包括社會服務或工

作有關的經驗（例如就業見習），也會包括藝術

活動及體育活動/運動。」8而有關官員稱這種遊

藝式的「其他學習經驗」可以「更全面地享受藝

術教育」，結合其他學習途徑如職業導向、通識

教育中「藝術與人生」的單元及藝術選科，成

為「全人教育的重要部份」9。一個課程內容欠

奉、結構未明的所謂「其他學習經驗」，如何能

夠成就全人教育和藝術教育的理念，執事者未及

闡釋，至使我等政策製訂的局外人未明所言，也

無法討論其因果邏輯的關係。然而，根據有關當

局2005年1月的電郵指稱，此5%「其他學習經

驗」可以非正規課程（informal curriculum）的

觀念來演繹，即所謂5%的課程，可用每星期、

每月或每年的時間表來編排，亦可因應各自校本

的情境，自行選擇音樂、話劇等項目作為學校的

學習取向，視藝科並不一定成為「其他學習經

驗」的焦點。除此之外，有關當局還企圖以所謂

藝術社區資源來淡化藝術教師的專業角色。事實

是，課程發展處視覺藝術組已把部份有關藝術評

賞或技藝課程「外判」給一些民間藝術團體，甚

至由欠缺優良業績紀錄的「有限公司」來承辦。

在未有完整的監察條文及機制下，這將會令本地

藝術教育發展更形混亂。部份學校更會妄圖以參

觀藝術館等活動，取代課堂藝術評賞的學習。 

視覺藝術教育課程內容改革欠缺諮詢

其實課程改革理應以課程的建構先行，但回顧過

往藝術教育課程改革的過程，卻是草率及非專業

的。以這一次課改為例，課程發展處在未與藝術

教育界，尤其是作為師資培訓的主要機構的教院

藝術系作正式諮詢，便倉卒刊印《新高中課程核

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諮詢初稿》。該處藝術教

育組（視覺藝術）代表於諮詢文件發表前曾先後

兩次造訪教院藝術系，作非正式的「傾談」。第

一次在2003年12月13日，只有四位教院藝術系

講師獲邀出席，議題集中為新高中的課程結構、

科目統整及評核的形式。當時教統局代表表示有

關文件乃機密檔案，不可作公開討論。第二次在

2004年5月20日，獲邀出席者包括全體教院藝術

系講師，議題主要為藝術教育相關課程的目標及

與新高中制改的關係。教院講師曾質疑新課程的

4X+2X或3X是否仍有「藝術科」（包括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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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戲劇、舞蹈等）容身之所，以及「通

識教育」、「其他學習經驗」及「職業導向課

程」可否替代藝術教育的教學理念和目標。由於

兩次造訪定性為非正式傾談，而且只集中在高中

制改及課程架構建議的討論，對於有關視藝科課

程內容並無諮詢。在缺乏與前線教師的溝通與及

漠視業界專業意見下，有關科目的課程建議只落

得空洞粗率，處處矛盾謬誤。

高中視覺藝術課程結構與小學及初中課

程欠缺銜接呼應

《新高中課程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諮詢初

稿》的視覺藝術部份開首簡介云：「高中階段

的視覺藝術課程是建基於2003年所公布的視覺

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10。然而，假

若當局以此為建構課程的方向、目的或基礎，理

應在文件內容多作呼應，以闡示有關脈絡。可是

筆者發現除了這一關鍵句之外，文件內並無明確

指示或扣緊有關視藝科在小學、初中與高中的關

連。況且，據「課程發展處與香港考評局統一會

議」成員反映，有關人士更刻意刪除於小一至中三

指引文件中的關聯的字句，可見其政策搖擺，前後

不一。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草擬文稿》若框定小一至中三

為辨析、運用、探究三個學習階段，則高中視藝

學習理應建基於此三個階段，成為建構教與學

的理念、模式或重點的第四個階段 11。可惜《新

高中文件》卻只因循放諸四海皆準的理念，強調

所謂「同時強調美術評賞及美術創作兩方面」、

「旨在幫助學生獲得藝術及美感經驗、知識、技

能、價值觀與態度，以期對學生的全人發展有所

貢獻」 12。這些空泛的目標與小一至中三的教與

學有何差異？有何進階之處？雖云視藝學習大都

以「螺旋式」建構課程，但斷不可在高中階段仍

舊「評賞」與「創作」並行，審美與態度一番便

蒙混過關。

由此可見，課程設計者對視藝學科發展的識見是

狹隘的──既無美術創作的深入探究，又缺乏美

術評賞的學養融通。於是，文件內只能不斷重複

過往小一至中三文件內的所謂「美術知識、經驗

與技能、價值觀與態度」的概念。至於所謂綜合

方式的學習程序，所謂「學與教策略建議」，除

了「獨立研習」和「批判性的對話和寫作」可視

為呼應高中學習的適切策略之外，其餘的「合作

式學習」、「作品集」、「視象日記」等，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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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更遑論學習的進境。

課程內容及理念的謬誤 

新高中文件除了不斷重複，還展現了淺陋單薄的

視藝教與學觀念。文件在「學習程序建議」中，

建議「學生須學習至少兩個不同文化情境，兩個

不同時期的美術作品/美術現象」，並「探討至

少兩種不同的視覺藝術媒介」，以為以此方式可

以衡量高中學習的「進階」13。殊不知在視藝的

學習中，數量並不等同教與學的質素和進境。單

元式、主題式、跨學科式的評賞系統，只是評

賞的方式，並無難易之分，更無學習層次高低

之別。小一也可以有兩個不同文化情境的比較，

例如中國與西方飲食器具的討論。14其次，對媒

介掌控的多寡也絕非藝術造詣層次的論斷標準。

能夠以一種媒介進行探究仍可成就偉大的藝術創

作，觀乎大多西方古典藝術家，以至近世藝術家

如 Francis Bacon，縱然一生只集中以一種媒介

創作，仍不減其藝術地位。况且，媒介掌控的多

寡不應由課程來指示，而是應該讓學生按個別需

要來自由選擇及取捨。新高中文件更附加參考例

子──「我的身份」。這個附例是否經過實踐驗

證，姑且不論，但如何讓前線老師相信此「參考

例子」是有效的，卻是一大問題 15。針對高中視

藝科課程的種種謬誤，筆者試提出一些意見及

建議，作為業界、學者日後討論的參考，以收

拋磚引玉之效。 

螺旋式垂直課程的統合

「課程」一詞，原意是指跑道，延伸為學習經

驗，亦即學生學習必須遵循的途徑。15美國藝術

教育學者 Kerry Freedman 則構想課程為一種讓

學生學習的過程 16。以此而論，假若依據指引將

小一至中三課程界定為前述的三個學習階段，則

第四階段可被理解為「統合和演化」。17從認知

辨析、掌控運用、探究實踐到統合演化，整個

中、小學的藝術學習過程可以在縱軸發展的導向

下，連成一體。

所謂學習的統合，可以是螺旋式的垂直統合學

習，也可以是跨學科的水平綜合學習。假若「課

程」設計如前述理解般，是一種學習經歷的進

程，則教與學的過程必須前後呼應，層層深入。

以素描教學為例，從線條的實驗，經過客觀的明

暗、肌理的描劃記錄，到個人創造風格的表述，

大可依循螺旋式的課程推展，自小一至中三按概

念關聯、探究關聯以至學習者關聯的順序，編寫

課程 18。到了高中，便可以把從前所學習的作出

融會統合，以發展個人的表現形式和風格。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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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這種螺旋式課程只能滿足視覺形式的學

習，若要兼及後現代的獨特個體文化，還要從生

活週遭以至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作螺旋性學習。

一個通盤貫連小學、初中以至高中的螺旋式垂直

課程的編訂，是藝術教育的基本要求。

跨學科的水平綜合學習 

至於跨學科的水平綜合學習，可說是當今課程建

構的趨勢。美國學者 D. H. Krug 與 Cohen-Evron

以藝術教育為核心，提出了四種課程統整的建

議：一是以藝術作為其他學科的資源（using 

the arts as resources for other disciplines）；

二是透過藝術擴大課程統整的軸心（enlarging 

organizing centres through the arts）；三是

藉藝術詮釋題材、觀念或主題（interpreting 

subjects, ideas, or themes through the arts）；

四是明白以生活為中心的議題（understanding 

life-centred issues）19。其後，台灣學者陳瓊花

歸納為兩類課程統整方法，一是以學科為本位之

統整，二是以學習者為本位的統整 20。前者以視

藝科為核心，進行科際、多科、跨科的課程編

訂；後者則從學習者的經驗、意識、興趣、能

力，與及有關社會情境進行課程內容的考量。

高中的課程建構，理應超越小一至中三對視覺

藝術的關注，進而對較宏觀的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尤其是本地視覺文化，作出探究，這

樣才最能切合有關課程的統整。 

發展具本地特色的視覺文化及藝術教育 

歐美學者認為偏重知性學習、以純藝術為重心的

傳統學術模式（traditional academic approach）

的藝術教育會產生窄化教學內容、先設行為的

偏執，以至文化身份的迷失，於是倡議視覺文

化的研習21。根據Malcolm Barnard的界定，

「視覺文化的意涵在於研究二元及三元視覺系

統中人類的生產及消費物如何成為其文化及社

會的生活部份。」22Nicholas Mirzoeff亦認為，

「視覺文化是關於消費者在以視覺科技接觸視

覺事件中所獲取的資訊、意義和愉悅。」23至

於Kerry Freedman 則歸納視覺文化為日常生活

所見的一切視覺物象和現象，當中包括傳統學

術的藝術造型與及大眾流行文化，例如卡通、

雜誌廣告等24。作為新的教學內容，視覺文化

自然需要新的教學模式，以解讀視覺文化與生

產情境（ production contexts ），並探究情境

（exploration contexts）引發的議題。因此，高

中的視藝課程並不應只為藝術評賞裁決藝術品或

藝術現象的優劣，更不該只就媒介來表現一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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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而是要提出議題（issue），藉議題的討

論造就跨學科學習的空間。同時，也可以把本地

的文化元素從一些學科框架解脫下來，例如藝術

史、電影研究、漫畫繪本、大眾傳媒和通訊、視

覺理論闡述，以至電視廣告等，帶入課堂討論，

營造真實學習（authentic learning）的機會。  

話語的互動建構本地視藝文化的教與學

視覺文化議題的拓闊，並不能單靠在課程文件

中幾句籠統含糊的什麼「課時須具彈性，並要

有效地組織及運用，以適應個別學習需要」，

便可以做到25。試問現今課程編排，有那一科

會不去適應個別的學習需要？沒有「有效地組

織及運用」，根本不算是課程編排。這算是什

麼的視藝科「學習程序建議」？再者，加幾句

似懂非懂的所謂「批判性的對話和寫作」的指

引，似文史學習策略多於視藝研修26。所謂「批

判性的對話」不過是當下文化研究提出「話

語」（discourse）的互動模式。自2001年至今

的四年當中，筆者在教院的學士學位課程中提

出「話語」的教學，藉此標示在文化研習裏，創

作者、觀者與文本的三角互動，成為建構學習

（constructive learning）的試點，為當下流行文

化的議題提供一個開放及共同參與討論的場地，

從而培養學員主動、獨立批判及反思的精神。

Michel Foucault 認 為 話 語 是 語 言 的 個 體 行

為，可謂行動中的語言；而對話語的理解，

可以作為理解人類行為的一扇「窗戶」，貫通

思想（thought）、批評（criticism）和質疑

（problematisation）的概念，反思一己作為社

會主體的地位，並以此正確對待社會的秩序，

或與之協商，奠定人們理解社會的基礎27。因

此，話語異於一般文化文本的探究，並非單向

分析文本的綱目，而是關乎文本與創作者及觀

者的關係。話語關乎一個陳述（statement）與

一個陳述構成的關聯。話語假設互動的討論，

尋找話語與話語間的關係以及創作者與觀者的

關係。由於話語牽涉文本探究，並以建構模式

（constructivist model）從參與的過程中把新的

經歷或資訊變成陳述，再藉反思批判衍生對一己

或社會具有生產性力量的知識，成為一種無形的

權力28。因此，話語本質對文本的質疑探究及重視

過程的建構整合和批判，以至創作者、文本與觀

者三方面的真實互動關係，均能為檢視流行文化

的互動建構帶來新的視野和批判思考的可能性。

驗證話語的文化探究模式，要求研習者務必與文

本的作者或觀者有直接的溝通或接觸，藉此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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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陳述句（statement），並進行建構式的互

動詮釋。至於教師的角色在話語的討論過程中，

大概可以作為研習的促進者，需要對有關進程有

足夠的掌握和推動，個別導修變成學習的重要模

式。從個別導修中，教師與學員對話亦可成為

釐清研習的焦點。例如擬設文化研究的工具（質

性、量性），作為研習的支援，從直接參與，體

驗真實情境的學習；從話語的模式，建構作者、

觀者與文本的三角互動的關係。相對於傳統教學

模式，這種學習模式雖然會因為個別導修或尋找

合適研習主題、接觸文本作者等問題而需要更多

時間，但就引入真實情境學習、促進主動探究精

神、強化參與因而衍生建構意義等，都為當代視

藝文化研習提供互動的機遇。話語的教與學建基

於開放的時間和空間，在提倡和實施這種學習模

式前，有關的師資培訓、學員對視藝文化探研的

主動性和課堂時間表的協調，會成為這種模式成

敗的關鍵。當局必須要有通盤的計劃，而非空言

所謂「批判性的對話和寫作」的指導性樣板文

字，便算是為未來高中課程訂了學習程序。

師資培訓是課程改革的重要關鍵

推動課程改革，也不可缺少配套的支援。師資

培訓是其中一個關鍵元素，當中包括「職前」和

「在職」師資培訓的課程策劃和執行。有關的課

程必須是前瞻性及具策略性的，並非單為鼓動課

改而推行的宣傳造勢大會，否則只會因未能令教

師釋懷而造成更大的不安，從而產生對課改更大

的衝擊。2005年4月11日《教協報》刊載有關教

師對參與「從多角度看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經

驗分享座談會，因不滿被愚弄而造成的反響，確

值得執事者反省29。因此，今後對有關專業培訓

課程的編訂，必須注意合作籌辦課程的夥伴對視

藝科師資培訓的經驗、能力，以至對整個小學、

中學視藝科及跨科的視野，亦要關注有關講者的

專業態度、學養、研究的專長。同時，亦須在公

平、公開及公正的情況下委託獨立團體或人士進

行課程招標，並對有關過程設立評審及監控機

制，否則會平白浪費大量公帑，也錯過了支援課

程改革的契機。

當然，一個完善的師資培訓課程，並不能單為推

動一場課改而籌謀，也決不能「睇餸食飯」的按

照資源的規限，左辦一個研討會，右辦一個工作

坊就能解決。夥拍的團體必須具有前瞻的視野，

專業的辦學往績和能力，並配合有關研究的成

果，作為課程的基石。職前的師資培訓課程，可

紮根於無既定規限、敢於創新、活潑靈巧的「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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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念。這樣，以新媒體配合一系列新的視

覺文化課題以至新的教學模式，例如經驗學習、

情境學習、話語研習等便可大派用場。至於在職

師訓則可專注提升教師已有的經驗，開拓分享的

平台。因此，除了在課堂或研習中引入新的教學

模式、內容意念之外，亦可與參與課程的現職教

師合作，共同研發校本的視藝教材或個案，落實

及驗證校本課程的形式或效果，建設藝術教育網

頁，成為業界溝通、支援及分享教學資源、素材

及經驗的平台。沒有一個具魄力、無私及前瞻視

野及敢於承擔、富經驗的師訓機構，絕不能經營

一個具有本土特色和風格的藝術教育體系。

結語

藝術教育並非等同職業培訓。多辦幾個多媒體遊

戲設計、髮型設計、時裝設計或美容護理的課

程，大概還可以增加一些青年自僱就業的機會；

然而，對於發展本土創意工業、培養本地創意人

材，以至平衡過於傾斜於財務經濟和科技的社會

意識形態而言，只有藝術教育才能真正滋潤人

的精神和性靈。1994年新西蘭國家藝術局推行

「創意新西蘭」計劃，透過全民的文化藝術活

動，間接推動國民身份的認同。1998年新加坡

政府以「創意新加坡」計劃，促進文化藝術及其

周邊相關工業的發展。香港向無既定的文化藝術

政策，就連一個本來已位處邊緣的高中視藝課

程，亦將在日後狹窄的選科機制下，難保其生存

空間；加上有關視藝科課程改革的粗疏空洞，鬆

散矛盾，更無法改變一向偏重智育的本地教育發

展。有見及此，筆者惟有越俎代庖，為今後視藝

課程提出若干建議，冀盼在以螺旋式垂直課程和

跨學科水平綜合學習的基礎下，新高中課程能與

小學及初中視藝課程貫連一體，並以視覺文化的

議題情境及話語互動的探究學習，發展一套以本

地視覺文化元素為主體的教學內容及模式，配合

職前及在職的師訓課程，為業界建立一個溝通、

支援和分享的網絡平台，締造21世紀香港視藝

教育的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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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是針對當年教育局發出的新高中學制課程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諮詢文件而編寫，內

裡提出的建議和理據都站在教育的最前綫，明確指出本地藝術教育面對的問題與憂慮。

事隔十載，視藝科的關注組已前後兩度成立，唯局方作風依舊，如果因為前線老師都分

別持有不同意見，而將視覺藝術科課程和考評出現的問題維持現狀，師生只能將關注度

進一步提升才有轉機？

梁崇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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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筆者獲邀往上海作藝術家留駐創作，順道與

多所上海高等藝術學府師生及藝術館館長等進行

學術交流，親歷其近年藝術發展的驚人魄力，感

觸上海無論是藝術與設計作品創作的質和量、展

覽與收藏的水平均有驕人的成就。反觀目下香港

相同範疇的發展，已經不可以用「擔憂」來形容

此刻的心情，似乎「失望」才更覺恰當。反思本

地當前發展的缺失，歸根結底就是視藝教育，尤

其是自千禧年來中、小學相關科目課程內容蒼白

不堪，考評制度扭曲藝術創作與評賞比率所致。

香港回歸後進行急速的教改與課改，視藝科於

2003年及2006年分別發佈小一至中三與及高中

的課程規劃及發展藍圖，企圖依循國際藝術教育

的發展，把小學的「美術與勞作」及中學的「美

術與設計」，合而為「視覺藝術」科，此等科目

名稱的改變，隨之而來的應該是相應教學內容的

轉化和深化，把「美術」視野擴闊至視覺藝術和

文化的研習和探究。然而多年來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主事者除因應本地教育傾斜於語文政策的方

針，「提升」並製訂藝術評賞與藝術創作至相等

的教學緊箍扭繩概念外，對課程內容、教學形式

等均缺乏支援，致令業界怨聲載道。又基於要回

應「評賞與創作」的均衡關注，教師在教學課時

為何還要選修高中視藝科
高中視藝科課程與考評亂象誰來問責？
黎明海
2016年

的編排上無奈要作相應的調整，因而削減藝術與

設計創作的深度和廣度上的鑽研和要求，捨本逐

末的課程綱領造成藝術與設計創作技藝及意念啓

發等的關注急劇倒退，面對鄰近地區創意產業人

才實務操作的需求，根本無從應對，更遑論與之

競爭。

縱觀自教改以來，面對視藝科課程編排的失衡，

學生在高中選科時，只好棄選，以免把自己的前

途錯押。多年前（2013年）本科退修已備受關

注。當年4月17日立法會馬逢國議員在議會內嚴

正提出「新高中視藝科出現嚴重退修情況」的藝

術教育討論議題，並提供從2000年有9,512人參

與香港中學會考視藝科考試（筆者補充：2010

年最後一屆會考視藝科考生為6,804人），劇減

至2013年議論時只得4,393人應考此科的中學文

憑試，減幅已接近54%，這種退選視藝科的形

勢，在當年4月29日《星島日報》記者童傑先生

採訪業內前綫教師、校長及校監等獲得進一步的

確認。然而經歷三年後視藝科退修的情况仍未

有改善，今年2016年考生人數還在急劇下降至

3,879人，情况比調查時更為嚴峻。

然而出現退修的現象，並非如教育局局長當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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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馬逢國議員質詢的官腔答案，諉過於報讀新

高中文憑試整體考生人數下降所造成，而是如

陳國棟老師根據同年「視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

（下稱「視藝關注小組」）調查報告得出，是

視藝科師生對千瘡百孔的課程和考評的回應。當

年（2013年）5月4日，香港「企會財課程關注

組」及「視藝關注小組」師生組成聯盟，從灣仔

港鐵站遊行到考評局，再到教育局，促請兩局立

即修改新高中課程及考評制度，此遊行正是前

線教師，面對錯謬的課程和考評的專業怒吼。

遊行高舉紙牌中所寫：「創作變寫作、寫作變

老作」，正是業內師生的痛苦心聲。視藝評賞

的考核，在毫無課程綱要或範疇下，從古今中

外以至高雅藝術或普及藝術均在考核之列，叫

一眾高中考生除了可以靠「吹水」胡亂拉扯來

回答考卷的問題，如何能產生有質素、有內容

的答題？據悉今年有關試卷的評分，還會包括

「錯字要扣分」等語文評分的因素。那到底「視

藝評賞」是一份作文考卷，還是要求考生對藝術

評賞作出獨立而具批判思考，並抱持和應用文

化藝術理論的真知灼見？

更災難的是考生還要根據這個「吹水」的答案，

延伸其意念至創作卷中，因此其答題的取向將直

接影響考生藝術創作的取態，於是也只好拉拉雜

雜的把一堆與評賞圖像相關的表現手法或方式堆

砌成畫面或設計，「胡亂虛應」成為高中視藝的

創作主流。無怪乎年前西九文化區空地上外國藝

術家放置恍如吹氣的「一篤屎」，還有學者、藝

評人煞有介事的「評賞」、評論一番。這種反智

「吹水」的所謂「評賞」正在高中課程中植根。

再者出現視藝科「跳船」退修的情況，在首屆文

憑試成績公布後更為惡化。能夠達至5級或以上

即相當於過去高級程度考試C級或以上的比率是

6.1%，直至去年（2015年）仍只有6.7%，維持

極低水平，與最後一屆（2012年）高級程度考

試視藝科C級或以上的成績相比下降超過70%。

雖謂如今評核採用「水平參照」評分難與與過去

拉曲綫的成績作直接比較，然而在付出時間與努

力不成正比的情况下，正如遊行標語「讀到氣都

咳，放榜得個桔」，考生放棄修讀此科；也在視

藝科會拉低學校整體考試成績的考慮下，學校陸

續停止開設視藝科的決定是可以理解和想像的。

高中視藝科除了學生所離棄，令退修潮起之外，

該科文憑試的成績亦未被本地大學有關科系重視

和認同，考評的信度和效度備受批評。當中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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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視藝科）自2010年11月13日該科5人考

評專家小組及兩名分區統籌總監，因不滿考評

「指示不清」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官員「無理

粗暴干預」考評事務，憤而集體辭職，揭開視

藝科課程發展及考評的種種荒謬事項，引起視藝

教育業界以至社會各界的關注及討論。以至近月

由於懷疑考生「自己抄襲自己」的個案，揭出本

科考評機制中，似乎出現個別人員在考評流程中

同時兼任多個角色，使該局本來行之有效的監察

制度形同虛設，專業操守蕩然無存。該科考試成

績的認受在本地大學收生條件內變得可有可無。

各院校相關學科、學系的聯招收生要求，大都要

求申請人提交個人作品集作評核，並藉此挑選以

作跟進面試或筆試，被邀請面試或筆試，在文憑

試中有否選修視藝科者並無優勢；更甚者由於高

中視藝課程和考評流於僵固及傾向文字表述，久

而久之考生的創意無從發揮，作品集變得機械套

式，因而落選者比比皆是。至於考入大學以後，

相對於嚴格的藝術專業要求，在技藝與創意的培

訓上，基於中小學藝術教育的課程謬誤，在大學

學科的教和學的都顯得非常吃力，追本溯源藝術

教育必須於基礎藝術教育中重新匡正規劃。

筆者曾於年前發表《考評亂局誰來問責》一文，

就有關視藝教育業界及「視藝關注小組」聯署向

教育局及考評局提出四項聲明：「第一，視覺藝

術科校本評核學習成就描述表只宜作參考，不應

列作遵守原則；第二，即時取消本科筆試內視藝

評賞與創作的必然關係；第三，重新檢視新高中

視藝課程的組織、編整和結構；第四，檢討校本

評核作品集的數量及執行的形式」。四項聲明至

今仍未見兩局回應。眼見本科因創作與藝評的失

衡，引至退修人數急劇上升，藝評考卷出題粗疏

不堪，評賞淪為看圖作文式的「吹水」拼湊句式

練習；以至今後創意產業出現人才荒，而使發展

停滯不前。假若兩局主事者仍固執懵懂，則不但

辜負莘莘學子為應付考核所負出的努力。

2004年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早已洞見事態嚴重，

當年曾以急須正視視藝科課程改革為務，而擬為

視藝教育敲起「喪鐘」為題，向有關當局提出積

極的「課改」建議，可惜有關方案被置諸高閣。

如今在高中視藝教育喪鐘再響的時候，有關官員

本應對此科課程內容及考評制度作嚴謹的檢視；

可是2013年4月18日教育局宣布新高中部分科目

改革的方案中，被業內提出課程無論設計及內容

大有問題；考評指標及考核形式、制度急需改善

的視藝科竟不在擬「改革」之列，實在令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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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顯證有關官員一意孤行的狂妄態度，與

特區政府標榜「以人為本」的施政方針背道而

馳。　 　

其實視藝科考生人數急劇滑落，不但影響本地視

藝教育的發展，同時更窒礙本地創意產業的推

動，漣漪效應影響下也難以培養藝術觀眾群，別

謂如本文開首所言，冀與內地省市共謀發展文化

藝術的藍圖，則西九龍文化區他日建成，縱有優

秀的建築「硬件」，沒有高質素的本地觀眾和藝

術家，這個耗資三百多億公帑的計劃，將成為見

笑中外的「大白象」；亦是這種考慮，高中視

藝科課程及考評的改進，絕對值得公眾監督和

關注。

此文可以說是黎博士對自已多年來就視覺藝術科課改及新高中考評制度評論作出的一篇

總結，作為一位高瞻遠矚的學者，發現本地視藝教育發展不斷落後於周邊城市，企圖向

當局再一次發出嚴厲的警號！內容值得立志當視藝教師者好好思考。

梁崇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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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樹德
1979年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1982年獲取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其後獲取香港中文大學文

學（教育）碩士，並於本港中學擔任美術與設計科主任達9年。1989年至2011年擔任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科目主任/評核經理（美術及音樂）。1995至2005年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1998至

1999年擔任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副會長。2011年起移民至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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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性地出現，如此便無法使高中學生獲致均衡

課程教育。

若 只 限 高 中 生 僅 可 選 修 二 至 三 科 （ 即 2 X 或

3X），選修科目將被現有各學科「瓜分」，

有中學校長指出術科（如視覺藝術、音樂、體

育）及工藝科將很難被列入X選修科內。

新高中課程建議每班人數為40人（現時中六每

班最多30人），現有學校開設視覺藝術/美術科

的安排，多是與另一學科分班或半班形式同時上

課（ 即 split class ），但新規定須硬性達20人

才能與另一科開設分班（split class）。上述人

數的規限一方面使術科（音樂、視覺藝術）因器

材、設施及個別指導需要，很難在人數眾多（如

40人）的一班教授，（而現時學校開設分班的

學生人數可彈性處理），新規定使學校開設術科

正規課程將難上加難。

新高中課程結構基本上是類似中國大陸課程模

式：中、英、數、文理兼備，並在狹窄選修科目

內選修兩至三科（即2X/3X）。這種編排使學生自

然會偏重傳統的文、理科目，如以物理、化學及

生物，或文學、歷史及地理作為2X或3X選修科。

倒退的新高中課程改革不利發展全人教育
余樹德
2007年

教統局最近向各中學推介的三年新高中課程建

議：將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2 X / 3 X

（選修科）/或職業取向課程＋其他學習經驗

（就業有關、社會服務、體藝），並以40人

為一班。原初建議最少有5%藝術及5%體育正

規課程也撤銷了。

新高中課程建議學生只修讀七科，意為學生「拆

牆鬆縛」減少讀書壓力。若探究其內容並與其他

西方國家比較，不難發現教統局新高中課程建議

不利全人教育發展。與其一直標榜課程改革是為

全人教育目標相違背，亦無改一直以來輕視體藝

術科偏重學科的格局。政府曾致力申辦亞運會、

發展西九龍文化區及發展香港成亞洲文化大都

會。但從學校課程改革却毫不彰顯有重視體藝課

程的實質內容。玆列舉新高中課程建議令人失望

之處：

由小一至中學因課程改革曾提出整體正規課程分

為八大主要學習領域的均衡課程的連貫性在新高

中課程建議被中斷。因此在新高中主流學科仍會

依舊主導了課程，其他學習經驗包括藝術及體育

（不再稱為主要學習領域）學校便可以非正規課

程模式（例如課外活動），或次要學習模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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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反觀西方先進國家（如澳、紐、加拿大、美

國……）早己實施由小學至高中各主要學習領

域的均衡課程，即在高中學生均須在各主要學

習領域（包括藝術）各選修一科。英國教育當

局計劃以國際中學及文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Programme（IB）見網頁http://

www.ibo.org）在十年內取代現時英國傳統狹窄

課程的高級程度 GCE 及較重筆試評核的 GCSE 

中學會考課程。IB課程使學生能獲致全面、均衡

又能發展多元智能具備國際視野的課程。相反，

香港的高中課程改革美其名為「拆牆鬆縛」，實

質卻走向中國「內地化」較狹窄的課程結構，而

不是邁向「國際化」發展均衡多元智能的全人教

育課程，這倒退的課程變革是非常不利於香港保

持及發展為國際城市。 

藝術有助於學生培育創意及想像力，並是廿一

世紀「創意經濟」社會所必需。因而美國、紐

西蘭、澳洲及加拿大等西方已發展國家學校教

育已列藝術為幼稚園至高中核心/必修課程。甚

至1999年中國國務院「中央規定美術欣賞課是

考查學科。按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劃實

驗修訂稿規定藝術（音樂、美術）必修課改為

全年96課時」（見網頁http://www.art-edu.com/

research/wenjian/index.htm），可是香港新近

高中課程改革仍將藝術列為形式上可有，實質上

是聊勝於無的次等課程地位，甚或降為一種「學

習經驗」（例如一年一次文化日參觀博物館），

如此的高中課改何以能令人相信政府是有誠意發

展香港為亞洲文化大都會？還是一種缺乏規劃配

套的「假、大、空」的口號？

一直以來制訂香港課程改革諸君有種守舊落伍的

偏見，以為體藝教育只宜作課外活動而無須作為

高中必修正規課，無視也不理會也不去理解先進

國家在學校藝術教育作為核心正規課程的發展、

研究、堅持並作為教育政策（如美國的聯邦法規

定）的深層意義。美國政府與學術界已認同藝術

教育是有利美國培育具創意想像力的下一代，有

利擴展社會創意階層、發展創意及優質生活社區

及未來城市、發展創意產業、發展創意經濟、提

高生活素質、培育國民多元智能……。若果本港

制訂高中課程改革不能與時並進，豈能只怪責學

生缺乏創意 及想像力思維能力？

均衡教育課程有利全人教育的發展，教統局對新

高中課程結構應考慮修訂為：

容許學生選修科目由2X/3X改為2X至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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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制新高中學制課程，藝術為必修正規

課程，最少佔整體課時7%（此7%僅及上述

中國國務院中央頒佈的內地高中藝術必修

課課時規定，香港不應落後於內地罷！）；

其中應連貫小學至高中八大學習領域均衡

教育課程概念，學生在選修科目應盡可能

擴闊學習領域的原則；

b.

c.

近年美國聯邦政府及學界均強調藝術教育對

發 展 創 意 經 濟 及 創 意 城 市 的 重 要 性 ， 例 如 

Richard Florida 教授發展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制定創意指數（Creative Index）

為各州大城市診斷及發展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John M Eger 

教授發表研究報告提倡學校及社區大力推行藝

術教育，以發展「創意社區」（見網頁http://

www.creativeclass.org），矽谷市政府發表創

意社區指數（ Creative Community Index）

（見網頁http://www.creativeclass.org/acrobat/

ci_creative_index.pdf）等，對美國在廿一世紀

國際上維持各領域的領導地位至為重要。

香港文化界正批評政府在西九龍只重發展文化藝

術區的硬件，卻忽略軟件配套措施，包括其中最

重要的藝術教育。教統局的新高中課程結構建

議，正反映當局傳統守舊觀念：繼續輕視藝術教

育及體育等主要學習領域的正規課程教育，不利

香港在新世紀轉型創意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文

刊於2004年1月13日《信報》）

文章的前瞻性強，當年構思新高中課程選科實際上與舊高中分別不大，計劃中的全人教

育到最後牆沒有拆，縛未有鬆；換來同學的考試壓力依舊，學制只是換湯不換藥。十數

年後的今天，問題已見湧現，隨適齡學生急降，各科之間的競爭會更惡劣，還望局方可

正視實況作出改善。

梁崇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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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慈
現職教師，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美術及設計教育學位課程，畢業後與同學設計將創意融會學習及

生活的課程，策展相關展覽及出版刊物，包括：長者軼事重構（2000）、「發明．生活」創意教

育發展計劃（2003）、創意作品集教學推廣計劃（2004）及捕光捉影計劃之星光環照（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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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 一 個 創 意 社 會 或 社 羣 （ c r e a t i v e 

community）的建立及發展，並不能單單依靠創

意的產出，同時實需要有一班能欣賞創意，並能

對未符理想的地方提出積極批評，使創意不斷進

步的受眾存在。當中公開發表的評賞意見，既可

使有關創意在社群中傳播，又能促使人們關注及

思考其價值。因此，對於藝術創作，評賞是具有

不能忽視的意義和功能存在。筆者在這篇文章中

會推介一種以提問引導討論的評賞方法，希望藉

此幫助老師和學生，建構一個反思藝術創作價值

的溝通平台。

藝術評賞問題

「 問 題 」 同 時 是 英 文 「 q u e s t i o n 」 和

「problem」的中文譯詞。前者表示尋求訊息，

以解心中疑團的問句；後者則指一種存在或潛

在的困難情況，需要人們作出干預，加以化

解。這兩類問題常常都會在教師推行藝術評賞

教育時遇到。

探討藝術評賞，必須先解答什麼是藝術和什麼

是評賞兩個問題（questions）。對於藝術的定

義，在不同文化或時代裏，常常都會得出不同的

答案。在本文，藝術將被理解為一種美的創造，

創意世紀的藝術評賞
李敏慈
2007年

引言

說廿一世紀是一個創意世紀，相信沒有多少人

會作出反對。踏入千禧年後，世界各地很多

國家或大城市，都以發展創意工業（creative 

industry）為增強本土經濟競爭能力的主要政

策。而創意來源，即創意人材的培育，自然落在

各地教育部門身上。對此，香港教統局也作出

積極回應。在一連串教育改革中，創造力已成為

學生必須掌握的九種共通能力之一。要全面又有

系統、有步驟地培養學生創意，主要由視覺藝術

科擔當這非常任務。相對於其他科目，視覺藝術

科的課程較具彈性，能迅速回應時代的轉變和要

求。加上其學習內容，主要是引導學生如何從生

活中尋找靈感，並運用不同的思維策略和創作技

巧，將有關意念經過不斷的改進，最後運用合適

的媒介實踐出來，正好就是將創意化作創造的歷

程。因此，現今這種安排可說是得宜的。但由

於過往種種原因，視覺藝術科的學習太偏重於

「術」──技巧的訓練，學生對於「藝」的理

念及其演變發展往往認識不足。而學生創作後獲

得的回饋，大多是評分或評級，鮮有能協助他們

反思的評語或評論。這些現象對於要真正提升學

生創意，可說是「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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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創造是對已有要素進行新組合，發現美，

實現美的過程」1。利用創造來定義藝術，正是

要突顯藝術創作應有追求與別不同，強調獨特性

的特徵，以呼應創意時代求新求異的要求。此

外，創造技法常用的組合原理，將會應用於稍後

建議的藝術評賞模式之中。

至於藝術評賞，是指藝術批評（art criticism）和

藝術鑑賞（art appreciation）。藝術批評中批評

一詞，「其意是區別、分辨或識辨，而後來亦包

含「判斷」之意。前者可以說是對藝術作品之了

解，如作品之分析，作品意涵之解釋，作品對觀

者之影響等；而後者是對作品優劣及價值做一判

斷。」2至於藝術鑑賞「是指人們對藝術作品，

經由理智，客觀的價值判斷，使人產生某種心理

感覺，諸如「感動」、「贊同」、「認同」。」3

就上述評賞的定義，批評和鑑賞既有相同，也有

相異的地方。同的是他們都要求觀賞者對作品要

有客觀的認識和理解。相異的地方是鑑賞的最終

目的，是讓觀賞者獲得正向或愉悅的心理反應；

而批評的用意是對創作者及其作品，依據一定的

標準作出評價。但兩者都是對藝術創作重要的回

饋形式，其作用可以左右人們對藝術的認識和理

解，同時對藝術創作的形式和演變方向產生一定

圖1

若將藝術評賞放在一個社羣的層面來看，可以說

是對藝術創作成果的集體反思，是催化當代藝術

學習作出改變的推動力，故此在藝術教育中，是

不可缺少的環節。可是，教師在學校推行評賞活

動時，常會面對種種問題（problems），特別

是學生未能像預期般運用已習得知識，有條理、

有見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這問題的成因可

能很多，最重要的或許是我們輕視了學生學習和

實踐良好評賞的難度。評賞時，學生需要運用專

注力，觀察力，思考力，判斷力和表達力。祇要

當中任何一種能力不足，整個評賞的果效便會大

打折扣。明白學生面對的難題，老師便可找出合

藝術創作 藝術評賞藝術學習

影響。圖1顯示了藝術學習、創作和評賞的相互

關係。藝術學習(理論，歷史，技法等)直接影響

我們的藝術創作。創作作品跟着成為被評賞的對

象，而評賞意見的發表，會反過來影響藝術的學

習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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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方法，教導學生對藝術評賞持有正面的態

度，努力不懈地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及評賞技

巧。對此，筆者建議一種以問題（questions）

解決問題（problems）的藝術評賞方法──提問

法（questioning）。推薦以提問來進行評賞，

是基於以下三點理由：

1. 簡易方便 

發問問題是老師常用來判別學生能力及已有知識

的傳統方法。但提問還有一種被人忽略奇妙力

量，就是能迅速改變人們的思路。請先回答下列

問題，感受一下問題帶動思維改變的經歷。

•看完這篇文章你會做什麼？

•你喜歡吃什麼東西？

•白兔是什麼顏色？

•今天是幾月幾日？

•一加一等於什麼？

每個剛接觸的新問題，都可以即時改變我們的思

考方向和內容。明乎這力量，教師便可以利用問題

了解學生能力和需要；以問題帶領學生從不同角度

評賞藝術創作；更可以運用問題協助學生建立自

己的評審標準和立場。只要掌握一定的提問技巧

後，將來遇上感興趣的藝術作品，學生和老師或

學生自己就可以隨時隨地利用提問法進行評賞。

2. 協作探索

相對於傳統以老師作為知識來源的教學方法，在

使用提問法的過程中，每一個學生都可以是資訊

或知識的來源，因此評賞的成效或質素，就靠每

一個參予者的貢獻。由於每次的提問與討論都

存有很多變數，難以確實預計成果；加上老師

可因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隨時改變探討的內

容和方向，故此每次的問與答過程，都是獨特

的協作探索過程。藉着這種互動的探索經驗，

學生可以身歷其境地學習及掌握評賞應有的態

度、知識和技能。

3. 參與創作

評賞是對藝術創作的一種回饋。這回饋既能協助

創作者作出反思，又能使評賞的參與者藉此加

深、改變或豐富了對有關創作的認識和了解。正

如一個創意產品的消費者，他並不須懂得發明創

造和相關的科技知識，也可以從「使用者」的角

度發表意見和批評。這些意見和批評，常會被發

明家視作創造發明的靈感，加以吸納並將現有產

品加以改良或創新（innovation）。假如藝術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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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圖2

賞也可以發揮此功能，則評賞者可以說以間接

方式與創作者合作，一起參與藝術創作。在學校

的視覺藝術學習當中，學生既是創作者，也是評

賞者。如果他們能彼此通過提問來進行對話，對

創作者的反思及意念發展來說，裨益都是十分大

的。而這種對話的溝通機制是建立創意社羣，推

動創作發展的必要條件。

評賞者的藝術透視

西方寫實繪畫，創作者常會利用消失點透視法，

將所看見的事物，依一定規律再現在平面圖上，

以營造一種現實生活中所見事物的立體或深進的

視覺效果。只要創作者稍稍改變觀察角度，則圖

中所有事物，都會依照透視原則改變其形狀和

位置。故此，每一幅畫作都可以說是代表創作者

從某角度觀察及重現世界的定格記錄。觀賞者在

觀看其作品時，就像透過創作者雙眼窺看世界一

樣。就算對一些非寫實或非具象創作也可以作如

是觀。每件藝術創作所呈示給觀眾的，都是創作

者在某視角（perspective）表達自己對世界或

自身的所見、所思和所感。一般情況下，觀者也

只得從這角度去了解認識創作者及其作品。但評

賞者真的祇能遵從創作者提供的視角觀看作品

嗎？他們可否有其他的角度選擇呢？現在筆者會

就提問與創作作品的關係，分析觀賞者透視藝術

創作的種種可能。為方便理解，以下將以圖像方

式，解釋以問題透視藝術創作的原理和方法。

圖2是代表問題（Question）的字母Q。此圖亦

可以用作表示提問與被評賞作品的關係。    是代

表我們正要評賞的作品，而    則是我們提問的問

題。當發問時，就像築起一條路徑，讓我們從外

到內進入作品的範圍，尋找希望獲得的資訊或解

答。如果我們提出不同的問題，情況就如圖3，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途徑去探索作品的內容意蘊。

從不同的方位看圖3，我們會發現它其實是三個

字母Q的合併圖。問的問題越多，便可從更多不

同途徑了解有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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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藝術作品，可以分為物質（如畫布、顏色）

和精神（創作者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等）兩個層

面（圖4）。物質層面是作品的可觀可感部分，

而精神層面是觀賞者對作品可知可想部分。這種

二分方法可提醒觀賞者在觀看作品時，不應只停

留在研究作品物質層面美不美，還應深入作品

內容，認識作品的精神面貌。提問除了要關顧

廣度及深度，還需考慮研究作品時所採用的角

度。每一個問題都有其重點,例如我們問這作品

的主題表達什麼時，「什麼」（what）便是這

問題的重點。在評賞作品時，這重點便成為我們

研究作品的一個視點（point of view）。這視點

與作品建立關連，就成為我們考察作品的視角

（perspective）。兩個視角相交，則構成理解

作品的視域（horizon）。在圖5中，除了剛才提

及的「什麼」（what）視點外，還有另一個「怎

樣」（how）視點。評賞者可能希望知道作品的

主題外，還想知道創作者是如何表達有關主題

的。這兩個深入至精神層面的視角相交，便建

立一個與作品主題及表達技巧相關的研究視域。

總之，問的問題（視點）越多，提問的問題（視

角）之間差異越大及問的問題深度（層次）越深

入，則探究作品的視域越大。

圖5圖4

視
覺

視域視點
（how 怎樣？）

視點
（what 甚麼？）

除了探究作品的形式（物質層面）和內容（精神

層面）外，問題還可以用來品評作品。當我們問

某作品是否有創意時（圖6），創意這價值標準

便會與作品產生連繫，促使觀賞者以創意的視

角，分析作品中的創意元素。但是有關價值判斷

的答案，並不能單從作品的分析中獲得，我們還

需依隨圖中箭嘴所指示方向，走進作品以外的語

境（context）中尋求。因為要判辨一件作品是

否有創意，涉及到觀賞者對創意的認識和經驗，

與及是否有其他可供比較的相類作品。同探究作

品特質時，可以利用不同視角建立視域一樣，在

評賞作品時也可以同時採用兩個或以上的視角，

形成一個個評賞視域。圖7顯示評賞者正利用創

意及美學的角度，評鑑作品在這兩方面的表現和

價值。

物質層面

精神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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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部分，我們剛從問題的本質特性及與其作品

的關係，探究了評賞時可如何發問問題。從圖2

至圖7顯示，我們評賞創作作品時，可以利用不

同的觀點和角度作深淺不一的研究。即觀賞者的

評賞角度、廣度和深度是非常多元的，就正如中

國山水畫採用的散點透視法，能巧妙而又自然地

將不同角度及距離看到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散點

透視的「散」，既可以是優點，也可以是缺點。

說是優點是這方法能使人可以「仰觀俯視、瞻前

顧後、東張西望、立足點和視點可以十分靈活

地自由變動」4，究其原因是這方法引入了「時

間」和「多元視角」兩個變數之故。在時間許可

的情況下，評賞者可以及應該多問問題，以便

從更多不同角度探索、認識及評賞有關作品。可

是發問大量問題，但問題之間若是散漫和無聯繫

的，則提問的成效便會事倍功半，「散」就變成

了一個缺點。至於要問什麼問題及問多少問題才

合適，就要考慮評賞者的EQ了。

圖6

語境 （創意）

圖7

（美學） （創意）

評賞者的EQ─知識情趣

這裏要談的並不是評賞者的情緒商數（Emotional 

Quotient），而是評賞時要發問的精要問題

（Essential Questions）。在上一節的討論，我

們知道從多角度多層次認識有關作品，然後才作

出評和賞是可行及應行的。但是，在現實的情況

下，尤其是課時的限制，不加節制的討論是不可

能的。折衷的解決方法是教師在事前先計劃好討

論範圍及目標，然後設定有關的精要問題──重

要、有探索意義、而又與討論背後隱藏的目標相

一致的問題。藝術評賞通常分四個步驟進行。首

先是認識作品，然後了解作品的意義及特色。跟

着再在此認識和理解基礎上進行評賞或賞評。批

評和鑑賞是相類近但又互相獨立的活動，故此可

以先評後賞或先賞後評。而在本文建議的評賞模

式中，鑑賞是指對作品獨特價值或優點的欣賞；

批評則集中提出作品不足或可改善之處，以強調

兩者的差異和分工。上述四個步驟正正就是評賞

問題要配合的四個目標：1.認識作品；2.理解作

品的意義及特色；3.欣賞作品優點及4.批評作品

未符理想的地方。這些目標能幫助我們判斷所

發問的問題是否屬於相關而又必要問的問題。

筆者就此四個步驟和目標，設計了一個「知」、

「識」、「情」、「趣」的評賞模式（圖8）。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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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Perception）：

知是指感知（perception），是運用視覺與作品

（物質層面）接觸的過程及成果。由於人常受

到先入為主的概念（concept）所影響，而未能

認真仔細觀察作品的獨特之處，故筆者建議在

此階段進行三個層次的觀察，而觀察對象主要

是作品的形與色。首先是近觀，觀賞者可以想像

自己變成一隻可在畫面走動的小螞蟻，親身感

受到作品的形態（state）和色彩的變化，情況

就如利用視覺觸摸作品一般。跟着是平常距離

的觀察，這時要留意觀看作品的形狀（shape）

和形像（images）。當然，這刻的觀察已滲入

圖像的概念，故此要特別留意這些形狀或形像

獨特的地方。最後是遠觀，站在遠遠的位置觀

看作品，以找出部份與整體之間的結構形式

（structure）。藉著辨別作品的形態、形狀、

形像、形式和顏色，令觀賞者全面地接收作品物

質層面傳遞的訊息，以作稍後理解、詮釋和評賞

作品的基礎。在「知」這步驟，有關的精要問題

如下：

識（Cognition）

識是認識（cognition），是概念（concept）的

認知和應用。人們接觸不同的事物，會對有關經

驗作出歸納，找出其相同或相異的地方而加以分

類，形成我們所謂的概念。運用相關的概念去解

近觀作品時，你可以發現作品有什麼的形

態和顏色？這些形態和顏色是怎樣在畫面

上作出變化的呢？

平常距離觀看作品時，你可以看見什麼的

形狀或形像？相對於其他作品相似的形狀

和形像，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遠觀作品時，你可以看到作品各部份是

怎樣結合在一起的嗎？這種結構有什麼

特色？

•

•

•

圖8

識 趣

知 情

中每個步驟都有其獨立的目標、相關注意事項及

精要問題，現逐分析如下：



50

視
藝
教
育
在
前
綫

情（Emotion）

情是情感（emotion），是指人的情緒和感受。

創作者創作的每一刻，都是伴隨着自己的情感，

祇是這些情感或強或弱，或顯或隱罷了。評賞

者在觀看作品時，其實是通過作品的媒介，與創

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作出交流，故應能自然地產生

相應的情感反應。藝術鑑賞所追求的，就是這樣

的一種情感體驗。「鑑」是手段，是客觀地認識

作品的過程，這已在「知」「識」兩個步驟進行

了；「賞」是目的，是欣賞作品時產生的愉悅之

情。在「情」的這步驟，着眼點是欣賞藝術作品

的獨特價值或優點。當中有三個層次及三個視角

可用作發掘及欣賞作品的優點。

欣賞作品的三個層次，就在作品的物質層面，精

神層面及技術層面，找出評賞者認為值得欣賞的

地方。有關的精要問題包括：

釋或預測一些現象，就建立了種種原則和原理。

概念、原則和原理是方便人們認識世界，解釋事

象的工具。在「知」的階段，我們利用觀察的

方法，收集了許多從作品感知而來的訊息；至

「識」的步驟，則會運用抽象思維，辨別這些

訊息的含意及其相互關係的意義。由「知」至

「識」，研究的重心會由作品的物質層面轉向精

神層面。通過分析、推理和歸納等思維方法，使

我們認識到創作者的意識（動機及情感）；意念

（思想及意見）及意境（創作者利用媒介創造混

合了思想與情感的藝術世界）。在此步驟要注意

的，除了關乎作品的精神層面外，還涉及將精神

轉化為物質，或以物質表現精神的技術層面（物

質層面與精神層面相交的地方），即創作者是

如何利用物料和技法來進行創造。此階段的精

要問題有：

從作品分析中，創作者是抱有什麼意識去

進行創作呢？

作品表現了創作者的什麼意念？

創作者利用作品營造了一個怎樣的意境呢？

創作者的意識/意念/意境是怎樣構成的？

運用了什麼視覺元素/構圖原則/色彩原

理？他們相對於其他創作者，有什麼特別

之處？

•

•

•

•

作品的形態/形狀/形像/形式有什麼值得欣

賞的地方嗎？為什麼這些地方值得欣賞？

創作者的意識/意念/所創造的意境有什麼

值得欣賞的地方？為什麼？

創作者採用的媒介和技法有值得欣賞的地

方嗎？為什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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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運用想像力，當自己是作品的創作者，

你在創作這作品的過程中會有什麼感受？

你對現在的作品感到滿意嗎？

作品會否觸發你想起一些個人經歷或感

受？那些是什麼的經歷和感受？

作品的內容和你的生活有關嗎？這些關聯

對你來說是否重要？

這作品有什麼地方令你感到值得讚嘆的？

為什麼？

你享受觀賞這作品的過程嗎？為什麼？

這作品可以滿足到什麼標準的需要？滿足

的程度怎麼樣？

•

•

•

•

•

•

除了三個層次，採用三種不同的視角也可以發掘

或尋找到作品的優點。第一種是從作者的角度去

理解作品的意義及其價值。第二種是依靠評賞者

的主觀角度，去理解作品的意義及其價值。這方

式是把作品當作可供任意解讀的文本（text）。

而第三種視角是創作者視角與評賞者視角互動後

的新角度，這角度既會嘗試理解創作者的創作原

意及目的，也會尊重鑑賞者的聯想與感受。其實

這三種視角都各有其價值，不可偏廢，但對學生

來說，第三種視角或會較為可取。因為這樣他們

才有機會運用已學習的藝術歷史及美術知識，建

構他們的觀點；同時又可大膽從自己的經驗及感

受出發，訴說作品對他們的影響和意義。筆者為

此設計了一個令人心「癢」（itches）的方法，

希望能幫助評賞者與作品產生互動，從中找出作

品令人滿意的地方。有關條目及由他們轉化而來

的精要的問題如下：

Imagine（想像）

Trigger（觸發）

Connect（關聯）

Hooray（贊揚）

Enjoy（享受）

Satisfy（滿足）

趣（Selection）

中文「趣」字的結構，是由「走」和「取」兩部

件組成，表示人們對有趣味的東西會「走」去

「取」，引申對事物的取捨。而趣味的英文用

語是taste，原初的意義是與品嘗食物的味道有

關，後來漸漸再演變成關乎對事物品味的一種偏

好和抉擇（selection）。由口味變成品味，這演

變本身已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細想一下，當

中亦有其道理存在。世間能放進口的食物何止千

萬，但是替我們身體把關的，卻是單單的五種味

道──甜、酸、苦、辣、鹹。人們就靠味蕾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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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賞者除了對作品表示對作品表示感興趣/不感

興趣；喜歡/不喜歡外，還可以利用再創作（re-

creation）來對原有創作（creation）作出批

判。因為兩者相同與相異之間，已表達了創作者

及評賞者不同理念與價值判斷。對此，筆者會建

議利用C.R.E.A.T.E.創造法5對作品來個再創造行

動。有關內容及精要問題如下： 

Combine（連結）

Reverse（顛覆）

Eliminate（刪除）

Alternative（替代）

Twist（改變）

Elaborate（增添）

「知」、「識」、「情」、「趣」四個評賞步

驟，各有其獨立目標及重點，故此可以分開或

組合在課堂上進行。要訓練學生感知能力的使用

「知」；要學生探討作品背景資料或創作原理

的，可用「識」；至於鑑賞和批評作品則可分

別用「情」和「趣」。當然，當中可以有不同

的交叉組合（圖9），例如「知」「識」；「知」

「情」；「情」「趣」等。而進行的次序，亦

可以因應需要而作出變動，例如先「識」後

「知」，讓學生先瞭解創作者及作品的資料，然

後才細細觀賞及研究作品的內容。總之，「知」

「識」「情」「趣」的提問評賞模式提供了一個

彈性組合的框架，可讓老師或學生因應場合、環

境、及需要而作出調適。

這五種訊息，就可決定食物是否合乎自己的需要

及能否進食。不同人會有不同口味和品味，原因

可能與文化、家庭背景及個人的偏愛有關，但對

每種的抉擇，我們都不能說誰是誰非。在「趣」

的階段，學生會利用他們對作品表示感興趣/不

感興趣；喜歡/不喜歡等抉擇，作為對藝術創作

的一種批評。但是這種決定背後，學生應有一套

理論（「知」、「識」、「情」階段的感受和想

法）作支持的。對應此步驟的精要問題是：

你對此藝術作品感興趣嗎？為什麼？

你喜不喜歡這藝術作品？為什麼？

為什麼不同人對此同一作品會有不同的反

應及抉擇呢？這些人是否抱有不同的價值

標準？這些標準是什麼？

•

•

•

•

•

•

如果你可以對藝術作品的物質/精神/技術

層面作出改變，你會怎樣做？為什麼？

你會利用C.R.E.A.T.E.的創造技法對作

品進行再創造嗎？你會使用哪種技法？

為什麼？

你作出改變後的作品比原來的好嗎？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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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趣

知 情

圖9

結語

創意世紀的通行鍵（password）當然就是創

意，就是說人們要不斷構思與別不同、有素

質、獨特而又新穎的意念才能達到新時代的要

求。求創意與求真不同。追求真理須求同，求統

一，希望獲得的道理能解釋所有相關的事物。

求創意的目標卻是追求變化（change）與多元

（diversity）。真理與創意的追求，看似互相矛

盾，但卻能並存，藝術創作就是一個好例證。

定義藝術為美的創造，就是說藝術既要表現美的

本質，同時又能顯示人的創意或創造本能。人對

美的理解也許有很多差異的地方，但同時亦存有

很多共同接受的準則或標準，否則人便不能談論

美，建構美學的理論。可是同時是追求美，人卻

可從不同角度去研究美、審美和以不同方式表達

美。藝術史就是記載了人綜合美與創造所付出的

努力和成果。當我們進行藝術評賞，面對的就是

這種矛盾與統一的問題。評賞要客觀又要主觀；

既運用理性而又不能忽略感性；既要尊重理論權

威，亦要容讓及尊重個人觀感的發揮。在本篇文

章中，筆者利用圖像去顯示提問與作品的關係，

是希望以圖像呈現我們腦中的認知及判斷問題，

突顯我們所思所想的祇是眾多可能的其中一、

二，還存有很大的空間讓人不斷探索。「知」

「識」「情」「趣」的四個評賞步驟，是鼓勵

評賞者與作品（或其背後的創作者）保持對話

（dialogue），使人與作品產生獨特的有意義的

關係，進而以間接方式參與藝術創作及發展。發

問問題祇是啓動思維的有效機制，但如果沒有事

前的學習和創作經驗與及缺少評賞時的思考與投

入，結果會是徒然的。

參考資料

姚鳳雲、苑成存：《創造學理論與實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
王秀雄：《藝術評賞的視野》（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6年），頁175。
吳振岳：〈試析潘諾夫斯基之圖像研究法及其在藝術鑑賞之功能〉，《大葉學報》第10卷/第2期，頁75。
蔡燊安、劉贊愛、萬國華主編：《多元情境下的藝術圖象》（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8。
約翰•朗格爾：《創意思考是教出來的》（久周文化，2006年），頁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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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有一口願望井，只要你投進硬幣，說出心中希望得到的東西，很快你的願望便會成

真，於是很多人都四出尋找。不久，人們收到的傳聞，都說這井是騙人的:你想得到的

車子是一部玩具車；想娶一位公主，出現的是一隻青蛙…。最後，再沒有人有興趣去找

這願望井了。這井真的不能滿足人們的願望嗎？不，問題是當事人沒有清楚說明他們的

願望吧了！我們如何能在擲硬幣的一瞬間講清楚所有要求呢？這真是有點難，不如先擬

定好一連串問題，許願時盡快說出訴求吧。如果願望井真的這麽神奇，我希望得到的是

世界獨一無二的東西又應如何？這就視乎你問的問題和給與的答案有多新頴和獨特了。

上述是我寫《創意世紀的藝術評賞》一文前，利用願望井的故事及師生對答，來教導學

生創意發明的一種策略，就是利用提問去探究研究對像的不同維度或變項，再用突破常

理的答案去衝擊現有固定的模式和慣例，通過試驗不同的組合，來產生創意或創造。在

被邀撰寫這篇文章時，我問了三個問題: 

1. 藝術評賞的方式如何能呼應時代的需要？

2. 怎樣利用問與答的互動方式進行藝術評賞？

3. 如何建構一個開放、具彈性的藝術評賞學與教模式？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當時探索的成果。由於個人的局限，加上年月的過去，文章

內容不足的地方，還請讀者包涵。這文章是我將硬幣投進願望井後所獲得的，如果讀者

認為有参考價值，或能觸發大家對藝術評賞的思考，我會感到十分欣喜。但我更期待

的，是讀者能自己親手將硬幣投進井中，得到更符合自己需要的成果。問題是願望井在

那兒？這口井會否因人們的誤解而被荒廢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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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芬
於香港和英國接受教育，並先後獲頒立體設計証書、教師文憑、絲印創作高級証書、教育學士及美

術教育文學碩士學位。曾於英國The Blackie Gallery of Liverpool 作首次海外展，作品為本地及海

外收藏。

現職聖保祿中學視覺藝術科主任，自1996年起為香港公開大學兼任導師，亦曾任香港教育學院客

席講師，主講小學、幼兒及特殊美術教育。近年專注社區藝術及本地美術教育發展與研究，是香港

美術教育協會創會會員，並曾擔任該會會長（1994-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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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給我的教學空間較多，學生也乖巧，所以美育

的活動可以很順暢地從常規的美術堂和課外的美

術學會雙線推行。每一年由香港藝穗會主辦的藝

墟，我們會以街頭獻藝的形式展賣一些自創的美

術作品。為了把作品成功銷售，同學們都會主動

地尋找著名畫作來演繹；一年一度的「布上畫」

更要同學們跑出美術室，到操場上以集體創作

的形式，各班競逐獎盃。同學在比賽之前依據

賽題，從名作入手，組織畫面，建構屬於班的

作品。

很明顯，我所採用的是為製作而鼓勵美術的欣

賞。事實上，同學對名作的欣賞層次只是一幅美

麗的圖片。名作的背後是甚麼也只是了了。在課

堂中，美術欣賞課以幻燈片播放、老師解說或簡

介西方藝術的著名流派為主，輕鬆寫意，同學偶

而因一個動聽的藝術家故事向我追問。在開放日

的那一年，我更指定學生以梵高為研習對象，向

參觀來賓介紹他貧窮潦倒的一生。乖巧的學生沒

有要求改做畢卡索的研習。美術欣賞課對我而言

是一項教美術的使命，無論有多沉悶，我一定要

讓這些女生認識一點「美術歷史」。

一九九四年是我離任該校的一年，我替學校爭

淺談視覺藝術科的評賞教學實踐
梁志芬
2007年

香港的美術教育向來最受批評的是美術欣賞的教

學做得不足，許多學生在美術知識、藝術流派、

畫家風格的認知上均顯得非常薄弱。大約在八十

年代初已有不少業界人士關注這個現象，當時的

教育部門、學術機構亦有提供短期的美術欣賞教

學的師資培訓，甚或在九十年代由課程發展處出

版《十幅西洋畫》、《十幅國畫》、《十件雕

塑》等作為美術欣賞的教材，給中、小學美術老

師有個參考，以解燃眉之急。

二○○三年起，美術與設計科正式易名為視覺藝

術科，從名稱的改變可以告訴我們，美術的學習

是要用「眼」看的。如何打開學生的眼睛來探索

視覺世界的種種現象，由眼睛去窺探、去觀察、

去理解我們所處的年代，又變成當下老師最關注

的項目。

本文以實務、前綫的工作形式與大家分享一

些美術欣賞教學實踐經驗，每一個個案都是

筆者的教學經歷，最大特色是發生在不同的

三所中學。

第一所中學：聖保祿中學這是一所天主教英文女

子中學，我在這裡擔任美術與設計科科主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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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全港首次的駐校藝術家計劃，由英國文化

協會統籌，請來了英國女藝術家Louise Soloway

到學校示範石膏倒模。表面看跟藝術評賞似無關

係，但學生對這一位「天外來客」深感興趣，

更主動以英語提問，“Are you a sculptor or an 

artist?”」話匣子打開了，學生對創作熱情投

入，當日的氣氛令我至今難忘。在她們當中，就

有一名女孩，她現正就讀於英國的劍橋和埃克斯

特大學，努力進修藝術教育博士課程。

也在一九九四年十月我往英國進修的登機晚上，

一名聖保祿中學畢業的學生跟我一樣，乘同一班

機。我進修的是美術教育，而她將要唸的是一般

人認為最沉悶的美術史，Goldsmith College 是

她要去的地方。在這一所中學裡，我有許多難忘

的美術教學經歷，若要一段一段的數，總是以美

的欣賞作為教學出發的課堂最令人深刻。

想起有一年的中四級戶外文化考察之旅，我帶著

二十多個女孩子在西上環的摩囉街作古董欣賞之

旅，各人須運用二十元買一樣有「古董味」的精

品，這一次活動亦可叫做「考眼光」的行動。

藝術育新苗，這是我對美術學會的期望。我這個

活動型的美術老師和一班來自不同級別的美術學

會同學於香港藝穗會舉辦了名為「彩鞋高掛」的

美術展覽，評賞美感的學習再一次拉闊到校外的

另一場地，而且許多年後，這班負責統籌的同

學已變成莫逆之交。有一次同學聚舊，竟然給

我展示一本相簿，裡面全是有系統的資料，把

整個「彩鞋高掛」的掛鞋情況，重新浮現我們

眼前，慨嘆時光消逝之餘，也難得同學們對是

次活動的珍視態度。她們當中，有的從事市場

拓展，有的是全職求藝，亦有的是珠寶鑑賞專

家，專門打理家族的珠寶生意。

回頭望，我在這一所中學的美術欣賞課是沒規沒

格的，喜歡的就去做，熱熱鬧鬧的跑出課堂，和

學生一起成長。

 

第二所中學：曾璧山中學這是一所由佛教團

體──香海蓮社主辦的男女中文中學，學校位

於馬鞍山新市鎮，在這小社區裡，人口密集，

學校林立，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合作空間可以發

揮。由潮州會館中學葉家偉老師發起，馬鞍山

聯校展共有八屆展出，透過作品交流，促進各

校的美術發展，讓學生藉著參觀，體驗同輩學

習與交流的重要性。葉老師在每一年的聯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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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不忘設有學生參與評選作品的環節，同學們

可在小紅點的分配下，選出三至十件的全場至

愛，用藝術的眼光選出個人認為最優秀的作品。

由於馬鞍山區偏離市中心，離藝術館較遠，從欣

賞作品的角度看聯校展顯得更具意義。

在香港教育學院的「課堂學習研究」計劃下，曾

壁山中學聯同潮州會館中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校友

會聯會陳震夏中學以《馬拉之死》新演繹發展了

一套學習藝術評賞的教材。適藉美國訪問學人魏

爾生教授（Professor Brent Wilson）訪港，他獲

邀為這首次在視藝科進行之「課堂學習研究」作

特別顧問。他把英國威爾斯一位美術老師的《馬

拉之死》欣賞教學經驗與我們三位老師分享，並

介紹「多文本」的美術詮釋方法。我們亦透過三

次教學的觀摩交流，改良教授評賞《馬拉之死》

的方法。在我的美術教學經歷中，可說是最難忘

的，因為二○○三年是沙士肆虐最嚴峻的時刻，

在戴著口罩的日子中，我們三位老師如同親密戰

友，為實踐一個美術欣賞的有趣方案共同努力，

亦開展同區同科觀課的學校新文化。

其實由欣賞提昇至評賞作品，對中學生來說也是

學習上的提昇。同學要對社會議題有認識並要掌

握批判的方法，把個人識見表達，因此《馬拉之

死》的美術欣賞課對學校的中二學生來說是一個

學習態度的改變。同學以漫畫方式來演繹個人對

《馬拉之死》的不同角度思考，人人都能以較幽

默、誇張、輕鬆的筆法表達個人對「英雄」的

看法。連當時潮州會館中學的陳德恒校長也來

觀課，他更把在Google的發現告訴我們三位老

師。原來大衛這一幅《馬拉之死》的確有許多

人嘗試不同的演繹，我們皆認為大開眼界。想

不到一次以視覺藝術評賞教學的研究課得著的

是這麼多。

要推動學生的美感發展，美術欣賞課誠然是有一

定的效能，不過我認為培養學生對藝術的愛好，

享受創作的樂趣更為重要。因此，在任期間，鼓

勵美術學會與學生會聯辦服裝設計比賽、藝術嘉

年華，也應劇團邀請和學生一起設計道具、服

裝，爭取學校對本科目的認同，使更多人明白

「藝術燃亮學習」，為同學帶來不一樣的天空。

傑克•梅弟的展覽中，為學校成功申請免費旅遊

巴士，我便順道向校長提議，也邀請家教會的熱

心家長一同陪學生看展覽。事實上，作為美術老

師應該要向家長傳遞一個與子女溝通的新方式。

家庭日不一定要消閒購物，帶子女到藝術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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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半天遊也是整個家庭的賞心樂事和健康的親

子活動。

回頭望，我在這一所中學的美術教學已由欣賞昇

華至評賞的層面，再者是有計劃、有方向的宣

傳，我的確變得老練一點。

第三所中學：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這是一所由

中華基督教會主辦的男女英文中學。在偶然的機

會，又或是一種緣份，我在二○○三年九月擔任

這一所學校的視覺藝術科老師。

踏入二○○三年，教學改革更加如火如荼，教學

界面向種種不同的局面與挑戰。作為前線老師，

既要進修，也要貼近改革的潮流，工作量是前所

未有的多，不過慶幸的是我的教學熱誠仍是熱切

的。因為在這一所學校裡有好學的學生、有小班

教學的空間、更有已建立的美術風氣，學校是極

力支持「以美育人」的信念，美感教育的成果更

是創校四十周年的重點慶祝。

因此上任不久，我已報讀由香港教育學院院校

協作與教學實踐發展中心主辦的「課程學習研

究」，學習運用三個變易的理論架構，發揮在

美術評賞的教學上。五個星期的全日學習，使我

再有機會從教學研究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教學專

業。今次合作的伙伴是近區的英華書院，合作老

師有我的同事盧巧賢老師及英華書院的劉瑩老師

和卜國志老師。我們從美術評賞的五個層面：表

象描述、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和價值

判斷，共同訂定三個關鍵特徵，從「學甚麼」、

「如何學」去為學生設計視覺評賞的學習課堂，

彼此互相觀課，修訂教學方法，務求為學生提供

一個「有效」的學習。適逢我們研究的畫作《列

車系列》的本地原創水墨畫家楊慶榮先生在港，

我們便邀請他來校見證學生如何學習欣賞他的作

品。這也是難得的機會可以跟藝術家真情對話，

令美術評賞的學習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其實跟藝術家對話也是我的一個教學檔案。藉著

暑假一次文化藝術之旅，讓我可以把台灣著名藝

術家朱銘先生介紹給學生認識。我更以「跟朱銘

先生對話」作為全港首次以教師評核TAS的學習

內容。朱銘的為人、他對藝術的態度、他的創作

主題、方法、抱負等皆成為學生的學習對象；所

謂「對話」，即是向大師學習。學生從欣賞朱銘

美術館作起點，運用思維腦圖（Mind Map）建

構一件靈感來自朱銘的作品。從欣賞導向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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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更能明白朱銘的成名作「人間系列」和

「太極系列」。很幸運，同學們還可以把「跟

朱銘先生對話」的學習成果，在教師中心向一群

老師匯報和分享。學與教的關係，微妙之處也在

於師生的互相欣賞，當學生自豪地向在場老師介

紹自己的研習作品時，我也由衷地佩服這班小朋

友的智慧與能力，畢竟他們才十五、六歲，要面

對會考的種種壓力，能夠完成一件作品也不容易

啊！我開始關心一個問題：「究竟他們是不是很

愉快的創作？」

「要愉快學習」，「讀書不是求分數」，「通識教

育很重要」，「要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

真心的說，要樣樣兼顧真的不太可能，但要

實施這些教學理想，培養學生對美術欣賞的能

力，的確會有點幫助。我和同事就是經常利用

較長的課堂時間帶學生到藝術館欣賞展覽，因

為我們相信多看展覽能令學生擴闊美術視野，

再者今天豐富多樣的圖像已隨電子科技大量產

生，視覺文化也就是一種新文化。在我的教學

習慣中，瀏覽學生的視覺日記時，不難發現越

來越多同學喜歡把圖像代入語言，又或語言中

也充滿圖像。如何帶領這一代新人類看我們瞬

息萬變的世界，用眼睛發現問題，我想今天的

評賞教學方法仍要不斷求變。

如今看，我面前最重要的關注是：不同學生有不

同需要，當我們說「校本」的特色，又有否想到

「人本」的教育？兩者相比，何者重要？在這一

所學校裡，我特別要求同學要建立批評作品的能

力。美術的學習，每一級要有10%是評賞作業。

中一級以訪問藝術家形式，用對話方式來介紹

一位藝術家；中二級就嘗試從藝術評賞的五個層

面來分析一幅美術作品；中三級上學期交一則參

觀展覽後感，下學期需交一則電影評論，至於中

四、中五級則各交展覽觀後感一則。文字的確有

助學生演繹個人的意念和發展，但我相信絕對不

是唯一的。

結語

新高中的視藝課程評賞部分顯得非常重要，也引

來美術老師的一陣恐慌，擔心自己教不來，學生

也學不成。然而平常心看，只要在基礎上為學生

早作準備，配合現在新的語文政策，屆時的學生

一定可以應付得來。評賞的學習目的和意義可以

羅列一大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隨著進

入圖像文化的世代，學生每天面對大量的視覺影

像，實在有需要加強他們的批判性思維以作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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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然後再作整存和學習。我相信藝術評賞

的經驗能有助學生的批判思維發展。

這不是一篇理論文章，只是前綫工作的一種體會

和分享。

鳴謝：

聖保祿中學               鄔萃芬校長

曾璧山中學               梁笑梨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許俊炎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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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筆者回歸聖保祿中學，再次擔任視覺藝術科科主任。2012年帶領學生參加首屆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藝術評賞已是必考部分。

審美作品原本充滿樂趣，也是美育的一種學習。不過自推行以來，業界一直對此批評不

已。正藉香港藝術館推出「與藝術家同接觸：校本藝術賞創先導計劃」，我校積極參與計

劃，期盼師生都能在評賞藝術的認知層面作更好的準備。當年去英國唸美術史的學生已

是一位藝術家，並且曾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或許找她來跟小師妹分享一下評賞

藝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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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素蘭博士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先後取得學士學位（藝術系）、教育文憑（藝術教育）、哲學碩士學位（課

程與教學），以及哲學博士學位（課程與教學）。研究興趣包括：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校本課程

設計、學習檔案的建立與評估、教師信念與教師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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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反映真正的學習能力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提出以「視覺藝術創作」與

「視覺藝術評賞」兩個學習範疇為課程架構，確

能夠反映時代需求；不過在「評估」的建議上則

有很大的商榷餘地。筆者認同外芳在明報（11

月16日）引述盧乃桂教授指出評估要能反映課

程的真實；筆者亦相信藝術教育較適宜採用「真

實評估」（authentic assessment）模式，即從

「真實生活」情境中直接量度學生的表現，因為

這樣才可以反映學生真正學了甚麼。要是視覺藝

術科真的如課程宗旨所言，強調「開放式探究的

視覺藝術學習過程」（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評

局，2004，頁298），建議的評估方法就應該為

學生提供探究時間。例如：以西九龍文娛區的天

幕設計為題讓學生進行評賞，透過資料搜集，學

生可以針對其外表設計、實用性、象徵性、代表

性，甚或安全性等不同角度，以文字、圖片、圖

表或漫畫等形式作出分析、詮釋與評價，以展示

他們的個人觀點。再以去年來港展出的《巡遊》

為例，學生要對有關作品進行評賞，最少需要

了解畢加索繪畫《巡遊》的時代背景與個人經

歷，方能掌握畫家要藉著作品傳遞甚麼訊息。

擬題者亦可同時展示普普藝術的代表畫家David 

Hockney所畫的《巡遊》，通過兩件作品的比

紙筆考試能反映藝術教育的本質與價值嗎？
黃素蘭
2005年

期待已久的新高中課程終於伴隨學制改革齊齊出

爐了，並成為近期全城討論的焦點。何以高中課

程改革較小學與初中的改革來得重要，令教統局

長和常任秘書長經常表示「不容有失」？相信大

家都很清楚它與公開考試和升學就業有著緊密關

係。因此要評論新高中視覺藝術科建議的改革方

案是否實際可行，不能忽視藝術教育的本質意義

和能否真實反映學生的學習能力，讓大學和僱主

參考。

認同課程改革的方向

小學與初中的視覺藝術科課程自90年代至今已

經改了兩次，然而高中的課程卻實施超過20

年，早已跟不上時代發展，亦無法銜接初中課

程。視覺藝術科教師都知道資訊科技發展令世界

變了，美術教育已經不能停留在過去的美術製作

範疇；他們亦深明資訊科技與視覺媒體的超速發

展，本科不但要讓學生懂得欣賞和評論藝術品，

還要懂得分析、詮釋和解讀日常接觸的視覺現

象、影像與文化。因此，相信沒有教師會反對新

高中視覺藝術科有需要進行課程改革，而且亦會

認同視覺藝術「可通過有別於語言系統的意義解

讀方法，成為一種重要的傳意體系。」（課程發

展議會與香港考評局，2004，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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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分析，刺激學生思考：David Hockney有意

抄襲，抑或要傳遞其他訊息，讓學生作出評論。

視覺藝術科教師要評估的顯然不是對與錯的問

題，而是讓學生透過資料搜集，提出的分析、詮

釋和評價是否具個人觀點、論據是否合理、能否

解讀畫作傳遞的社會、文化或創作者意圖傳遞的

訊息等。要是如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課程建議，

在3至6小時的校外評核中「以文字書寫對視覺

藝術作品的評賞（提供藝術作品的資料）」（課

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評局，2004，頁306），筆

者會疑惑學生有機會進行資料搜集嗎？以傳統的

考試模式，要求學生到試場去以數小時來考核視

覺藝術評賞，可以反映學生真正的評賞能力嗎？

課程發展處於2004年11月4日至5日為中學視覺

藝術科教師舉辦了三場發布會，幾位與會者相繼

致電給筆者表達他們對台上官員與嘉賓推銷的新

高中視覺藝術科評核方法的不滿。其實他們的意

見不無道理，例如：以文字書寫考核學生的藝術

評賞能力，對於語文表達能力較低的學生不利，

其藝術科的成績肯定因此被拖垮；另外，視覺藝

術科教師不是「語文」教師，他們的責任是促進

學生通過「視覺語言」（有別於文字語言）來表

達他們的意念或進行視覺藝術評賞，沒有理由要

求學生以文字為中介來評核他們的視覺藝術科水

平。

宜釐清教育的手段與目的

事實上大家不願意看到、但卻不能否認公開考試

確實主導了教學課程，而且主導了學生如何學

習的現實。因此，藉著是次大規模的高中課程

改革，如外芳所言，雖然可以借助評估為手段

（means）以扭轉藝術教育被邊緣化的宿命，但

教育的大前題是如何令學生學得更加好，而不應

該令他們成為競逐學科地位的犧牲者。我們決不

能強調手段而忘卻藝術教育的本質與目的！

要是未來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校外評核真的採用

「以文字書寫對視覺藝術作品的評賞」，大家可

以想像新高中的視藝科教學會變成怎樣？學生會

如何面對這種以文字為中介的考試模式？要是出

版商發現本科有利可圖，相信視覺藝術科定會

史無前例地出現不同版本的「精讀」，視覺藝術

科教師為了學生的成績，加入操練學生答題技巧

的大軍中，學生亦難免要多背誦一科標準答案。

這種紙筆考試模式能反映藝術教育的本質和價值

嗎？能評估學生真正的藝術評賞能力嗎？相信沒

有人想看到這種扭曲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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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建議

當然，要成功實施「真實評估」，需要很多資源

配套與安排。其中，教師培訓絕不能少，因為教

師未能掌握「真實評估」的真意，由上而下推行

的考改只會造成互不信任的局面；此外，校外審

核與調分機制亦需要慎重考慮。

要是大家在一時三刻無法改變考試主導學習的情

況，又覺得暫時不是適當時間全面實施「真實評

估」，即100%校內評核；那麼，為了藝術教育

不會被扭曲為考核學生的語文能力或變成為考試

而背誦的科目，大家需要好好思考如何實施「校

外評核」，以擴展學生的學習空間之餘，亦可以

取得學生真正的藝術創作與評賞能力。

由於視覺藝術的表達方式「有別於語言系統的意

義解讀方法」，因此如要以校外評核方式評估學

生的視覺藝術評賞能力，筆者建議可由考評局設

題，給學生一段合理的資料搜集時間（如一個

月），然後：

1. 

2.

至於「視覺藝術創作」亦可由考評局在一個月前

向考生公布多個創作題目，讓他們任選其一，然

後在校內教師監督下進行資料搜集、意念建構等

考試前的準備工作，然後安排指定的一天讓考生

在自己學校的試場，在考評局提供的畫紙和草

圖紙上展示他們的創作意念與創作成果。監考方

面，除了本校教師外，最好能安排一位校外人士

同場監考，確保考試的公平和公正。

以上只是筆者拋磚引玉的愚見，當中仍然存在很

多細節問題需要大家提出討論，但所有的討論都

應該集中在如何達成視覺藝術教育的本質意義與

價值，以及如何令學生的學習最有利。課程決策

者不應試圖在普及的高中教育搞精英的藝術教

育。在此課改之際，其實應該好好討論怎樣的課

程才能體現視覺藝術科課程改革的宗旨與目的，

以達致真正藝術教育的本質和價值。雖然高中課

改無可避免地會牽動考改問題，要是課程發展處

與考評局能好好合作，為視覺藝術科開創新局面

指日可待。至於到試場「以文字書寫」方式考核

視覺藝術評賞這項建議，除了會扭曲藝術教育的

本質意義外，亦無法反映學生真正的能力，請課

程決策者三思。

以任何形式（文字、圖片、錄音等）向考評

局提交一份評賞報告；或

考生帶同他們的資料搜集冊，接受考評局安

排的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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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後再閱讀2005年初寫的這篇文章，真的有點感慨！感慨之處是紙筆考試「真的」能

反映藝術教育的本質與價值嗎？香港文憑試已實施了五年，相信業界都清楚知道答案是

否定的！

還記得在2004年新高中頒發第一份視覺藝術科諮詢文件時，筆者已發現到試場考核高中

生的藝術評賞能力是不可行的，正如文中所指：「筆者會疑惑學生有機會進行資料搜集

嗎？以傳統的考試模式，要求學生到試場去以數小時來考核視覺藝術評賞，可以反映學

生真正的評賞能力嗎？……沒有理由要求學生以文字為中介來評核他們的視覺藝術科水

平。」

相信大家亦能回答當年筆者提出的以下問題：「要是未來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校外評核

真的採用『以文字書寫對視覺藝術作品的評賞』，大家可以想像新高中的視藝科教學會

變成怎樣？學生會如何面對這種以文字為中介的考試模式？」

參考資料

1.
2.

外芳：〈藝術教育的私房菜與攻防賽〉，《明報》。 2004年11月16日。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評局：〈新高中課程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議──視覺藝術〉，《新高中課程核心及選修科目架構建
議──視覺藝術》（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評局，2004）。頁29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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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在中學至大學都有修讀藝術史，因此非常認同藝術評賞在本科的重要性。對

於中學生而言，藝術評賞可以拓展他們的藝術視野和提升他們的創作深度，只是不敢苟

同藝術評賞被演繹為文字藝評，而且在沒有任何藝術家或藝術創作情境等資料下要求學

生進行所謂的「藝術評賞」，實在有點荒謬！

在接觸前線教學中，讓我發現新高中的視藝教學生態受到筆試的影響，變成沒有意義的

「文字填充」活動。我不禁要再問：「這種紙筆考試模式能反映藝術教育的本質和價值

嗎？能評估學生真正的藝術評賞能力嗎？」。

筆者仍然「相信沒有人想看到這種扭曲的結果」。然而，扭曲的高中課程及考試已經出

現，並令到中學的師生都感到迷失或身心俱疲。我們能做些甚麼以挽救這死氣沉沉的局

面嗎？教育當局實在責無旁貸，宜認真面對中學生的能力和需要，以修訂高中的視藝課

程，實在不宜混淆中學與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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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關注教師的疑慮

由考評局推動的考試改革是否一帆風順？其實不

完全是。在考評局每年一度為高中視覺藝術科教

師舉辦的研討會上，雖然很少聽到教師質疑考試

改革的理念、校本評核的佔分比例，或作品集評

分紙上的評核準則；但卻經常聽到教師質疑作品

集為甚麼要有頁數限制，或考評局如何在教師評

核的分數上作出加分或減分的調整決定。教師關

心學生的高考成績完全可以理解，考評局亦有必

要澄清教師的疑惑，因為這是一項直接影響學校

聲譽及學生升學的「高風險」（high stakes）

考試改革。不過，從研討會對作品集頁數的答問

內容，可見教師與考評局所言的「作品集」並非

站在同一定義作對話，以致出現各不理解或各

自表述的現象。至於要解開教師對分數調整比例

的疑團，考評局除了要讓教師掌握以「視覺」作

評核的專業尺度外，亦要清楚說明如何應用調整

分數機制（以下簡稱「調分」）及統計方法調整

學校之間的評分差異。過去幾年，筆者有機會以

專家小組成員的身份參與校本評核的「調分」工

作，大致掌握以上兩個問題的關鍵所在。下文嘗

試以參與觀察者的角色，與大家分享我的觀察與

思考。

高中視藝科考試改革的風波
黃素蘭
2011年

考試改革理念獲教師認同

香港超過十年的教育改革終於走到尾聲，持分者

都關注第一屆新高中課程與考試改革的實施情

況。筆者過去曾經指出視覺藝術科應該是眾多

（要求實施校本評核）學科中過渡得最好的一

科，因為視藝科的考試改革早於在1999年由考

評局舉辦的教師研討會上提出討論。經過幾年蘊

釀，終於2005年正式實施作品集的校本評核。

這七年的改革期，筆者曾經多次到學校作課堂觀

察、訪問及進行抽樣調查，以了解教師及學生如

何看視覺藝術科的考試改革。研究發現絕大部

分教師及學生都認同是次改革。教師表示雖然

較過去操練兩張試卷的年代忙碌了很多，但看到

學生的學習表現，認同作品集確能拓展學生的學

習空間。學生亦表示以兩年時間在教師的指導下

完成作品集，「有機會做改良，較有保障」。

課堂觀察結果亦可看到學生多了分享、討論及

修訂作品的機會，呈現Boughton（2004a）與

Gardner（1989）所言的具生氣及活潑的藝術學

習情況，學生有機會去發展及建構自己的創作方

向，不再為應試而操練歷屆試題。看來是次的考

試改革能重現視覺藝術教育的本質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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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掌握以「視覺」作評核的方法

過去的「調分」工作，考評局都是邀請大專院校

的學者參與。每位學生的作品集最少經過學校教

師及校外兩位調分審核員（moderator）分別評

分，然後應用電腦進行分析比較，以獲得分數調

整的數據。這種「調分」機制如果以專業精神去

運作的話，原則上是客觀合理的。正如香港中學

會考視覺藝術科都是以專業評卷方式評定考生

的成績。不同的是，前線教師有機會參與評卷

前的會議，了解評分及「調分」方法及各題的評

分準則後，會嘗試為展出的樣本考卷作評分；

然後等候考評局的職員計算平均分及按樣本的

得分高低重整排列次序後，由試卷主席（chief 

examiner）帶領教師作專業討論，目的是讓教

師以「視覺」去判斷考卷的排列次序是否能恰當

地反映考生的答題及視藝表現能力。在獲得共識

後，教師才開始獨立的評卷工作，以「視覺」去

衡量考生的視藝水平。每份考卷會經過兩位教師

分別評分。如果評分呈現一定差異，便會由調分

審核員或試卷主席作出最後判斷。由於整個評分

過程教師都參與其中，較容易體會視覺藝術科講

求的專業評卷精神，多年來亦獲得教師認同。

反觀校本評核的情況，由於作品集牽涉較複雜的

問題，例如：無可避免地會展示考生資料或樣貌

等，過去幾年都沒有教師參與集體評分工作，以

調整學校與學校之間的評分差異，自然沒有機

會看到其他學校考生的水平及參與評分的專業討

論，於是無從掌握一個適用的評核準繩。曾經有

教師在研討會後與筆者分享說，她以為根據考評

局每年為學校提供的「調分」結果便可以揣摩來

年的校本評分應該放寬一點還是收緊一點；然

而，幾年下來都未能捉摸給學校的「調分」趨

勢。將心比己，筆者能體會教師的沮喪及困擾。

考評局宜設法解開教師的疑團，否則會令教師產

生負面情緒。

要是考評局能夠投放多一點資源，為教師提供試

評（trial marking）作品集的機會，相信問題可

能得到逐步改善。終於在2009年，考評局表示

可以舉行校本評核的模擬評卷研討會。雖然參與

試評的教師人數很多，又未有符合新高中要求的

作品集；但可以讓教師嘗試以調分審核員的角色

去為作品集評分，已經是一大進步。考評局邀請

開設視藝科預科課程的學校提供預試（pilot）樣

本，然後在研討會上讓教師根據評分紙上的評分

準則各自評分，然後即時統計在場教師的評分結

果，讓大家觀察最多教師認同的分數座落點。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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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發現教師的評分呈現顯著的共同趨勢，亦與專

家小組在研討會前所作的評核結果非常接近，反

映視藝科教師具有以「視覺」去判斷作品水平的

專業能力；但如果與原校教師的評分作比較，則

明顯可見校本評核的結果都是較高的。

從這兩年的試評活動，筆者相信能為教師逐步揭

開「調分」的神秘面紗，並能以「視覺」去掌握

文字無法描述的視藝表現質素，同時還可以讓教

師感受及比較兩種不同角色下（調分審核員或學

校教師）的評分心理反應，好讓教師逐步實施校

本評核的專業精神。今年，考評局進一步為全港

開設高中視藝科的學校建立了十七區的校本評核

分享平台，並於每區邀請了一位統籌教師負責組

織作品集的試評與分享會議。筆者非常認同這項

促進學校交流及教師專業發展的政策，因為可以

補充每年一次的教師研討會人數過多的問題，讓

教師有充裕時間對同區學校的作品集作仔細觀察

及討論，此舉有助教師掌握學生應有的水平及解

決不知如何評分的憂慮。

作品集的定義及頁數的爭議

至於作品集的頁數爭議，筆者認為必須先釐

清大家所言的作品集是否具有相同含義，才

能令大家站在同一對話線上作討論。「作品

集」（portfolio）一詞最早應用於視覺藝術界

（Boughton，2004b）。是指一個便於攜帶

（portable），以系統方法存放個人資料的

匣子（case，亦稱為folio），例如攝影集或

繪畫集（Dorn，Madeja & Sabol，2004）。

隨著「真實評估」（authentic assessment）

的概念提出，作品集的含義出現了不同的演

繹。Gardner（1989）為免大家誤會portfolio在

他推動的「藝術推進計劃」（Arts Propel）的含

義，曾經自創processfolio一詞（本文譯作「學

習歷程檔案」），以分辨課堂建構的portfolio

與傳統用來升學或就業面試所整理的portfolio是

完全不同的。Gardner（1989）強調「學習歷程

檔案」反映的是學生的「作業進展」（works in 

progress），內容應該非常豐富，當中可包括學

生的創作理念、搜集的資料、圖片、繪畫的草

圖、技巧與物料的探索、創作初稿、討論後的反

思與修訂等資料，不可能有頁數限制。正因為如

此，唯有學校教師最清楚學生的表現，並能夠在

整個學習期間，持續地為學生的表現提供一個較

全面的陳示（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07）。「學習歷程檔案」便順理成章地

與校本評核拉上關係，教師自然地成為「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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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評核員。

至於考評局提出的限頁「作品集」，筆者會

把它理解為經過系統整理，能以簡潔方法表

現個人的創作意念、能力及成果的作品結集

（Gardner，1989）。縱然「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of learning）觀念已經隨著世界性

的教育改革，被演繹為應該與學習緊扣的「促進

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甚至

是「學習即評估」（assessment as learning）

（Earl，2003）等理論；但公開評核的目的仍然

離不開「頒發證書和遴選方面的公用角色」（課

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頁

41）。因此，以調整分數為目的的「作品集」

便要考慮公平與可評的問題。大家試想，要是沒

有頁數上限的規定，學校提交的作品集會出現甚

麼現象？

一個記憶猶新的例子是：不知為何，某些學校把

高級程度會考提交的作品集會誤傳為越多及越大

越好，於是逐年出現「大製作」。三兩年後，有

學校更演繹「一件」作品為「一系列」作品，結

果15分鐘的面試時間浪費在拆作品的包裝上，

根本無法審核考生的表現。教師這樣的演繹難免

為自己及考生增加考試壓力，對任何一方都沒有

好處。如果面試小組接納這間學校的演繹方法，

額外再為考生提供15分鐘面試時間，對其他考

生公平嗎？如果考評局當時不堅決制止這種扭曲

現象，會出現甚麼問題？越多越好的消息肯定會

被誤傳！同樣道理，要是考評局沒有說明用作調

分的「作品集」的份量，屆時除了出現越多越好

的演繹外，最大的難題是可評性的問題。高級程

度會考還可以透過面試去理解考生的創作意念、

歷程與創作成果；要是新高中考試只能在有限的

時間評審考生提交的厚厚的「學習歷程檔案」，

筆者實在懷疑其可行性，隨之影響的是「調分」

的可信性及有效性。

為何不准整理「作品集」

校本評核推行初期，面對新的考試要求，視藝

科教師確實面對很大壓力，大家都是摸著石頭

過河，各師各法。經過幾年的實施及修正，不難

看到操練考卷的年代逐漸過去（不知是好是壞，

教師表示沒有時間操練另一張同樣佔50%的到

試場應考的項目），視藝科的學習空間明顯擴大

了很多，任何創作媒介及媒體都可以在作品集中

看到。從學生的學習及視藝科的發展角度而言，

這是一件好事。筆者曾經訪問十多間學校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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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他們表示有機會學習攝影、時裝、漫畫、社

區議題創作、音樂錄像創作等範疇感到高興，認

為有助他們投入學習，亦反映視藝科教師積極進

取的態度，為提升個人專業而不斷努力，亦是本

科得以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因此筆者才會認為本

科將會是新高中過渡得最好的一科。

不知何解，教育局參與新高中的校本評核後，會

出現要不就提交整份「學習歷程檔案」；要不就

不准整理「作品集」，只可從「學習歷程檔案」

中影印考評局要求的頁數的意見。相信前線教

師面對第一屆新高中的交分日期迫在眉睫，對於

「不准整理」只可影印的感受一定較筆者來得深

刻！

去年底考評局召開了第一屆「校本評核監督及分

區統籌員」會議，席上除了兩位校本評核監督和

十多位分區統籌教師外，還有考評局及教育局代

表。考評局簡介校本評核監督及分區統籌員的成

立目的及職能後，便把時間交給大家討論或提

問。會議上，筆者觀察到各分區統籌教師都關注

那份「不准整理」，只能從「學習歷程檔案」中

影印出來的指定頁數的作品集是否能有效地展示

學生的能力，調分審核員又是否能夠從影印出來

的學習片段作出合理的「調分」判斷。考評局及

教育局代表都在互相觀望，然後看著校本評核監

督，似乎在等待他們回答。作為監督的一員，我

非常認同教師的疑問，亦認為經過整理與未經整

理的作品集對調分審核員理解考生的視藝能力是

有分別的，於是以個人的專業觀點及信念回應

說：作品集是考生向外展示個人視藝能力的結

集，如果考生能在指定的交分日期前作出整理，

我看不到有何不妥。當時話還未說完，已經遭到

在場的教育局代表制止，並指出已經定案的決策

不應重提。

然而，分區統籌教師仍然釘著這個「不准整理」

的問題提出不同的可能性，例如：在學習過程

中，學生搜集了很多資料，然後經過整理後才

貼在「學習歷程檔案」上又是否批准？兩局代表

又在觀望，筆者唯有再本著個人對教育的信念指

出：「學習歷程檔案」的建構原則上是牽涉有機

的師生及學生的互動過程，教師如果定時要求學

生匯報某階段的發展成果，學生為該階段作出資

料整理及匯報有何不可？

要是課程改革的宗旨真的是「學會學習」，筆者

認為舉凡能令學生學會篩選、學會整理、學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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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學會分享的活動都值得提供，為何不可？

「不准整理」限頁的作品集真的能反映學生的

能力嗎？筆者非常存疑。以下兩個經驗可以說明

筆者為何要支持經過整理的「作品集」，而不認

同提交整份「學習歷程檔案」。

實例一：

近年的大學聯合招生，總有考生攜帶厚厚的「學

習歷程檔案」，以為面試小組能夠發現他們的創

意發生在學習歷程中的那個關鍵位置。坦白說，

面試時間永遠是一個很現實的限制，我們根本沒

有時間仔細聆聽或閱讀厚厚的「學習歷程檔案」

中豐富的故事。反而，那些攜帶經篩選的「作品

集」的考生，較容易令面試者掌握他們的創意及

視藝表現力；偶然亦會看到頗具專業的「作品

集」，為我們帶來深刻印象。

實例二：

早期的高級程度會考，只有一兩間學校的視藝科

教師認為面試技巧也是學習的一部分，因此會為

學生提供作品分享機會，指導學生如何在有限時

間內盡量展示個人在視藝科的能力。從教育而

言，看到教師有如此自發的表現及專業判斷，令

學生的學習更全面，我們應該鼓勵及推廣，令更

多學校掌握整理及表達的方法，為何要制止這些

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高中考生如果能夠掌握以精簡吸引的方法展示

自己的「作品集」，以表現自己在視藝方面的

能力可算是重要的學習環節，亦說明「作品

集」較「學習歷程檔案」容易讓評核人員判斷

考生的創作意念與視藝表達能力。無論從具體操

作或從學理而言，筆者真的不明白為何「不准整

理」？結果在一次坊間舉辦的視藝活動後，與幾

位教師的閒談才令筆者恍然大悟。教師氣憤的

說：「教育局為何因為少數學校只做考評局要求

提交的頁數，而懲罰全港中學」！加上近日輿論

報導說：教育局不滿考評局要求的頁數及藝術評

賞的內容不夠多，因此要監管由考評局負責的

考評。要是這都是引起風波的背後原因而硬要

把「真實評估」所言的不應限頁的「學習歷程檔

案」與用作「調分」的「作品集」混為一談，這

只能相信課程決策者有心製造的考評風波了。

值得決策者反思的問題

視覺藝術科實施的校本評核，原本是走在新高中

課程與考試改革的前面。作品集能夠繼續成為新

高中視覺藝術科的評核模式，亦有賴學校及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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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教師的支持，令作品集成為首個華人地區

能夠在公開考試實施「真實評估」的理想，作

為兩岸四地視藝教育的典範。過去幾年，香港高

中視覺藝術科在學與教方面確實呈現明顯的變

化，令學生的學習空間得以擴展。相信關心視覺

藝術教育的同工都應該感到高興，並有理由相信

視藝科在眾多學科中是最容易過渡到新高中的一

科。怎料課程改革的政治因素蓋過一切（Apple, 

1979; Pinar, etal., 1995），苦了前線教師，亦

害了學生及視藝科在學校的發展。值得嗎？

從「校本評核監督及分區統籌員」會議上，不

難看到前線教師關注的問題，以及教育局與考

評局的張力。筆者發現考評局過去的專業形象及

獨立角色，在新高中的課程與考試改革的過程中

似乎逐步被矮化，看來課程決策者已經成功掌控

了考評。但充滿疑問的決策，能夠控制教師的思

維，令他們順從由上而下的決策嗎？如果能夠成

功，就不會出現1990年代的第二波教育改革思

潮（O’Banion, 1997）；當時學者們提出教育

改革應該要以學習者的「學習為先」（placing 

learning first），並強調教師專業發展及由下而

上的改革觀念。要成功推行改革，實在不能忽略

教師因素，因為教師才是實施改革的最前線人員

（Waugh & Punch, 1987; Fullan, 1988, 1993; 

Fullan, etal.,2006）。筆者疑惑以控制為手段的

改革是否會成功，請課程決策者懸崖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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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視藝科課程改革初期的理念廣為師生認同，作品集的校本評核於2005年開始推

行，筆者認為是次改革能重現視藝教育的本質。但課程與考評改革的發展並不完全順

利，考改檢討過程中發現課程壓力極大，經業界強烈反映和要求後，校本評核由原繳交

兩本研究工作簿共6份創作作品於2014年減至提交作品集1份及藝術作品創作或評賞研究

共4份。

有關課程考評改革十年以來，風波一浪接一浪，2015年考評局因指有考生疑似抄襲而欲

強行修訂考試規則，後經各界強烈反對，最終擱置有關修訂。另亦爆出考評委員制度出

現漏洞問題。近年視藝科似有走回頭路，報考和修讀此科學生每年遞減；開辦視藝科的

學校也越來越少。當權者高高在上，又未能接納業界意見和正視問題，視藝科終會步向

殺科之路。

吳崇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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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賞、考生需以文字方式就兩件藝術作品作

出回應；第二部份，考生需創作一件藝術作品，

並寫下不少於50字的創作自白；而第三部份則

為校本評核，包括校內藝術創作及相關的藝術評

論與研習過程的研究工作簿。這部份由校內教師

評核後，再把學生成績送交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作

出分數調適（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07）。上述三個部份均要求學生作出藝

術評論，在此背景下，藝術評論的重要性大為增

加。儘管視覺藝術科教師逐漸投入更多時間於藝

術評論的教學，「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卻令教師

對如何教藝術評論以及如何評核藝術評論感到憂

心。其中教師最為關心的地方，乃學生需把藝術

創作連繫到藝術評論，以及學生在評論時所反映

出學生本身的語言能力問題（黃素蘭，2005）。

事實上，在英國自興起於1980年代的「批評與

脈絡學習」（Critical and Contextual Studies）

（羅美蘭，2007）與1986年推出的「中學證書

考試（GCSE）」以來，學者們也曾對此議題作

出類似的關注。英國的「中學證書考試」涵蓋

三個同等比重、相關而又獨立的範疇，包括：

概念的範疇（Conceptual Domain），即創作

構思的形成與發展；製作的範疇（Productive 

高中生在考試情境下的藝術評論模式
譚祥安  
劉仲嚴
2010年  

一、研究背景

香港教育在1990年晚期開始經歷課程及考試改

革的浪潮。在芸芸改革當中，其中最重要的一

項為公開考試評估方法和模式的轉變（Poon & 

Wong，2008）。香港高中公開考試始於1954

年英國殖民時期，當時所有修畢香港中學五年級

的學生（約17歲，等同台灣高二程度），均須

參加「香港中學考試」；而自1992年開始，修

畢中學七年級的學生（約19歲，等同台灣高三

再加一年的程度），則須參加「香港高級程度考

試」（吳香生，2000）。換言之，高中畢業生

在完成高中教育前需參加這兩個考試。然而，在

新高中課程的改革下，香港中學學制改為「三、

三、四」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和四年大

學，而上述兩個考試亦將於2012年被「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全面取代，學生就讀中學的年數也

由五年或七年，一律改為六年。明顯地，中學和

大學的學制，由過往殖民時期的英式學制轉變為

美式學制，而這種在香港回歸中國後的新學制，

相信更能與中國大陸學制互相接軌。

在新高中學制下，藝術評論是「香港中學文憑」

視覺藝術科考試的重要元素。新的考試包含三

個部份，首和次部份為公開考試：第一部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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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即選擇與運用藝術媒材的能力；以

及批評與脈絡的範疇（Critical and Contextual 

Domain），即對自己與他人作品意念的漸次關

注與認識。Mason & Steers（2006）指出一般

英國學生的學習似乎是「描述與非脈絡學習」多

於「批評與脈絡學習」。學生的所謂獨立研習，

通常只展示出狹隘的焦點、抄襲及不同風格的拼

湊。他們認為在考試中有關批評研習的評核需要

有更清晰的理念與評估原則；而這些理念與原則

應建基於一個對藝術內容與文化傳承有較為一致

性的看法、合理的研究及結果、真正具批判性的

思考與反應，以及充份的討論。

藝術評論在實際的教學情境中亦會面對多種

挑戰。Addison與Burgess（2003）在論及

準教師到中學實習時，經常與學校的常規教

學產生矛盾，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在推行「批

評與脈絡學習」。他們發現學校仍然以現代

主義（modernism）所推崇的形式主義美學

（formalistic aesthetics）結構課程和作為施教方

針 ， 將 創 作 活 動 淩 駕 於 論 述 及 評 賞 活

動。Addison與Burgess認為批評研習是一個互

動過程，當中實應涵蓋創作與理解、製作與評

賞；它們有著共生的關係，而這關係正正能讓學

生找出藝術的意義所在。Hickman（2005）在

回顧英國五十年來美術與設計教育的歷史發展

時，卻有不同的觀察。他指出，在引入「批評與

脈絡學習」初期，有學者認為藝術是屬於感性、

表現性與想像性的範疇，增加太多知性層面的評

核，只會削弱其本科特色。但隨著藝術與藝術教

育觀念的改變，以及在美國推行的「學科本位藝

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的

肯定，批評學習己成為英國藝術教育重要的一

環。Hickman指出近期更有學者提出將「批評與

脈絡學習」看成一個獨立的學科，而毋需服膺於

批評學習只是引發藝術創作的一種手段。

相較於藝術欣賞，藝術評論的教學在香港教育情

境下是一嶄新的概念。然而，藝術評論的教學

已於多年前在國外以多樣化的方式發展。以美

國為例，1960及1970年代不同的藝術評論模式

（art criticism models）漸次在藝術教育文獻裡

出現（Geahigan，2002）。特別是受到蓋提中

心（The Getty Center）的影響，藝術評論更在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成為「學科本位藝術教

育」其中一個重要的構成元素（Dobbs，1998；

Smith，1989）。香港的學校跟隨西方藝術評賞

教學的發展前進，藝術評論模式在教學中被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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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有關藝術評論的步驟與過程的論述，一

般常見於Broudy（1987）、Feldman（1992）

和Anderson（1995，1997）所提出的評論模

式，事實上這些模式在《香港視覺藝術科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三）》裡被引用為教師參考（課程

發展議會，2003），而Feldman（1994）的《實

用的藝術評論》（Practical Art Criticism）也被

列為參考書目之一。縱使學者們對使用藝術評論

模式的教學成效仍存有爭論（Geahigan，1999；

Gooding-Brown，2000），這些模式仍被香

港教師廣泛使用，其中尤以Feldman的描述

（description）、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

詮釋（interpretation）及評價（evaluation）這

四個步驟最為普遍。

Feldman（1992）認為藝術批評的主要目的，

在於了解藝術作品的意義及其優劣，並由此獲得

知性的滿足。藝術批評是一個循序漸進，由感

性到理性，由直接到間接，體察作品的過程。

對Feldman而言，描述是觀者客觀地陳述作品表

面直接可見的視覺現象。形式分析是觀者根據所

描述事物的視覺元素，分析它們之間的關係，當

中包括了各項元素的獨立運用，部份與部份的關

係，以及部分與整體之間的組織原理。解釋是觀

者針對作品的表現特質，推想其所蘊含的意義，

亦即探討藝術家透過作品所欲表達的觀念，情

感，氣氛或推測藝術作品隱含的信息、意義等。

評價是觀者應用前三個步驟所取得的識見與感

覺，對作品的優劣及價值做一個整體綜合的個人

判斷，並為此判斷提供適當的理據。 

Feldman的評論模式，在藝術批評學科的領

域裡，廣達三十年之久，影響所及，不少學

者提出的批評模式，均見其影子，包括Ralph 

A. Smith、 Gene Mittler、 Jim Cromer、Tom 

Anderson等。藝術批評的結構性，系統性與層

遞性是批評模式的特質，但很多時候欣賞與批評

是一個有機、隨意與躍動的過程。在描述作品時

無可避免會加入個人詮釋的元素，在判斷時也會

有分析的成份，而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學生，也可

能會偏重於某一層次的評論模式。實際上，不同

的藝術批評模式在很多地方都有重疊，教師最重

要的是讓學生嘗試從不同角度探索藝術品，將詮

釋建基於觀察與分析，而不需拘泥於選定那種藝

術批評模式作教學之用。

在香港的新高中視覺藝術課程和考試下，藝術評

賞並沒有指定的範圍，即任何地域、國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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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風格、派別和技巧等都有可能納入課程和考

試範圍。根據「香港中學文憑」視覺藝術科考試

指引（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評核學生

的重點在作品比較、分析及意義的詮釋，並無標

準答案，評分重點在於考生能否達致：（1）細

緻與準確的描述；（2）合理的分析；及（3）

多角度與深層次的詮釋。基於此，評核的焦點在

於學生評論作品時能否運用上述能力以及其學習

上的遷移能力，而非某一特定的風格、流派或作

品本身。

回到香港學校現實情況，語文科成績稍遜的學生

時被安排就讀視覺藝術科的情況甚為普遍。故

此，一般教師擔心考核藝術評論將削弱學生在

公開考試的表現。有些教師甚至相信以藝術評

論的方式來考核學生等同考核學生的語言能力

（黃素蘭，2007）。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

頁的統計數字顯示（HKEAA，2010），自1998

至2009年間，全港報考視覺藝術科的每年平均

人數為6,242人。雖然現時談論新考試模式對

2012年考生可能帶來的影響仍言之尚早，但肯

定的是該模式勢必對龐大考生和教師在準備藝術

評論學習上有所影響。對教師而言，他們需要在

教學上增加學生藝術評論的訓練；對學生而言，

則要儘早適應和熟習運用語言文字來評論藝術作

品，並且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增進對藝評的理解

和能力。

二、研究目的與意義

基於上述的教育改革背景，在香港視覺藝術科課

程及考試引入藝術評論，業已成為一個重大議

題。然而，文獻卻鮮有提出對高中生在考試情境

下的藝術評論作相關的研究，更遑論在本土特殊

情境下新評核方式所帶來的影響。故此，本研究

旨在檢視高中生在考試情境下，瞭解他們以語言

文字的方式來回應藝術作品的模式。本文以在先

導考試中獲取高成績與低成績的學生為主軸，研

究的核心問題包括理解學生：（1）在考試情境

中，如何以語言文字來建構藝術評論；（2）藝

術評論的方法及表現；及（3）學習藝術評論的

經驗。

「香港中學文憑」視覺藝術科考試將於2012年

舉行，故此研究本身具多重意義：除了可揭示學

生藝術評論的表視及建構模式外，對視覺藝術

科考試的出題形式、考評重點，以及評核方向而

言，亦提出了一種從參與考試學生的角度作出實

質檢視，進而對未來視覺藝術科考試的擬定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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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起著重要的啓示作用。此外，研究成果亦可供

教育和考試單位作參考，指出考試制度和實際評

核之間的問題和情况，對考試政策、教學和評核

方式作出補充。研究不但讓研究藝術評論的學者

對該議題產生重視，對教師而言，是項研究可為

視覺藝術欣賞和批評教學提供實質的建議，尤其

在新高中及本地的教育背景中，作為改良教學之

用。研究結果還可以轉化至其他教學和學習情況

類似的背景。長遠而言，本研究將對美學學科知

識的發展作出貢獻，包括對藝術欣賞和批評本質

的論述。

三、研究方法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2007年6月至7月期間舉辦

一項名為「中學教育文憑視覺藝術科先導模擬

考試」計劃，該模擬考試的程序、試題模式、

分數比例和評分標準，均依照香港「中學教育

文憑」視覺藝術科考試的要求而設計。參與的

學生計有95名，就讀中學六年級（即台灣的高

三），年齡平均為18歲，來自17所中學，他們

需在各自學校參加由原校視覺藝術科教師監考

的模擬考試。

模擬考試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藝術評賞，第

二部份為藝術創作，分別各佔20%及80%。第一

部份考卷設有五題，每題均有兩幅藝術作品的複

製圖片，學生只需選擇一題以文字方式回答。考

試時間為45分鐘，答題字數不限。學生需就兩

件作品的相同和差異作出比較和分析。第二部份

考試時間為3小時15分鐘。考生根據主題，創作

一幅平面作品。考試完畢後，教師把考卷全數呈

交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由本研究的研究者進行評

分。基於本研究焦點為藝術評論而非藝術創作，

故將重點放在第一部份的考卷分析。研究工具部

份，以「中學教育文憑」視覺藝術科先導模擬考

試的試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所釐定的評分準則

及等級描述，以及半結構式的晤談問題為主。

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全數95名

（N=95）參與模擬考試的學生為對象，對其一

般答題表現、分數成績和答題字數等作出概括性

的描述與分析。第二階段從已評分的學生考卷

中，分別抽取6名（n=6）獲取超過75分以上屬

高分級別的學生，以及6名（n=6）獲取低於45

分以下屬低分級別的學生共12人（n=12），對

其考卷作出分類、比較和分析，指出高分級別和

低分級別的學生在答題表現及評論策略上的差

異。第三階段則採用個別晤談方式，探索所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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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名學生建構藝術評論的方法、學習和與語

言文字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本研究採用Denzin

與Lincoln（2003）的三角檢測方法，以確保研

究工具和結果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的兩位研究

者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合作發展和擬定考題，同

時亦擔任模擬考試的評核者和研究者的多重角

色，他們有任教於大學視覺藝術教育專業領域超

過十年的經驗，亦有擔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視覺

藝術科首席考官和擬題員的經驗，對考試和視覺

藝術教育有深入認識，研究者一旦進入研究場

域，將嚴格遵照下列三個研究階段的機制進行資

料蒐集。

第一階段的研究是對所有考卷作出評分。評分

機制方面，研究者採用各自獨立評分的方法

（blind marking），評分範圍為0至100分。評

分準則包括一般評分準則與個別題目評分準

則。研究者亦會以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釐定的「等

級描述」作為參考，並將五個等級轉換為五個分

數範圍，對考卷逐一評分。若兩者評分分數差異

達15分時，將交由第三位資深評分員作最後評

分。上述的評分機制亦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所沿

用。最後，研究者將所有分數再三確認，依照分

數高低分為高、中、低三個等級，而本研究將集

中討論高和低兩個級別。

進入研究的第二階段，研究者對所選取的12份

考卷進行仔細審閱、分析和編碼。研究者檢視不

同的藝術評論理論與模式，認為費德爾曼所提出

的描述、分析、詮釋與評價是藝術評論的基本元

素，也是藝術評論文章必然涵蓋的部份。惟對這

四個元素的比例、多寡或組合卻末有既定的看

法。另一原因採用上述的編碼分析，是基於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以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共同編定的

《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均

以「表象描述、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

釋、價值判斷」（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07：12-13頁）作為教學及評核的依

歸。編碼旨在用較客觀的方法界定學生藝術評論

的表現與程度，特別是藉此瞭解學生對四個藝術

評論元素回應的強與弱。兩位研究者對考卷各自

進行編碼，然後互相核對編碼的結果。如遇分

歧，則以協商的方式達致共識。編碼的代號為

（D）描述；（A）分析；（I）詮釋；（E）評

價以及（U）難以界定。以下為編碼例子：

圖（一）中可見畫的中上方置有一個近乎圓

的大虛心紅點，四周圍有以點組成的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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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研究為訪談之執行。兩位研究者與每位

學生於原校進行約一小時的獨立晤談，晤談之中

學生會被要求：（1）閱讀他們在模擬考試中完

成的考卷；（2）針對考卷的藝術評論作反思，

並描述其作答過程；（3）陳述他們在模擬考試

中對藝術作品評論的表現與相關學習經驗；及

（4）陳述他們學習藝術評論的經驗。在晤談過

程中，學生回應有關評論的建構方法、語言文字

技巧的應用、藝術歷史情境知識，以及藝術評論

的學習情況等問題。晤談以半結構式的問題為

主。

本研究範圍與限制分別為：（一）參與模擬考試

的學生人數為95，而全港2007年包括「香港中

學考試」與「香港高級程度考試」的視覺藝術科

考生人數為6,304（HKEAA，2010），故研究

不能以量化作為基礎推算；（二）參與學校之代

表性：參與學校於2007年均為有開辦中學六年

級或七年級視覺藝術科之學校，與一般只開辦中

學五年級的學校或有分別，而兩者的比例約為

1：15（無確實統計數字，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視覺藝術科考試經理作出估計）；（三）學生的

視覺藝術學習背景：參與真正的「中學教育文

憑」視覺藝術科考試，考生會接受三年的新高中

課程；雖然參與模擬考試的學生曾同樣接受三年

的視覺藝術教育，但課程內容會有分別；（四）

考試進行的形式及場地：真正的考試場地一般不

會在考生的學校進行；及（五）學生考試的心

態：參與模擬考試學生的心態定必會與真正考試

有所差異。雖然本研究面對上述限制，但從試題

形式、評分標準與機制、安排與程序、考生背景

與經驗等已儘量貼近真實的情況，相信能確保研

究的信度和效度。

四、研究結果與發現

學生的整體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全數學生（N=95）在藝術評論的

平均分數為58分，最高為83分，最低為25分。

相對於藝術創作的平均分數（62分），學生在

藝術評論的部份得分略低，反映他們在以文字為

主的紙筆考試的表現，較已運作多年的創作考試

表現為弱。整體而言，學生的評論表現平均達到

基本水平。大多數學生能夠運用基本的藝術詞彙

（D），看似在草原樹林間烈日當空的感覺

去表現《仲夏》的主題（I）。我個人認為可

於紅點的地方添上一些黃橙色，使中間的焦

點—「紅圈」更突出及鮮明，色彩更豐富及

有層次感（A 與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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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描述作品，但只限於表象描述層面上，只有少

數學生能夠將作品連繫到意義詮釋之中。學生對

作品的分析，多為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的討論。

除此之外，亦有部份學生能對作品的社會文化

背景和意涵，作出推斷，並嘗試依此情境進行詮

釋，解讀作品。惟研究反映大部份學生把圖像元

素連結到情境資訊時感到困難。加之，一些學生

則未能對藝術作品作出判斷和評價。綜觀之，學

生所提出的觀點和判斷，反映其具備基本的視覺

藝術知識和素養，同時亦反映他們具備藝術批評

與邏輯思考等基本能力。但較為深層的分析與討

論，始終較為少見。

高分級別學生的表現

高分級別學生（n=6）的平均成績為79分。答題

顯示他們對視覺藝術科課程內容有較深入的理

解。他們能運用藝術知識和視覺資料作出合理而

周詳的分析和佐證，表現傑出。高分級別的學生

能從多元的角度分析和詮釋作品的情境和觀念。

此外，他們能從藝術作品裡尋找意念和資訊，作

出批判性的整合工作，帶出具邏輯性的推論。此

外，大部份高分級別的學生表示透過學校視覺藝

術科認識模擬試題的作品。他們所具備作品的相

關知識如歷史、背景、風格、媒介與技巧等，也

是從課堂裡學習而來。而一些學生則指出，他們

主要是透過互聯網或學生作品集作業的自我研習

來認識藝術作品。在選題方面，高分級別學生傾

向選取他們較為有興趣的，以及認為能表達更多

意念的藝術作品來作答。他們亦傾向選擇一些作

品有明顯相同或差異的題目作答，而對作品是否

有足夠認識往往成為高分級別學生選題的最主要

考量。

從藝術評論的建構而言，高分級別學生通常會以

一般性的描述作為評論的開端，進而對作品的內

容、風格、意念和表現進行分析。最後，他們會

比較兩件作品的異同、討論作品的意義，並談論

他們對此的感受和看法。研究同時發現一些高分

級別的學生會發展出自己獨有的答題模式，另一

些學生則從別的科目如中國歷史、中國語文及文

化，以及通識科所學習得來的答題方法，應用在

藝術評論的答題裡。大部份高分級別的學生對其

答案感到滿意，甚少覺得困難，他們同時顯示對

藝術評論的主要元素，即描述、分析、詮釋與評

價具備良好認知。

低分級別學生的表現

低分級別學生（n=6）的平均成績為45分。研究



89

視
藝
教
育
在
前
綫

顯示低分級別的學生在藝術評論裡展現出極為有

限的藝術知識，並對視覺藝術科課程的理解不

足。答題的組織較為凌亂，只生硬地堆砌資料，

亦欠個人見解。他們往往只從單一角度來描述、

分析作品，只選取一些基本資料和想法，作出

初步的整合和有限的結論。與高分級別的學生不

同，大部份低分級別的學生並無看過模擬考試的

作品。對於看過作品的學生來說，學習主要是經

由學校教師的介紹來獲取相關知識。與高分級別

的學生雷同，低分級別的學生同樣傾向選取有明

顯差異或他們較為熟悉的作品作答。此外，與高

分級別的學生相同，低分級別的學生透過自己獨

特的答題方式或在別的科目所學習到的答題方

法，應用在藝術評論上。低分級別的學生尤其對

探討作品的意義感到困難，而對於運用適當的語

言文字來評論藝術則同樣顯示一定的困難度。

五、分析與討論

在答題字數的分析上，高分級別的學生與低分級

別的學生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在全數95份考卷

裡，答題平均字數為678字，而高分與低分級別

學生的平均字數分別為844和367字。由字數的

多寡，或可窺見較短的文章比較長的文章更難於

表現完整的意念和展開論述。更重要的是在答題

的質量上，兩個級別的學生亦有顯著差異，特別

是在描述和詮釋的素質、內容涵蓋的面向、討論

焦點，以及所反映的藝術認知程度上。以下針對

高分級別與低分級別學生在模擬考試的答題表現

進行比較和分析。下文所示為學生答題原文。原

文中的錯別字於[ ]號內作出改正，文字和標點符

號則無更動，代碼「高」和「低」分別代表高分

級別和低分級別的學生，數字則為學生的代號。

1. 形式分析與情境分析模式

高分級別的學生針對藝術作品的視覺元素、組織

原理和情境關聯上展示出良好的描述能力。下列

為兩個例子：

聖母的神情慈祥悲傷，正為被從十字架上御

[卸]下的基督耶穌默哀，表現得非常傷心沉

痛，但在當中也流露了母親對兒子的那份慈

愛憐恤……作品[《聖殤》]創作年份在於歐洲

文藝復興時期，此時期藝術以人文思想為軸

心，所以可以窺見作者表達母愛與宗教融於

一身的作風，是人文思想追求的最好證明。

（高53）

兩件作品[《奧林匹亞》及《我喜歡黑色臉孔

的奧林匹亞》]十分類似，因為事實上新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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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低分級別的學生少有分析藝術作品或

對作品的情境作出詮釋，特別是在聯繫到社會文

化和有關美學方面。一位低分級別的學生作出如

此評論：

在晤談當中，大部份低分級別的學生承認不曾

看過模擬試卷裡的作品，由此可解釋為何低分

級別的學生把藝術評論的焦點只放在作品的形式

分析上，而他們更傾向以審美掃描（aesthetic 

scanning）的方式針對作品作出形式分析。針

對這現象的另一解釋為某些學生一向習慣於從形

[評論《奧林匹亞》及《我喜歡黑色臉孔的

奧林匹亞》]里弗[斯]把圖7中「白」的轉為

「黑」，「黑」的轉為「白」。而里弗[斯]的

《我喜歡黑面孔的奧林匹亞》則有2個奧林匹

亞，後面的為原圖《奧林匹亞》，而前面的

是轉換了顏色的奧林匹亞，在作品中可作比

較。（低93）

參考了很多舊作而完成的，故大致顏色和構

圖也十分類近……藝術創作的潮流，是承照

舊作的傳統，然後卻打破部分[份]東西，加入

時代元素，而這種參考舊大師作品然後創新

的製作方法，就充分表現了這種一直以來的

藝術潮流特色……（高76）

式角度來分析作品，而非從社會文化和歷史情境

角度來作出分析。高分級別與低分級別的學生同

樣提及他們透過視覺藝術課堂來學習藝術作品，

他們亦指出曾有評論藝術、在校外參觀展覽時討

論作品，以及完成藝術評論作業的經驗。兩個級

別的學生同樣有觀賞及評論的經驗，會否是學校

的教學方法和內容對學生的學習有所影響，因而

造成學生對藝術情境方面欠缺足夠的回應？

誠如晤談所示，有些學生相信從形式角度較情境

角度更易分析作品。他們認為在考試中運用形式

分析是一種獲取高分的有效方法；此一評論藝術

的觀念和方法可能是受到學校教育的影響。事實

上，從形式角度對藝術作品進行分析，在香港視

覺藝術科教師心中甚為普遍。這一現象還帶出了

一些值得關注的議題：某些中學教師可能因此只

著重視覺形式分析的教學而忽視了藝術情境因素

的考量。上述種種均顯示現代主義的形式主義美

學觀念在教師和學生心中根深柢固；而同樣的現

象亦可在日本的藝術欣賞教育上看到（Ishizaki 

& Wang，2003）。若要收到藝術批評的果效，

期望學生能掌握對藝術作品在形式及情境上的認

識，了解作品的意義，提出個人的論點，並能言

之成理，教師不可單以藝術批評模式作出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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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反之，可考慮將藝術批評視作一個探究

過程，將評賞的元素拆解，再視乎學生的年齡與

能力，將藝術探究滲透於課堂內外的學習。

2. 獨立與聯繫模式

除了考慮藝術作品的歷史或美學情境因素外，高

分級別的學生會把生活環境、個人經驗、知識與

情感與作品聯繫，而這種聯繫往往是根據其對作

品的仔細觀察而來。正如一位高分級別的學生作

出如此描述：

圖2 [《百老匯爵士樂》]中可見有不同大小

的方格，三原色—紅、藍、黃的方格互相連

組合。有規則，有韻律地構成了橫、縱線。

看起來就像從高處向下望城市的街道馬路

的情[境]，縱橫交錯。黃色的部份像馬路街

道，紅、藍的小方格像汽車，大的方格像高

樓，一個大都會繁榮的景象，就如現於眼

前。（高17）

相反，一位低分級別的學生卻以平鋪直敘的方式

作出下列描述：

圖9 [《香港紀行》] 裡，藝術家使用顏色和

墨在紙上記錄香港島的風景。他似是中國繪

畫風格。作品右方比左方有更多細節；這亦

是香港島的主要部份……在圖10 [《灣仔杜老

誌道》]裡，藝術家表現西方風格，並運用水

彩在紙上作畫。他並沒有畫出灣仔全景，只

集中繪畫一幢老舊的香港建築物。（低29）

在另一例子中，低分級別的學生只集中討論藝術

作品的社會和經濟情境議題，卻忽略將其聯繫到

作品的視覺形式：

從兩幅圖[《香港紀行》及《灣仔杜老誌道》]

中我們可得知香港於1988年至1998年間香港

的建築模式的轉變，還有香港的本土工業、

經濟的轉變。在1988年左右，香港的經濟仍

然以工業為主，當時的香港仍未發展金融貿

易行業，而市民亦大多居住在環境欠佳的唐

樓。而在1998年，可在圖9的作品中反映出當

時香港的狀況，經濟已經轉型，政府及發展

商均以商業大廈為首要建築，而且大廈的發

展樓層越來越高，看見的都是高聳入雲的高

樓大廈，矮小的已漸被淘汰。（低55）

Greene（2007：659）指出：「我們大部份人

都留意到意義的產生以及新經驗的形成是基於我

們對事物作出聯繫。」基於此，當我們觀看藝術

作品時，勾起我們聯結的反應乃自然之事。高分

級別和低分級別學生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前

者能參考作品的形式或表現作為聯繫，發展為

意義詮釋的基礎。高分級別的學生並非以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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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幅畫]都雖同樣以抽象的形式表現，但創作的

媒介及手法卻有所不同。圖（一）[《仲夏》]所

運用的媒介以一貫中國人用的物料—水墨及

紙本作畫，可達至有一種自然擴散的水墨效

果，用了朱砂及墨再以水的多少[小]作調配

色淺調子，並加以留白。而圖（二）[《百

老匯爵士樂》]則是以油彩及布本作畫，每

一方格的畫法都要下得準及細緻，因為油彩

沒有墨擴散的隨意效果。方格與方格間的距

離、大少[小]、高低，都是要精密細心計算

自由聯想的模式來回應作品，而是能根據作品

的視覺特質作出具邏輯性的詮釋。誠然，把所

見的藝術作品聯結到我們生活的世界以致創造

個人意義，乃藝術評論的一個重要層面和經驗

（Carroll，2002；Hughes，1993；Tam，

2006）。以繪畫為例，教師教學時除了對學生

提問畫中所見景物之外，還可進一步要求學生

解釋藝術作品如何聯繫到自身更為廣闊的生命情

境空間裡。同時，亦可鼓勵學生談論作品如何聯

繫到他們所認識的人、所拜訪過的地方、所見過

的物件、一齣電影或其他熟悉的作品、在學校學

習過的主題、過去的記憶，以及在不同境況下的

情緒感覺等。正因這些聯繫，教師能開啓與學生

之間具意義的對話。同樣，學生對於能從個人

經驗出發對藝術作品作出聯繫，而非依賴別人

的詮釋來演繹，自然會產生一股自信心。誠如

Aguirre（2004：65）所言，「察看藝術作品不

但要細看其重點，還要觀察其與別的藝術作品、

文本、過往經驗或別人經驗的關係」；而把學生

對藝術作品的描述聯繫到各種生活與知識中，並

使之合理化，在藝術評論的學習裡至為重要。

3. 描述與比較模式

從高分級別學生的考卷裡，顯示出他們多採用不

同角度來比較兩件藝術作品。某些高分級別的

學生更能就兩件作品的媒介、表現、技巧、風

格和情境作出系統性的闡述，並且指出作品之間

的異同之處。高分級別學生所展現的比較策略，

可被視為能分辨多種事物特性的知性技巧運用

（Gagné，1985）。另一方面，一些高分級別

的學生在晤談裡提及作答計劃擬定的重要性，指

出在撰寫主要內容之前，會預先草擬或組織寫作

大綱。一些學生以比較兩件作品的方式來貫穿全

文；亦有學生把個別作品分開作獨立評論，然

後以兩者比較的方式作為結論。這兩種方法均

見成效。以下舉出兩個高分級別的比較例子作

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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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高分級別的學生而言，低分級別的學生較

傾向以極為簡約的方式對作品作出描述：

……這[《灣仔杜老誌道》]給予香港景物的

一個近影。藝術家運用水彩繪畫一幅灣仔舊

建築物的圖畫。畫面有細節，我們可清晰看

見樹和窗。而繪畫色彩呈暖色，使用了紅、

橘、黃……（低25）

生回應，然而低分級別學生在評論時，卻把兩件

作品視為並無關連性來看待，並分別以獨立個體

的方式來描述作品。

在晤談裡，從學生常提及「藝術史」、「根據那

個時期」及「教授不同派別的藝術作品」等屬於

藝術史的專門術語觀之，足見學校視覺藝術課程

的編排和教師的教學強調藝術史的垂直發展觀，

亦同時反映課程本身和教師的教育哲學及意識型

態對學生學習藝術評論的影響。這些以介紹某一

類型的藝術家及其作品為主的教學方法，明顯地

影響學生對整體藝術觀念的形塑與理解。垂直敘

事式、歷史陳述的藝術史教學方法，或能幫助學

生理解藝術風格發展與歷史之間的關係。然而就

以模擬考試裡的藝術作品為例，透過比較相近風

格但具備不同文化背景或藝術傳承的藝術家、探

討視覺表現與政治、宗教、經濟、科技等的聯

繫，以及從美學體系來檢視藝術作品等種種方

法，教師能夠幫助學生從更為寬廣的角度和更多

情境因素的考量來瞭解藝術作品。把藝術作品並

置，並且讓學生提出兩者得以並置的原因，是一

種讓學生練習比較藝術作品的方法。當學生進行

比較時，教師提供一個較為實在的藝術評論比較

框架，並與學生共同討論，相信亦能為藝術評論

量度。用的顏色以三原色為主再配以白色背

景。（高17）

雖然水墨畫和水彩畫都會有虛空留白的技

巧，但從兩幅畫[《香港紀行》及《灣仔杜老

誌道》]的比較可見，水墨畫的留白是用於表

達意境；水彩畫的留白只是實境中的色彩或

光暗需要。（高72）

由上觀之，低分級別學生的問題，在於他們無法

看見兩件作品之所以放置在一起作為評論的原

因。易言之，即對題目的結構本身及考生作出回

應的方向欠缺理解。誠然，察覺藝術作品之間的

共同和相異的特徵乃進行比較的大前提。當比較

藝術作品時，這些特徵可歸納為形式、媒介、技

巧、風格、表現、情境、主題、訊息傳達、創作

觀念和哲學等。事實上在考題的訂定上，儘管兩

件藝術作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同和差異可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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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提供實質上的幫助。

高分級別學生有較佳比較能力的另一個原因，相

信與他們的學習習慣及對藝術評論的興趣有關。

當高分級別的學生在晤談中被問及在撰寫藝術評

論前所作的準備工作時，他們均表示會先尋找藝

術家及其作品的資訊，並且對作品的背景、相關

的評論和情境進行探討，並從比較裡找出上述相

互之間的關係，分析不同文化對作品的影響。此

外，亦有學生提及會邀請教師閱讀和評論其藝術

評論文章。一位高分級別的學生更強調從日常生

活中獲取視覺藝術知識的重要性，使之能在藝術

評論時作出聯繫，並得以應用。反之，低分級別

的學生較傾向集中討論藝術作品本身，他們同樣

會尋找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歷史背景資料、但會

較為關心作品的技巧、構圖和意念等有關視覺上

的知識。

4.概括與重點突顯模式

研究反映高分級別的學生能在藝術評論裡仔細描

述藝術作品。儘管如此，他們並非對整個作品作

出鉅細無遺的陳述，代之是選擇重要的部份，突

顯細節之處，具體例子如下：

雕塑[《聖殤》]中的基督耶穌，神情沉寂，面

色倉[蒼]白，身軀柔弱無力，右手低垂，雙

腳依傍無力，整個身軀躺臥在聖母懷抱裡，

他的神情動作，彷彿以文字或說話向我們

表明了他的死亡。作者在處理他的肌肉紋理

和表情刻劃上做得相當出色，除了可以表達

出受刑後的痛苦及死亡的樣子，也可以讓我

們彷彿感受到了肌肉的柔軟彈性和身體的餘

溫……（高53）

[評論《灣仔杜老誌道》]唐樓的牆有的顯現

得特別耀眼，作畫者用了紅、啡作圖的主調

子，表現出一點點黃昏日落的味道，但也用

上了綠的牆，綠的帆布簾子和草植物，令其

色彩明顯特別。疏落的人影用上紅色的衣服

比著大廈繁密的欄戶和綠色的牆子，表現出

人流疏落冷寂的氣氛。（高2）

而低分級別的學生則傾向於對藝術作品給予一般

性的描述，有時他們只列出一些從作品中顯而易

見的事物。有些低分級別的學生只以極為簡單而

欠缺解釋的陳述作為結論，例如：

這幅 [《香港紀行》] 的繪畫使用冷色…這令

我感到悲觀…[評論《灣仔杜老誌》] …他所

運用的顏色為暖色，意思是當繪畫時他感到

快樂。（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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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級別的學生只以一般性的觀點來描述他們

的感覺，卻未能將引發的感覺連結到作品作出

詮釋和討論。這樣的評論讓我們更明白學生個

人的喜好，但對於理解作品方面則欠實質上的

幫助；因為對藝術評論而言，「好的詮釋告訴

我們更多關於藝術作品，多於關於詮釋者」

（Barrett，2003：216）。某位低分級別學生

回應：

當 英 國 在 第 1 2 和 1 3 年 級 （ 即 台 灣 的 高 三 和

高三後一年）開始教授「批評與脈絡學習」

時，Carroll（2002：62）同樣觀察到學生的評

論寫作裡「描述過於分析」。一般描述時所使用

的詞彙如「好」、「有趣」或「美麗」等，均揭

示出學生對藝術作品流於表面的理解。如要作出

重點突顯的描述，學生必須掌握相關學科的詞

彙，透徹理解這些詞彙的含義，並且在藝術評論

中使用。某些低分級別的學生在晤談時表示，對

瞭解藝術家在作品裡所要表現的思想、藝術家如

這兩幅[《香港紀行》及《灣仔杜老誌道》] 

[香港]回歸前和後的畫給予人們不同的情。

回歸前的給人開心歡欣的感覺；回歸後的則

給人一種濃烈的地道人情味。最後，藉此希

望香港繼續繁榮，在十多年後又有一番新景

貌。（低83）

何在作品中表達感情，以及藝術家如何組織表現

諸方面感到困難。此外，文字語言能力的不同，

乃造成學生藝術評論表現產生變項的因素之一，

然而研究者在此提出的觀點是：藝術作品的相關

知識實屬更為重要的因素。 

當論及文字語言能力與答題分數的關係時，值得

注意的是，不論是得高分或低分的學生，其答案

均沒有反映出兩者之間的直接關係；也就是說，

得到高分的關鍵因素並非在於學生文字語言的表

達能力，而是當學生對藝術作品進行詮釋時，所

能運用藝術知識的多寡和質量，以及其對藝術史

的學習和對作品探索的素養和深度。此一觀點可

從本文高分和低分的答題例子中得到證實：低分

的學生的文字語言的表達能力並不亞於高分的學

生，反之亦然。優異的文字語言能力可能間接地

在答題表現上增添光彩，但並非評核藝術評論的

關鍵因素。在晤談時，兩個級別的學生均認為藝

術史的學習對藝術作品的探索同樣重要，一旦有

更多藝術評論寫作練習的機會，其答題的技巧會

得以改善。基於本研究的學生是首次參加此一特

定形式的考試，在此之前並無接受新高中課程學

習的經驗，他們或許欠缺足夠藝術評論寫作的經

驗，故此其表現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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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報導與判斷模式

高分級別學生其中一個較為獨特的答題特徵為針

對藝術作品作出價值判斷，並提出理據。雖然並

非所有判斷均有詳盡透徹解釋的支持，但高分級

別的學生嘗試透過作品中的視覺資訊展開論述，

展示其個人的觀點，如： 同樣是評論作品《奧林匹亞》與《我喜歡黑色臉

孔的奧林匹亞》，低分級別的學生只能提供以下

的「視覺報導」：

當進行藝術評論時，一般期望學生能給藝術作品下

判斷，多於只是陳述簡單的喜好或列出所見事物。

判斷本身乃「一個發現藝術作品價值的過程：即

『如何造就出一件好的藝術作品？』……」

（Barrett，2004：91）。根據Bloom（1956）在

認知領域的分類，作出評價和提供合理判斷的

能力乃屬高層次認知發展的一種展現。誠如一

些高分級別的學生指出，他們是從別的科目裡

學會建構答案。這合理說明高層次的認知能力

具有可轉移的特性，並能在不同學科中呈現。

現代以及當代的藝術家，很多時候也會對經

典時代，特別時[是]印象派盛行時期的大師

作品，作出參考，並改造它的內容，把當代

的元素加到其中。這種作品[《奧林匹亞》

與《我喜歡黑色臉孔的奧林匹亞》]繼承了過

去，又與時代配合，故很多藝術家也創作這

種作品。（高76）

圖（一）中可見畫的中上方置有一個近乎圓的大

虛心紅點，四周圍有以點組成的黑點，看似在草

原樹林間烈日當空的感覺去表現《仲夏》的主

題。我個人認為可於紅點的地方添上一些黃橙

色，使中間的焦點—「紅圈」更突出及鮮明，

色彩更豐富及有層次感。（高17）

而圖（二） [《百老匯爵士樂》]則是跳出西

方一貫的寫實風格，簡單抽象的方格，以不

同大少[小]、色彩的姿態組合，展現活躍跳動

的動感……（高17）

圖7是一幅油畫，主題是《奧林匹亞》，是

畫中躺在床上的那個女人。奧林匹亞在圖7

是白人，在圖8則被里弗[斯]化成黑人。另

外，在旁拿着花的黑人，則被轉成白人，而

那黑貓也被化成白貓。圖8不是一幅油畫，

是混合媒界的作品。（低93）

[評論《香港紀行》]較新穎的是吳冠中不是如

傳統中國畫般喜用自然景物如山水作題材，

反以近代一些現代化的都市的繁華景物為寫

作對象，表現了香港城市生活與自然的思想

的轉變，給人新鮮的感覺。（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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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於各種考慮的成熟判斷。為了讓學生進行真

實的藝術評論，教師須創造機會讓學生對藝術作

品進行討論、提問、反思和研究。而作為藝術評

論的方法，探究本身不只是一個語言學的步驟，

它是一個過程，當中包括了書寫、閱讀、感知、

尋找、推斷、連繫和反思的步驟。無疑，這過程

是需要一定的時日才能完成，而絕非在一堂半堂

之間，讓學生反覆觀看作品就可以作出精妙深入

的評論。假若學生完成此這個探究過程，相信他

們同樣可以把經驗和知識轉移到考試情境中。

六、結論與省思

本研究顯示高中生在考試情境下，展現出藝術評

論的不同模式，主要分為：形式分析與情境分析

模式、獨立與聯繫模式、描述與比較模式、概括

與重點突顯模式，以及報導與判斷模式。同時亦

反映了低分級別學生的主要問題——他們無法在

藝術評論中作出詮釋，而只能作出簡單的描述。

低分級別學生無法把藝術作品聯繫到個人所學的

知識和經驗，或歷史、藝術情境中，即使他們能

夠作出聯繫，所呈現的聯繫仍然是薄弱或含糊。

 

要發展和增強學生藝術評論的能力和表現，學校

教師和師資培訓單位應考慮下列建議項目，以尋

正因藝術評論涉及如比較、分析和評價等一

般學科所包括的認知技能，故學生在別的學科

中有優秀表現，亦會同樣反映在藝術評論裡。

另一方面，學生對藝術作品欠缺任何判斷，可

被視為在考試情境下，無法獲取作品背景資

料下而作出的回應。在探討批判話語（critical 

discourse）和批判探究（critical inquiry）的本

質時，Geahigan（2002：87）強調判斷不只是

一種批判的陳述而已，亦同樣是一個知覺和認

知的過程。Cunliffe（2005：203）亦提出類似

的觀點，指出「去評價展現情境的影像、物件和

作品」，需要一種「知曉（knowing that）」，

而知曉意指知識非只是從學生自我觀點來進行判

斷，背後還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識基礎。因此，如

果學生之前並無藝術作品探究的經驗，而要求在

考試情境中對作品作出完全具理據支持的判斷，

似有超過學生能力要求之嫌。

教師以藝術評論模式作為藝術欣賞與評論的主要

教學手段，相信是因為評論模式清晰易明，較易

被學生接受，學生只需按部就班跟從模式作出評

論即可。然而，現實上學生不能只單憑觀看藝術

作品便能即時作出評價。即使他們能夠做到，結

果仍會無可避免地流於表面，皆因這樣的評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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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善之道：（1）增強學生對視覺知識、文字

語言能力、藝術評論的理解和詮釋的掌握；（2）

加強教師對藝術和教學方法的觀念，以及給予學

生藝術評論練習和探究的機會；（3）幫助學生

對藝術作品進行判斷；及（4）強調語言文字與

藝術知識在評論藝術時同為重要。儘管低分級別

的學生面對藝術評論時衍生各種問題，然而正如

Eisner（2007：424）所言：「評量與評價的過

程乃教育的工具，都可在政策及改善教育實踐方

面作出貢獻」。總而論之，高中生在考試情境下

建構藝術評論的模式不但給予教師、學生，甚至

教育和考試當局值得再三思量的機會，亦讓學術

界重新檢視藝術評論的教學和考試方向。加之，

教育當局和考試評核單位宜重新釐定語言文字在

藝術評論中的角色，讓教師和學生了解藝術評論

考試的意義，同時亦減少教師誤以為藝術評論考

試等同語言文字能力的考試。

研究結果亦為於香港學校慣用的藝術評論模式

帶來反思。Broudy、Feldman的批評模式流行於 

1970及1980年代，明顯受到現代主義美學的影

響。在運用批評模式時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強調

藝術作品的視覺形式特質。Hamblen（1991：8）

指出：「Feldman與Broudy的方法主要是對藝

術作品的感知要素作出分析，亦即關注於作品的

內在本質——藝術本身的視覺形式。這方法假設

了觀者對藝術造型元素的分析與詮釋是普遍地可

適用於任何作品。」這項假設隱隱透出藝術具超

越文化的本質，反映了現代主義美學所推崇的所

謂「審美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

一種超脫日常生活的特殊經驗；其預設性、結

構性以及系統性則與「學科本位藝術教育」不謀

而合。相對地，Anderson的跨文化評論模式較

為關注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怎樣構成藝術的表

現。但是，他所提出的根本問題：「這件藝術作

品令你有甚麼感受？（1995，29）」，顯示他仍

然尊崇表現主義理論所提出的要旨，藝術是讓觀

者感受，別無其他。究竟藝術批評能否以一個特

定的「模式」進行？進行時能以階段的指標層層

遞進嗎？是否有一個批評模式能應用於所有的藝

術作品，無視其文化、社會、表現手法如何？藝

術批評在學校裡施行的目的為何？究竟藝術批評

有否「錯」與「對」？若有的話，誰來定斷？上

述種種問題，觸及藝術評論和藝術教育的本質問

題，反映了教育本身亦是一種意識型態的介入工

作。然而，在考試評核的角度觀之，此等問題同

時亦隱含了考試單位的既定立場和對藝術教育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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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model）一詞，有著模仿、典範、樣

板、依法而行的意思。在後現代藝術的論述中，

以「模式」解釋事物或現象已頗為罕見；相對

地，強調過程、探索與質疑的方法變得更為普

遍。Geahigan（2002）認為學校的藝術批評並

非只屬於語言論述的範疇，而是涉及學生的個人

反應活動、研究活動、概念和技巧發展活動；簡

單來說，這是一個「探究」的過程，而非純粹文

字或語言遊戲。這個過程不單只是依靠觀察藝術

作品，其中的活動強調分享反應，尋找上下文知

識，相關的審美概念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一般

運用藝術批評模式的方法是在課堂裡讓學生觀看

作品三數分鐘，然後依次提出具各階段特色的問

題，讓學生發表意見或分組討論後，再以工作紙

為總結。惟學生的答案大都流於簡單的形式描述

以及粗疏的感覺表達，無法對藝術品作出較有質

素的詮釋、判斷或評價。Geahigan看重藝術評

賞的過程，讓我們反思應該怎樣結合課堂的評賞

與課後的探索活動。

基於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理論，Gooding-

Brown（2000）建議以一種「先破解、後建立」

的方法進行藝術批評。過程開始時，學生首先搜

尋現存與藝術作品相關而具權威性的專家解釋，

包括藝術史學家和藝術評論家的論點。學生然後

審視這些解釋和論點是怎樣形成的，探討其背後

隱藏的觀念及假設，並與學生本身的看法作一比

較。在質疑、解構主流見解的前提下，學生在最

後階段重新考慮他們原有的看法及嘗試重新詮釋

作品，並考慮到在這個過程中所認識到的各種各

樣論述系統。Gooding-Brown的建議同樣強調藝

術評賞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其中更牽涉較為艱

深的理論，相信較適於中學高年級的學生嘗試

運用。

總結英國推行的「批評與脈絡學習」的經驗，

發現學生對藝術具批判性的表現不強。從本研

究也看到低分級別的學生所欠缺的是情境分析、

比較、批判、聯繫、評價等相關的表現與能力。

學生在這些層面上表現力有不遞，本文在分析

部份曾指出是基於視覺藝術知識的貧乏以及某

些共通能力（generic ability）的不足。前者是

關乎「學習藝術」（education in art）本科獨

有的一些知識；後者是關乎「透過藝術學習」

（education through art）一些較為基本的求

知、求存的能力（Hickman，2005：19）。誠

然，不同的文化與時代會有不同的取向而較為尊

崇某種學習，惟身處於當代的教育環境下，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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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均有其存在價值與貢獻。

以紙筆考試的方式考核學生的藝術評賞，固然

可同時考量其藝術知識與共通能力，惟在沒法

獲得情境資訊的考試環境下，考量其藝術知識變

成考量學生有否研習過該藝術作品或類近的風格

與情境，而考量學生的共通能力則相應地變得更

為重要。從大部份學生的答題可以窺見以形式

描述作品居多，學生的討論從作品的視覺表象

出發，也從作品的視覺表象結束。究竟我們是

否滿意止於此？余樹德（2005）比較中國、台

灣、紐西蘭、英國、國際文憑試（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美國以及澳洲等地的高中美

術、視覺藝術科的畢業試或會考的考評形式，發

現只有澳洲的高中視覺藝術科設有美術史及美

術評鑑的筆試。惟該考試是根據一個以內容為

本（Content-based）的課程而設，而非如「香

港中學文憑」視覺藝術科考試並無指定的藝術史

或藝術文化範圍。以上種種讓藝術教育與考評的

政策制定者檢視藝術評賞考試的目的、成效與意

義。  

長遠而言，在藝術評論的教育和考試評核上，教

育當局和考試單位實有重新思考藝術評論對本土

學生的意義，並非提出一些只是模式化的框架供

教師和學生模仿，而需要更為關注藝術評論素養

的育成和成效的檢視。

余樹德：〈各國高中美術/視覺藝術科畢業試/會考評核比較〉，《香港美術教育》，2005年第1期，頁24-25。
吳香生：《香港美術教育發展六十年（1939-1999）》（香港：香港教育學院，2000年）。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覺藝術——水平參照成績匯報資料套》（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年）。
課程發展議會：《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3年）。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07年）。
羅美蘭：〈「批評與脈絡學習」在藝術師資培育的應用研究：跨文化的觀點與在地教學行動研究的省思〉，《藝術教育研
究，2007年》，頁95-121。
黃素蘭：〈紙筆考試能反映藝術教育的本質與價值嗎？〉，《香港美術教育》，2005年第1期，頁22-23。
黃素蘭：《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視覺藝術科樣本試題「先導測驗計劃」研究報告》（香港：香港教育學院，2007年）。
Addison, N., & Burgess, L., “Callenging orthodoxies through partnerships: PGDE students as agents of change”, Issues in art and 
design teaching (2003), pp.158-163.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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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2010年教育論文，令我非常詫異，為何教育局負責人曾在評卷員會議上提到「評賞

部份評分不應側重美術史」，這到底是負責人非出身自藝術教育、藝術史論和嚴肅的藝

術創作，還是沒認真看過本地教育專家們的報告？

報告內清楚說明：「高分者在下筆前先草擬或組織大綱，並以美術史/根據那個時期/重視

直敍事式歷史陳述藝術史教學方法學習，能幫助學生理解藝術風格發展/歷史間關係」，

又說「高分關鍵不在學生文字語言表達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只是添姿采。而在其能運用

多少藝術知識，藝術史學習和對作品探索的素養和深度」。報告亦促請教育局「應重申

釐定語言文字在藝評中角色（Geahigan，2002）認為學校藝術批評不只屬語言論述範

疇，而是涉及學生個人反應活動、研究活動概念和技巧發展活動的探究過程」。

高分學生會融滙其他科（如中史、中國文化、通識科等）答題方法，非內容而已。內容

一般學生都依賴學校教師傳遞，故更見一般任教高中教師素養的重要：儘管未能總括「政

治、宗教、經濟、科技」範疇施教，也要能以藝術史、社會學和美學方面施教，重視情

境教育。

懇請所有曾用心和正用心香港藝術教育的諸位切記：香港藝術教育的成敗不獨在政策、

官員，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以專業的心態面對我們熱愛的藝術和下一代！

劉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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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崇任
現任2014-16香港藝術發展局（HKADC）大會委員及藝術教育組主席。從事藝術教育工作二十多

年，現擔任教育局（EDB）課程發展議會教學資源及支援組委員、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及創意學系

校外諮詢委員、視覺藝術教育核心關注小組召集人及行動成員。2007年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

獎（藝術教育）」及於2009年修畢香港教育學院碩士課程（視覺藝術教育），並獲「卓越學術

獎」。2016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傑出藝術教師獎。自2007年曾出任教育局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發展議會委員、委任為香港教育學院教學顧問、出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視覺藝術科委員及新高中文

憑試區域聯絡等、曾擔任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副會長及執行委員等不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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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同時市民的文化藝術素養要培養，成為有品

味的藝術觀眾和消費者，本地社會的競爭力才可

真正提升，以迎接新世紀的各種挑戰。

廿一世紀教育趨勢與香港全人教育

自二十世紀以來，現代藝術教育的取向隨西方

藝術思潮而不斷衍生和轉變。「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思想在六十年代承接「現

代主義」（Modernism）的沒落而蓬勃發展至

今，藝術主張從過往追求理性與分析、科學與科

技的傳統概念，轉向於富爭議性及反動性的藝術

思潮發展。藝術家與藝評家對現代主義進行激烈

的反思和批判，並提倡藝術需與社會生活緊密連

繫。他們認同藝術具有建設社會的積極作用，同

時可視為社會文化中的產物，並強調藝術、社

會、文化各個領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影響4。在

新藝術思潮帶動下，藝術的領域比以往現代主義

時期擴大，藝術觀點被重新定位，從單一化的

純藝術欣賞目標走向多元化的角度批評和思考；

藝術創作的表現與欣賞不再獨自地存在，加強了

藝術家與欣賞者對歷史、文化、社會、民族及情

境多方面的關注5。藝術的功能擴張了，不單為

大眾提供欣賞與娛樂，同時也帶動人們在藝術、

文化市場消費。先進發達城市均期望積極發展地

新高中學制啟動後的藝術教育
梁祟任
2013年

新高中學制文憑試在2013年進行第三屆，考評

問題湧現，其中以視覺藝術科的情況最為本地

藝術教育工作者憂慮。2013年4月，立法會馬逢

國議員就新高中學生退修視覺藝術科（下稱視藝

科）問題已向教育局提出質詢；還有師生代表選

擇於五月四日紀念學運的日子齊發起遊行，向有

關當局發起請願行動，以表達對局方公佈的中學

文憑試視藝科改善方案不滿意。本文將探討本地

藝術教育在新高中學制啟動後的轉變，並透視本

地藝術教育的現況與問題。

本地的經濟環境一向以自由貿易見稱，但在全球

化衝擊下也要求變自強！自二千年後的香港文化

藝術的發展方向所見，政府已有意借大型文化藝

術建設來提升香港的都市形象，以文化創意產業

帶動本地經濟商貿。如政府全力投入西九龍文化

藝術區的發展計劃，積極計劃把香港塑造成國際

文化藝術匯聚的大都會，讓西九龍成為香港未來

文化藝術中心。此外為了促進香港社會向創意

經濟轉型1，回歸以來三屆行政長官的政府施政

報告或政策建議也見不少提倡本地創意產業項

目2，創意藝術的人才培育將成為不能忽略的重

要社會發展，本地學校功能也要多元3，有需要

為未來社會發展提供大量富創意或藝術管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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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性的創意文化6，寄望能透過提升民眾的藝術

品味與創意藝術的輸出，促進各自城市的競爭力

及經濟商貿發展，社會對藝術教育需求和支持隨

之增加，對藝術教育的重視程度也增加了7。於

是，教育改革在本世紀前後已在世界各地展開，

本地教育政策則只是追隨國際大方向而起變化8。

香港地方細小，缺乏任何天然資源。在以往就只

有利用密集的人口發展輕工業，由轉口港轉營為

工業城，從工業城再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其成

功的秘訣就是本地在不同年代吸納不同類型的人

才協助發展。在知識型經濟急速發展的今天，香

港倚靠的是國際金融、商貿及物流等服務，本地

的人才學歷愈高，競爭力就會愈強。過往一向只

著重精英教育的香港，不太在意提升普羅大眾的

學歷和人文素質，每年十多萬中學會考畢業生，

只有小部份精英能升讀本地大學，遠遠追不上歐

美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大學學額供應，如台灣、韓

國、新加坡等，本地具學歷人才的比例其實較其

他競爭對手為低。因此，香港展開了為期十多年

的教育政策改革，教育統籌局早於2000年已開

始課程改革，以《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

展》9推出改革，並先從小學與初中入手，重新

改造由殖民地時期留下的舊課程；於2004年再

推出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諮詢文件10以配合整

體發展，一個強調要讓每位學生能接受更高水平

的教育、重視全人教育、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新

高中學制於2009年誕生。

新學制中的課程宗旨和目標建基於舊有優勢及本

地環境而作出改革，過往數十年來，所謂藝術教

育其實只有音樂和美術（現稱視覺藝術）兩科被

納入在正規高中課程內，當時只有少數同學可

在高中選修。經過教育改革後，新課程肯定了藝

術教育在全人發展上的功能，把藝術教育列為八

大學習領域之一11，藝術教育重新定位，同時認

同藝術教育是發展學生創意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由此可見本地藝術教育的目標由過往只用作薰陶

學生的情操，現在則重視培育學生創造力。學習

重點也由完成習作成果，轉移到多元共通能力訓

練，包括啓發學生的思考及批判能力，培養他們

的創意和感知能力，令他們明白自己和社會及世

界的關係，以配合時代發展。評估方式方面，參

考歐美教育研究成果，鼓吹持續性多元評估方

法，讓孩子在校園愉快學習，盡享中、小學十二

年免費普及教育。

在新高中課程中，學生的選科較過去中學會

考（編輯按：指沿用至2009年的「三二二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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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的、於兩年高中完結時進行的全港公開考

試）時靈活和具更多選擇，除修讀中、英、數、

通識四個主科，學生可選讀1至3個文、理、商

或其他學科不等。新課程仍保留自中五會考已存

在的音樂和視覺藝術兩個藝術選科，兩科還加強

藝術評賞與創作內容，兩者並重，新考試不再停

留在學生應試技巧的操練，視藝科的校內課程習

作評估還包括50%公開試評分。這種評核的形式

較以往紙筆考試之流弊理應有所改善，學者認為

改革能重現視覺藝術教育的本質價值12，新的轉

變方向普遍受教師支持和認同。另外，新課程還

在課時內開設三年最少135小時的高中藝術教育

課，這是不須學生應考公開試的其他學習經歷課

程（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簡稱OLE），學

習範圍建議包括音樂、視藝、戲劇、舞蹈、媒體

藝術等多項，課程建議每位學生應享有總課時

5%的藝術學習，教學形式和安排完全校本，非

常自主和自由。此外在新高中校內課程之外，

還設有職業導向的「應用學習」課程（Applied 

Learning）供學科能力較弱的學生選修，課程內

容約佔三份之一的數量與藝術或設計有關，這類

課程也是不設公開試，同學只需在這些校外課程

中表現滿意和及格，就可獲得等同一個選修科及

格的資歷。至於學校可以為同學提供多少學額，

則視乎辦學團體承擔多少額外費用。還有在通識

教育必修科中，學生更可以藝術作為一個專題研

習的主題，務求讓學生能靈活學習，貫通知識。

以上高中課程的架構和內容轉變，是本地藝術教

育上的大突破，不單將有利發展學生創意和提升

美育認知，提供學習的課程種類與形式更趨多元

化，貫切了本地全人教育的理念13。

藝文生態漸趨成熟

本地教育的體制在不斷改革和發展下其實並不落

後，已能讓本地成為中國境內教育輸出城市。除

了完善的中學、小學和幼兒學校提供基礎教育，

無論教學硬件科技與設備、師資也在近十年不斷

提升，現時在中、小學校內已難找到沒有學位的

教師，從事幼兒教學的教師也在忙於進修學位增

值；難怪數年前小學的學額由過剩到現在變得緊

張，跨境學童來港升學的問題已廣受社會關注，

問題仍有待政府解決。另外，現時師生在藝術的

進修途徑確實增加不少，包括六間大專院校和約

三十所專業進修學院都有開設和藝術有關的文憑

和學位課程。政府同時也開放了大學市場，讓海

外著名設計大學在本地建校或收生，期望透過競

爭提升本地教育專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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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十年專上教育的明顯轉變，主要有增加大學

學額及政府推出副學士學制，學生在修讀藝術或

設計的機會大增，提供藝術專業的質和量也在提

升，如香港藝術中心升格開辦私營藝術學院；職

業訓練局將三間設計學院合拼成一間知專設計學

院，提供專上學歷的設計專業學院；香港城市大

學和浸會大學分別在2000年開設創意媒體藝術

學院及2005年開設視覺藝術學院；2010年來自

海外薩凡納藝術設計（香港）學院在保育建築

物前西九龍裁判署開校，名聞一時。此外相關藝

術或設計教育碩士課程，相繼在中大、港大、理

大、浸大開辦，為本地藝術管理與文化研究全面

培育專業人才，讓年青人有更廣闊的藝術出路，

也為本地培育為基礎藝術教育提供持續性進修機

會。本地的藝術文化生態已逐漸成熟發展14，成

功走出過往文化沙漠的惡名，教育改革的成果無

疑是配合本地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至於藝

術教育能否完善持續在未來進步發展，主要還看

各階層的教育單位能否緊密銜接，如果本地教育

只作輸出，吸引國內或海外生就讀，沒有鼓勵本

地學生就讀，受惠的不一定是本地社會經濟。同

時修讀藝術的學生能否學以致用，社會能否為藝

術畢業生提供可靠的就業出路，都是日後非常關

注的議題，這樣才不會浪費政府投放在藝術教育

上的資源！

藝術教育何去何從

在社會經濟一片好景、全人教育已起動和藝術教

育系統發展漸趨完善的環境下，有民間團體向文

憑試教師發出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有九成教師認

為現時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發展並不理想15。根據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提供的最新資料16，2014年應

屆視藝科考生中報考人數為4530人，學生退修

率高達30.3%；而音樂科報考只得197人，退修

率則高達43.7%。這些都顯示在新高中文憑試中

的藝術選修科出現報考人數少，而退修率高的不

良情況；高中藝術學科在學生的心目中缺乏吸引

力，比過往會考高峰期年代投考美術科之考生

曾高達一萬五千人數有減無增，前線教師的緊

張與憂慮絕對可以理解。為何藝術教育的發展

有如此落差？要清楚了解其中因由則可從不同

方面分析。

首先，要從幼、小基礎學習環境了解藝術教育在

香港出現的問題。按照本地學前教育建議，課時

中應有五份一讓孩子接受多元化的藝術學習，其

中包括視藝、音樂、創意活動和集體遊戲，而且

課程鼓勵以綜合學習和專題探索的模式進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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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以美感教育是幼兒教育中應是重要的學習

範疇，每位幼兒教師都應是同學在校園接觸的第

一位藝術教師，每位幼兒導師都算是兒童藝術的

啟蒙者和推動者。加上近年政府在學前教育上推

出「學券制」全面資助本地家長，一般幼兒學校

均可獲得政府資助，有利幼兒教育機構提升教學

質素，增加幼兒教師的在職培訓；只要辦學單位

能按基本學習目標施教，要達致幼兒美育的基礎

應該不會困難。問題就在於幼師在本地教育的環

境中長久以來不受重視，教師本身也不視自己為

藝術教育工作者，普遍幼兒教師對各類藝術媒介

缺乏基本認識；再加上三或四年制的幼兒學習已

把課時集中在小一升學準備，家長們讓孩子接觸

各類藝術活動，目的都是很功利，只是為了升學

才藝術，大多忽略藝術教育本身的意義。因此幼

兒藝術在的表現仍見一般，本地藝教在幼兒學習

中應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藝術教育在小學的情況更落後，藝術教育的成效

多年來未見明顯改善。即使教育改革推行已超越

十載，在千禧年落實的新課程仍未能普遍在小學

中嚴格執行，當局必須關注此情況。雖然近年已

有不少在藝術教育見成效的小學出現，只有小部

份開明校長會以「專科專教」編排教師課堂，能

以專科藝術教師施教的學校數目始終是冰山一

角。一直以來藝術教育在小學教育難見成效，問

題已不在欠缺明確清晰的教學課程，或缺乏資源

協助，因為大多數新舊小學在轉「全日制」改革

前已設置視藝室。問題應該還是今天在小學教育

仍未落實「專科專教」的實際運作所致，視藝科

的師資更可能是小學各科中情況最壞的一科！為

何在小學能容許非專業的藝術教師主導職場？這

是教師培訓上出現資源錯配的問題？還是「學校

行政」凌駕「教學專業」所致的結果？問題值得

當局再三反思和檢討。

到中學階段，已不再存在專科教學的問題，但卻

出現在藝術教師兼教其他學科及太多額外職務的

問題，聘任的藝術教師都不能專注本科規劃與發

展。一般中學內只有一至兩位視藝或音樂教師，

由於藝術學科在中學課程中所佔的教節少，平均

只有總課時幾個百份點，大部份學校的課時都以

中、英、數、文、理科為主導，藝術科仍舊被視

作「閒科」看待17。此外在教育改革環境下，學

科地位從新學習領域中提升，可是教師在校內的

職能與工作同時不斷增加，對藝術教育在學校內

能否有效發展構成一定阻礙。另外，在香港多

年運行的教學制度都是以「應試教育」主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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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在學校以推行全人教育為目標，但普遍辦

學團體、校長及家長的心態仍是偏重傳統文理學

科，絕少會把藝術教育作為學校發展重點，學校

投放在藝術教育的資源仍然有限。從新高中課程

實際運作中所見，學生由初中至高中修讀藝術

學科的時數，遠較教育局建議的課時為低；藝術

教師的人手既沒有因新高中學制的出現而增加，

相反開設藝術選科的學校較中學會考時還要減少

了，其實這情況在多年前新學制諮詢時已有學者

憂慮19。經歷兩屆中學文憑考試後，大學收生以

中、英、數和通識四個核心學科，另加一個選修

科作為基本入學考慮，現在已造成學生在升中五

或中六後退修選科的情況加劇，更造成各科間嚴

重的惡性競爭20。各科均期望能保持學科可於高

中繼續開設，避免走上因選科收生不足、中學生

人數減少而被校長「殺科」的命運。

規劃失當欠缺諮詢

新高中學制原定在藝術教育上的規劃算是周全，

但在執行的過程對本地學校推行藝術教育缺乏了

解，有關當局只有宣傳，但欠缺政策監管，一切

只按「校本」經營，全人教育的理想最終可能會

落空。

在新高中藝術學習的部份是實現全人教育的關

鍵，但在課程放任自主，完全沒有教育局監管

下，大部份學校都把教育資源投放在主科及選修

科，千奇百怪的所謂的藝術教育都在學校中出

現。普遍問題不離課時不足：135小時及5%不

達目標；師資不良：讓非專業藝術教師任教；

教學內容偏離：學生根本不是進行藝術學習或活

動等。教育局給學校的學生「必須參與」指引21

，學校是有無限的創意來拆解，藝術教育在高中

的情況可以比小學沒有專科老師任教更災難。另

外吳克儉局長回應「立法會十題」中22，也指出

新高中學生可以「藝術」作主題，進行通識教育

科的「獨立專題研究」；但他卻不清楚通識課程

原來早已把這部份抽起，因為在完全沒有師資支

持下可如何能按局長所言施行？以藝術作獨立專

題研究已不存在。「應用學習」是學校以外的課

程，與學校的好與壞完全無關，本可擴闊學生對

學科以外知識，也可充實學生經歷；但由於大部

份學生把應用學習課程用作選修科的代用品、課

程與學生將來升學或工作關係不大、課程質素也

欠缺保証，最終變得可有可無的課程，更難談得

上對藝術教育產生正面成效！

問題最嚴重的還是原本替考評局視藝科的五位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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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專家，因課程發展處的干預而在2011年集體

辭職23。事情反映視藝科課程與考評多年來不協

調，整個高中視藝科課程自草擬到執行一直缺乏

與前線教師溝通及沒有接納專家的意見所致。從

兩屆視藝科文憑試的成績結果，考獲5級（相等

於舊制高級程度會考C級）僅約6%學生，偏低

的成績不但令專家與教師質疑視藝科考評方式和

評分效度24，還令修讀的同學對學科失去興趣和

信心，對視覺藝術錯誤理解將構成深遠的影響。

在沒有明確學習範圍、單一化的藝術評賞格式、

過於嚴緊的評分準則、一面倒的語文傾斜考試下

25，學生怎可能考取良好成績，在藝術的自由空

間發揮個人創意和潛能？難怪兆基創意書院校監

黃英琦指出，「藝術科目在舊制下雖是冷門，

但現時是『令冷門的更冷門』」26；香港浸會大

學視覺藝術學院黎明海博士亦指，「對藝術有興

趣但語文能力較差的學生，令他們打消報讀的

念頭」27；立法會馬逢國議員倡議教育局和考評

局，「要保持開放及理性的討論，繼續聆聽前線

老師意見」 28 。

結語

本港近年文化藝術受到重視，政府與商界積極投

放龐大的資源，政府剛在一月中發表的施政報告

中表示重視本地文化藝術的計劃，除了西九開始

興建戲曲中心和M＋博物館，還會計劃在九龍東

發展注入文化發展元素29。在本地的文化藝術政

策，培育人才、拓展觀眾、支援本土中小型藝團

及藝術教育發展均欠缺長遠的發展計劃。藝術教

育政策表面上是配合國際環境發展，實際上卻內

部運作失調，各種在學校實施的藝術課程欠缺監

督，高中考評諮詢同樣見不足；最後導致修讀高

中藝術的考生人數急劇滑落，除了令本地發展的

藝術教育大倒退，而且更窒礙本地文化及創意產

業的推動和未來藝術人才培訓。即使在不久的未

來，於西九龍建成國際級的精緻藝術硬件，社會

也難以拓展本地藝術觀眾群及培養具質素的藝術

工作者，結果只會換來浪費公帑和民間怨氣。有

見及此，現時的藝術教育的課程檢討刻不容緩，

有關當局必須正視現存的問題對症下藥，負責官

員不可能以狂妄態度漠視學者與前線教師的意

見。參考各地的教育改革也非能在一次運動中完

成，須經歷無數次檢討和修正過程方能完善，獲

得普遍前線教師認同與支持才談得上是教育改革

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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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鳥瞰的方式將當今香港經濟、文化及社會情境作重點的勾畫，並以此作為藝術教

育改革的情境。本地教育政策以《學會學習－終身學習  全人發展》的信念緊隨廿一世紀

國際教育的改革步履。在這背景下藝術教育被列為八大學習領域之一 ; 新高中藝術教育除

了正規課程外，光譜更擴至「其他學習經歷」（OLE）及「應用學習」課程；專上教育

有關藝術及設計的課程（文憑、副學土、學位及碩土）類別不斷上升，藝文生態看似漸

趨成熟。但剛好相反，新高中學制啟動後，幼稚園、小學及中學藝術教育體系發展的問

題漸漸浮現。筆者指出幼稚園至高中藝術教育並未足以為香港創意工業承擔起培訓未來

「創意新貴」的重責。這種反差性的論述為香港藝術教育發展響起警號。文本提綱挈領

將藝術教育生態展示，所提出的觀點，除了能反映現況外，更值得教師及學者持續的關

注及探討，願能為「革命尚未成功」的本土藝術教育生態尋找出路。

陳國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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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棟
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藝術教育碩士。為資深視覺藝術教育工作者，亦從事藝術創作及寫作。現為直

資中小學視藝科總科主任及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同時擔任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委員及藝術發

展局藝術教育組顧問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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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進行研究、發表文章，以及舉行研討會，以

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作出回應。前線教師普遍認

為評核的準則、考核範圍及作品集的呈分方式

等均是爭議所在。教育作為糾結複雜的場域，

要探討教育的現象，必須有一個切入點進行分

析（吳毓瑩、吳麗君，2002）。

本文嘗試以「評估制度」檢視新高中視覺藝術科

文憑試評分模式，對視覺藝術教育本質所帶來潛

在的影響。

二、考評改革回應時代轉變

全球化資訊泛濫，全世界都在尋找「學習」的新

典範。（Greeno，Collins & Resnick，1996）

將認知與學習的不同觀念整理為三種主要觀

點：（1）行為實徵觀點（The Behaviorist /

Empiricist View）；（2）認知理性觀點（The 

Cognitive/Rationalist View）；（3）情境社會歷

史觀點（The Situative/Pragmatics-Sociohistoric 

View）。行為實徵觀點的評量方式傾向以量化

的觀點評量學習的成果，貼近傳統的紙筆測驗的

方式；認知理性觀點評量學生能否掌握學科的普

遍性原則，以及其運用策略解決問題的能力；情

境社會歷史觀點強調學生主動的探索及參與的歷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考評制度對課程潛在的影響
陳國棟
2013年

摘要

本文嘗試以「考評制度」及所引伸的現象，檢視

視覺藝術科文憑試評分模式會否對視覺藝術教育

課程帶來影響。當中發現考評制度中四個面向，

有可能對課程帶來影響，分別為：（1）作品

集呈交方法；（2）藝術評賞依據「成就描述」

的評核方法；（3）文字在評核中佔據的角色；

（4）藝術評賞的考核安排。考評制度成效的關

注層面，並非只就學生成績的個人層次作判斷，

而是檢視整個「考評制度的機制」，並須瞭解學

生學習成果是否達到預期設定的目標。

一、前言

從最新有關「新高中視覺藝術科」（以下簡稱：

視藝科）文憑試的教師意見調查顯示，不少教師

認為新高中課程推展後，並不認同視藝科於任教

的學校發展前景更為理想（視藝教育關注核心

小組，2013）。另一方面，在以往七年改革期

間，有學者藉課堂觀察、訪問及抽樣調查研究，

發現教師及學生基本上認同視藝科改革的方向；

學者更指出「改革能重現視覺藝術教育的本質價

值」（黃素蘭，2011）。兩者的意見為何出現

如此大的分野？及至首屆文憑試視藝科成績揭

曉，達至5級或以上的僅有6.1%。不少民間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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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吳毓瑩，1998）。就當代藝術趨勢以言，

後現代藝術重視創作與情境的關聯性。現代學習

理論強調學生應作為積極建構意義的參與者，符

合藝術創作强調自主性規律的特色。源於世界

的知識，應是學生學習與評量的原點（陳素櫻，

1997）。學生除了展示知識，更重要是在真實

情境中建構知識，並展現創意及解難的能力。

傳統考核偏重於知識的陳述，忽略建構知識歷

程的重要性（林素微，1998）。過往，香港高

級程度會考仍側重素描等技巧性的評核，未能提

升學生文化素養、創意思維及自學能力等，視藝

科校本評核採用能展現學生創作情境觀點的「作

品集」，作為實作評量的工具，讓人期望能彌補

以往的不足。

三、實作評量——何謂「真實評量」中

的 「真實」需要？

早於90年代始，檔案評量模式為美國不同州的

學校所採用（江雪齡，1998）。從教與學的角

度，檔案評量有助教師可定時就學生的表現作出

回饋，為學生作出整理、反思及修正，達至持續

改進及學習歷程（鄭麗玉，2005）。特別是藝

術課程更應讓學生呈現多元性的藝術表現，每個

獨立的個體均有機會建構不同審美觀念、創作思

維及各種媒材的運用能力（陳育淳，2005）。

不同學者以不同專稱表達這些新評量模式，如

「卷宗評量」（吳毓瑩，1998）；「學習歷程

檔案法」（歐滄和，1998）及「近檔案評量」

（李坤崇，1999）等。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考評制度對課程潛在的影響

不同持份者對課程中哪些是最需要「真實」評量

的內容持不同的觀點。（Wiggins，1990）指出

教師編排教些甚麼，學生便學習甚麼，最後就

只評量甚麼，這是對實作評量錯誤的理解。也有

學者指出若教師的教學目標旨在訓練學生應付公

開考試，這種評量也有人認為是真實評量的方式

（吳毓瑩，1997）。筆者認為這同樣是錯誤的

觀念，這種評量方式只能回應「考試情境」的要

求，並未重視當今社會情境歷史的因素。另外，

有學者指出核心能力可以是學生畢業後所能展現

出來的能力（劉維琪，2010）。這種見解較為

貼近情境社會歷史觀點。

學者強調當代課程改革的成功，必須在社會的脈

絡中進行（吳毓瑩，1997）。若評量的目標朝

向世界的真實評量方式，「課程」、「評量」與

「真實應用」或「真實生活」應互相緊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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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應可應用於真實世界，或有相關連繫的事物

（Linn，1995），如以往60年代以現代主義及

形式主義的觀念，進行創作及藝術評賞。但當今

後現代主流藝術觀如概念藝術、媒體藝術、環境

美學、生態美學及視覺文化都講求與創作情境的

緊密聯繫，視藝科的「課程與評量」設計必須顧

及這些因素。

考評局十分強調考評世界的公認性，導致評分準

則傾斜於量化及僵化的性質，為了滿足考評「公

認性」的「真實」需求，會否成為考評中最核心

的目標？會否因而減低視藝科本質的展現？甚麼

是新高中文憑試「真實」的評量目標，並導引出

正確的考評或課程？這是學者對課程改革的深度

觀察及爭論焦點。

四、持份者對考評改革的疑慮

台灣高中公開考試被戲稱為「一刀斃命」的高風

險評量；而多元評量的教育改革，也被負面地稱

為「凌遲致死」（吳毓瑩、吳麗君，2002）。

就本土情境而言，學者及教師一方面認同改革的

精神，另一方面對考評的方式極為疑慮。產生這

種矛盾現象可歸納為四種不同的意見：（1）作

品集呈交的方法影響評分；（2）依據「成就描

述」的藝術評賞評核方法；（3）文字在評核中

佔據過重的角色；（4）藝術創作與藝術評賞緊

扣相連的考核及評分安排。

1. 作品集呈交方法影響評分效度

就視藝科而言，創作的檔案是展現個人藝術能

力的最簡易的途徑。Valencia&Calfee提出檔案

可以分為三種模式：展示型檔案（showcase 

port fol io）、文件型檔案（documentat ion 

portfolio）及評鑑型檔案（evaluation portfolio）

（鄒慧英，2000）。當中評鑑型檔案屬於標準

化的型式，主要功能與傳統客觀式測驗有相近的

地方，檔案評分的範圍已經事先決定，學生主

導權相對較低。考評局採用的屬評鑑型檔案，因

學生需回應評分的量度準則，創作的思維受到限

制，但學生仍有空間主導整個創作歷程，而爭議

點在作品集呈交方法所引伸的問題。

Mehrens（1992）建議在考慮採用實作評量的

效度時，應從是否藉評量方法或工具量度正確的

領域、測驗內涵取樣是否適切、如何推論等問題

方面考慮。大部份老師不介意負擔額外的工作，

但「作品集的定義及頁數的爭議」引起極大的討

論（黃素蘭，2011）。有誤傳作品集「越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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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就越好」。相反，也有學者認為整理作品能

有助清晰及簡潔展現作品集表現，如篩選、整

理、表達及分享等能力，都值得學習（黃素蘭，

2011）。也有不少教師支持將整件學生作品集

呈交給考評局，作為檢驗學生校本評核的證據。

在討論有關校本評核評分方法的研討會中，有

教育局代表曾提出「不准整理作品集」，以及

所有探索應在工作簿內進行的要求。有教師推

測，這是為了避免學生有作弊的現象而作出的安

排。考評局要求學生每一件作品集選取12頁作

代表（或24頁縮印為12頁），作品集要求不可

被編輯。最終，每一位學生將超過100頁以上的

作品集濃縮至12頁，並且以不超過15Mb的PDF

檔案呈交。這「並不連貫」的作品集選頁，如

Benjamin所言，作為失去氛圍「壓縮影像」的

印刷品（Benjamin，譯2006），未知能否保持

評量的效度。

考評局所舉辦的工作坊提出被選取12頁的作品

集，需展示「緊密發展性」的創作意念。

有教師認為12頁的數量並未能反映學生最有價

值的歷程，也很難反映彼此之間的關聯性。老師

反映「作品集只交數頁，又不能整理，根本不能

顯現學生作品的過程」；「完全不認同用以調分

的12+5頁『作品集』無須經過整理，調分員也

能審核考生在創作過程中的各種能力表現……調

分員可能未能全面評核學生的能力，會產生不公

平的現象」；「作品集應整本評核，甚至派員到

校評審學生作品，如IB課程一般……」（《香港

美術教育期刊》，2013a）。盧雪梅（1998）指

出「不能為了運用上的方便或簡單的理由，把評

量的層面給窄化或偏狹，評量者應配合教學目標

選擇和其目的相合的評量方式和工具，以落實多

元化的評量」。

筆者最擔心為了容易獲取成績，「緊密發展性的

創作意念作品集」的呈交要求，無形誘導老師以

「樣式化」的創作歷程指導學生，影響課程的本

意。有老師認為「學習公式化，用套路答題」

（童傑，2013.4.29）。學生為了獲取高分數，

最終仍是以「應試」的態度去創作。老師只按照

評分準則要求的四個重點教學，而學生於作品集

中公式地進行記錄及創作。創作思維應該是提升

和多元的，並非一定以線性的邏輯推演主題，創

造力的意識也可以是擴散性、跳躍性及其他的可

能性。學者從大量有關創造力的研究中仍找不出

一種必然的定律，只能找出表現創造力的不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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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筆者擔心學生最終並未享有真正創作的自主

權，而自主性正正是創造新事物的創作者必須

擁有的條件。筆者也懷疑學生因只能呈交濃縮

後的PDF檔案，對創作中強調色彩、線條或調

子細緻性風格的同學不利，因檔案未能重現原

貌，影響審核員（moderator）對作品判斷，

進而影響分數。

課程改革期望學生能提升「後設認知」，進而

「終身學習」，如Dutt-Donter&Gilman（1998）

認為「學生能自我反思及有系統的闡述其信念價

值」，最終學生能「學會學習」，但現在的安排

是否能達到視藝科課程改革的目標及原意？

2. 藝術評賞依據「成就描述」的評核方法

實 作 評 量 雖 能 配 合 當 代 的 教 育 情 境 ， 若

運 用 於 升 學 考 試 的 性 質 ， 仍 面 對 不 少 挑

戰。Mehrens（1992）認為實作評量要達至信

度，評分者間的一致性、評分歷程的客觀性、考

核內部的一致性，評分者的選擇和訓練、明確的

評分規範，以及定期檢視評分者的表現等都是重

要的元素。

視藝科有別於其他文憑試科目，視藝科較貼近當

代文化的動向，學生跟隨當今藝術創作及評賞的

模式，形成他們勇於以多樣性的藝術形式以表現

他們的想法。課程也同樣趨向多樣化及動態化，

並比其他科目為多。現今藝術評賞安排在文憑試

中進行，文憑試要求學生在45分鐘的時限內，

從五組（每組兩張）不同時代、國家或風格的相

關主題作品中，選出一組進行評賞，這安排引起

極大爭議。藝術評賞主要要求學生以「成就描

述」中四個評分準則作為評論方向。而四個評分

準則是於中小學課程中，採用了20多年費爾德

曼（Feldman）的評賞模式（簡稱費曼模式）為

依歸。費曼模式建構於現代主義中形式主義的美

學觀，而主張形式主義的學者認為觀者能單以作

品所採用的藝術形式，就能詮釋作品所要表現的

訊息。此外，在「成就描述」中傾向依據量化性

質的評核方法（陳國棟，2012）。

筆者及一般前線教師都十分認同藝術評賞在藝術

教育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爭議點在於現今藝術評

賞評核方式，未能回應當代藝術的發展之餘，也

錯誤引導學生可隨意解讀作品的態度。當代作品

重視創作情境，作品形式或表達手法有可能因應

創作情境，表示出簡約及只隱藏單一訊息，而重

點在於創作者要藉作品反映或諷刺哪一個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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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將作品形式與作品相關背景兩者相連，才

能學習到當代藝術評賞的精神，當中並不能單單

以量化方式評估藝術評賞的質量。

此外，筆者認為考評要在45分鐘內完成過於困

難，更嚴重的是在沒有賞評考核範圍及沒有提供

任何背景的情況下，學生無從稽考，但為了獲取

分數，只好胡亂推敲，最終以看圖作文的方式完

成評賞。不少老師也同樣有相同的見解：「學生

不可能對每一位藝術家有所認識，如果強迫學

生去評賞，最後只會做成一個『吹水』局面。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2013b）。此外，也

有老師認為「無明確範圍是其一，古今中外的作

品甚至廣告，也可以出題，學生難以準備好古今

中外所有藝術家的師承脈絡才去應考。」

老師不諱言「學生有時只能看圖作文『吹水』」

（童傑，2013.4.29）。學生也認為：「評賞筆

試『只能靠估』，猶如『看圖作文』，對自己

是否正確解讀創作原意並無把握」（梁子健，

2012.1.11）。學者更嚴肅地指出：「更災難的

是考生還要根據這個『吹水』的答案，延伸其意

念至創作卷中，因此其答題的取向將直接影響考

生藝術創作的取態……『胡亂虛應』成為高中視

藝的創作主流。」（黎明海，2013.5.9）明確的

評分準則也可能引導了學生詮釋作品思維的方

向，最終只以單一評賞結構方式進行，謝絕了學

生運用其他評賞模式的可能性。教師為了針對考

試要求，自然同樣依從這種由四個步驟組成的評

論結構編寫評賞課程。評賞課程的設計最終難逃

單一化的命運，考評雖然能達至信度的要求，但

學生評賞寫作的方式，與後現代詮釋藝術的方法

發展背道而馳。筆者認為藝術評賞的評核應安排

在校本評核中進行，此舉有助學生就被評賞的藝

術品，尋找更豐富作品的情境資料，進入更深度

的詮釋。新的藝術觀念，應以新的思維作出回

應。本人曾參與由考評局舉辦有關評分員的工作

坊，老師即場以考評局提供的評分準則為一些學

生評賞評論進行評分，目的是看看老師能否掌握

以費曼模式為原則的評分規則要求，在場一位老

師提出考評局解讀費曼模式的方式，與她從台灣

學者所寫的論述及大學時所學習的有所不同。工

作坊講員提出評分員必須以考評局提出的評核準

則作為依據，經一番議論後，老師最後憤而離

場。從上述的事件反映考評局在評分方式的培訓

中無形左右了教師對藝術評賞的觀念，教師為了

教導學生獲取分數，自然依據評分準則作為課程

編制的重點，評賞課程設計呈模式化，最終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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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生的視野及發揮。

有關當局未能就考評信度的要求與當代藝術評

賞課程發展作出合理的協調，考評信度凌駕

當代課程的發展。前國際藝術教育協會會長

Boughton（2005）認為後現代思潮挑戰藝術在

教育的觀念。視藝科的評量需顧及質性與量性兩

方面，才能明確指出教師對學生表現對藝術評

賞的觀念的期待與正確的學習方向（史美瑤，

2012；李坤崇，2006）。

3. 文字在評核中佔據過重的角色

藝術評賞是首次安排在視藝科公開評核之中，文

字在視藝科從未佔據如此重要的角色。多元評

估沿於多元智慧的觀念，旨在證明不同的人擁

有不同的智慧，單一智力的測驗未能反映人擁有

不同能力的全貌。教育系統應從單一方向，以文

字為主導的方向轉向多元性的考核。」Garcia & 

Pearson（1994）指出：「傳統評量的題目往

往代表著主流文化及社會中高階層的價值觀，

不利於來自弱勢文化及社會低階層的學生。故

在此強調多元文化的時代，這種不公平的傳統

評量已受到了強烈的批評」。教協籌委梁德賢

認為：「弱勢學生最差是文字描述，他們愛創

作但寫作及組織能力不一定強，結果只能有兩

種選擇：一是背誦，一是放棄。」（教協報記

者，2011）。教育局（2011）強調公開考試應

「能有效、公平和客觀反映課程宗旨、構架、本

科價值和學生能力」。文字正正並非本科價值的

目標，過量的文字要求扼殺有潛質的學生的直

覺、創意及想像力的發揮。教師認為：「評考模

式對語文能力偏低的學生不公平，評賞部份應接

受多元的評核方式，如口頭匯報」（《香港美術

教育期刊》，2013a）。

Boughton指出：「評核法的原意是給予學生機

會，展示他們（學生）在美術創作途上的歷時性

（performance over time）及抒發作品背後的理

論架構、哲學或個人反省」（朱穎琪，1999）。

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作品集的歷程是協助學生

提升「後設認知」的能力，也是檢視學生在創作

層面中「後設認知」的表現能力。筆者認為「後

設認知」並非單靠文字表達，若老師或審核員能

從學生完整的作品集中，觀察到無論在媒介、創

作手法、藝術情境不同方面作為參考，藉視覺性

的探索中，瞭解學生如何經歷「接納、變遷、解

脫、到超越」的創作過程（蔡明哲，2006），

文字只是擔當輔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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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發現老師未能將「視覺語言」及「文字」於

視藝科課程擔當的角色，作出合理的安排。一方

面，老師應以擴展學生「視覺創作能力」、「視

覺表達能力」及「視覺素養能力」為己任。不少

老師安排時間教導學生如何撰寫作品集及藝術評

賞，課程中安排創作能力的訓練相應減少。筆者

從文憑試擔當監考員發現，不少學生創作及繪畫

能力欠佳。此外，從探討新高中會議中，任教大

專的教師也表示現今的學生不懂繪畫。作為以

「視覺思維」為核心的科目，若學生將時間過量

放在「文字」的要求，因而影響了創作的質量，

這是值得進一步的反思。

4.藝術創作與藝術評賞緊扣相連的考核及評分安排

以往藝術科的公開考試以技巧為主，學生只以

「畫室模式化」的繪畫方式面對考試，而未能反

映後現代藝術發展的特色，就是重視情境及社會

的意識。「當今『後現代社會學』不再把個人

主觀認知和外在的社會群體認知全然二分，藝

術的創作和表達成為不全然是個人對社會的反

映，也受制於整個社會價值取向。」（陳秋瑾，

1999）。文憑試藝術創作部份佔總分40%，評

分準則分為五部份：（1）媒材及技法的選擇和

運用，（2）視覺元素及設計原理的選擇和運

用，（3）創作與評賞的關係，（4）創意與想

像力及（5）主題傳意各佔18%。新高中視藝考

試中藝術創作必須與藝術評賞緊扣相連，評賞在

沒有考核的範圍下，學生並不容易確定作品的社

會及文化等背景，若創作建基於這不確定的第一

因，學生如何延伸評賞作品文化及社會的維度，

以及將個人的情感及想像納入為創作的元素？學

生只能以猜測的態度進行創作，在不確定的第一

因下，如何適當地運用其他評分項目如：視覺元

素、設計原理、創意與想像力，而達至主題傳意

的效果呢？

從分析發現，影響分數的並非單單「創作與評

賞的關係」一項，而是不同評分準則之間彼此

串聯。當學生於「創作與評賞的關係」掌握得不

理想時，其他評分部份也會受到干擾。史美瑤

（2012）認為採用評估表格須注意，若相關成

就描述的文字過於公式化，學生只會依照所訂出

的規格來創作，因而抑制了學生的創造力。曾有

學者以「素描」創作為例，探討他們的創作及評

賞背後的傾向，結果發現大部份的學生是以「具

有共識」（獲取高分的公式）態度及目標去進行

創作或鑑賞；只有極少數學生能嘗試挑戰共識，

以另一種合理的角度或方式呈現答案（陳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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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1990）的

報告指出，重新設計實作評量的方案相對

現有測驗模式昂貴十倍以上。以實作評量

（作品集）作為考核，必須考慮有否足夠

的經費持續運作這系統。考評局應提升運

作的經費，來確保調分員能清晰及完整地

了解學生作品集的歷程及質量。

依據現代主義費曼模式所建構的「成就描

述」已經過時，應建立一種能回應當代藝

術文化的藝術評賞評分框架，讓學生能脫

離單一的評賞模式，擴展學生的視覺素

養，而藝術評賞應安排於校本評核中進

行。

文字在評核中應只擔當輔助角色。考評局

應提供正確的範例，並釐清視覺表達及創

作能力才是中學階段課程的核心。

1.

2.

 

3.

1997）。若「創作與評賞的關係」成為他們創

作的主要條件，他們將也會按照「具有共識」的

態度進行創作，就是學生只能將意念放在被評賞

的作品，學生可能瞭解作品的意念，或只能是建

基於懷疑之中，而非在情境之上。學生的創意未

能獲得自由和自主的思想空間。學生在作品集中

要把自己的創作硬性規定與藝術品評賞有聯繫，

實在限制了學生的創意及發揮。

五、總結

一般人認為學生的學習與滿意程度均由老師負起

全部的責任。這種歸因的邏輯令教師承受不公平

的看法。學者對這現象提出警告和呼籲，實作評

量的推展並不能單建立在信念上，而是要建立在

實際的證據上（Linn，Bake & Dunbar，1991）。

這次大規模的教育改革，評量成效的關注層面，

並非只是學生成績的個人層次；檢視「評量的機

制」，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是否達成預期設定

的目標？如何進行改善或修正也應作為考量之

一（劉維琪，2010）。香港連續三年被選為全

球化指數排名榜首，學者提出「情境社會歷史

觀點」最能回應當今全球化的社會情境。在當代

藝術的觀念中，藝術創作重視創作者個人經驗與

情境互動為主，藝術評賞則重視藝術品的客觀情

境，然而，文憑試的要求卻剛剛相反。考評制度

出現扭曲的現象，但教師為了讓學生獲取分數，

只好以「應試模式」編寫校本課程，故考評制度

具有對視藝科課程潛在的影響性，干擾教師課程

設計方向，以下提出四方面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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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藝術評賞與創作的必然聯繫，只會扼殺學

生的創意及創作的自主性，必須廢除。

兆基創意書院校監黃英琦指出，「藝術科目

在舊制下雖是冷門，但現時是『令冷門的更冷

門』」；「我曾見過有學生很有興趣和天分，

也因為考試而放棄藝術，令人感到很殘酷」

（童傑，2013.4.29）。視藝科考評及課程的

「真實」需要是甚麼？是「以制度為本」的運作

考量？還是「以人為本」？還是為「香港創意人

才培育」為主要考量？

2012 年台灣舉行的「SGHC 全球化人力資本高

峰會」，提出兩項重要的觀念：「如何避免扼殺

創意的事件發生」及「瞭解如何創造更有創意的

人力」（Haren，2012）。「如何避免扼殺創意

的事件發生」是兩屆視藝科文憑試後，值得進一

步探討的重要議題。

©香港教師中心，2013，《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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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非一日建成，改革非隨手可得。

昂山素姬曾被軍政府斷斷續續軟禁於其寓所中長達15年，但她堅持以和平方式推動緬甸

的民主進程，2016年昂山素姬領導「全國民主聯盟」在國會兩院佔大多數議席並正式領

導新政府的發展方向。

本文是筆者在三年前嘗試以「考評制度」及所引伸的現象，檢視視覺藝術科文憑試評分

模式會否對視覺藝術教育課程帶來影響。希望配合不同團體或學者在不同的平台及利用

不同形式的「聲音」，推動新高中視藝考評的改革。時至今天，考評模式仍令人心感不

滿，但本文所提出「創作與評賞」不應有任何聯繫的觀點（也是不少學者的觀點），已

迫使考評局在2018年中學文憑考試中，將放寬藝術評賞與藝術創作須連繫的要求。考

試方式改動雖少，但這「小改動」也顯明有關當局也必須回應持份者持續不斷的合理訴

求。筆者期盼改革者仍敢於表達意見，像昂山素姬一樣，合乎藝術教育的本質的新高中

視藝考評必定會有來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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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評核；四、過份重視文字的角色；五、獲取5

分或以上的人數比例不合理。不少學者及前線

老師曾就此作出深入探討，故本文只將焦點集

中探討視藝教師作為考評改革持分者角色的不

同現象。

視藝教師於藝術及文化生態擔當獨特

角色

筆者曾在2013年教師中心所舉行的教育研討會

小組會議中，提出視藝教師是推動健全的香港

藝術及文化生態的關鍵所在。以往學生曾被認

為是在「學校鳥籠藝術教育」的環境中學習藝

術（余樹德，2001），時至今日小學的藝術教

育生態仍沒有太大變化。筆者指出唯獨教師能擔

當著橋樑的角色，將世界文化的視野、挑戰及發

展帶進課室，並轉化為教學元素及情境，讓學生

能保持與急變的世界走在同一步履。

教師作為藝術教育體系持份者

作為學校的教師，教師所持的教學信念左右學生

認知藝術的廣闊度，以及校本課程的發展方向。

曾有學者以研究的方式，嘗試了解教師所持的課

程信念或取向（黃素籣、張善培，2002）。教

師作為香港整體藝術教育最重要持份者的角色，

教師作為持份者於高中視藝考評改革角色的重新反思
陳國棟
2015年

前言：

持份者支持是任何改革必要的條件

以往市民對社會及政治活動表現冷漠，直至「佔

領中環」的事件，喚起市民參與及討論。「佔

領中環」的出現是建基於「79萬網上投票的市

民」而發動；另一方面，「保普選反佔中大聯

盟」發起的簽名行動，在「無所不用其極」下，

聲稱獲得「1,835,793位市民」簽名支持提出

「反佔中」的要求，發起人周融表示：「希望讓

大家明白民意是少數服從多數，每一個簽名是讓

大家知道香港人的真正選擇」（引自文匯網）。

保守派也意識到以民意為基礎的重要性，所以也

巧用「民意牌」粉飾「維穩活動」的合理化。在

失去絕對標準的現代社會，筆者認為「持份者」

在任何領域的改革中，所擔當的角色之重要性跟

以往相比非同日而語。

新高中視藝科考評的問題

新高中視藝科考評核心的爭議，並非功利性的爭

論，而是如何促使高中程度視藝科的「教與學」

及「考評」，能達至專業水平的原則性反思。歸

納不同學者對考評提出的意見，主要可歸納為五

項：一、評分方式令作品公式化；二、公開考試

中藝術評賞與創作掛勾；三、藝術評賞安排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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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所提出的意見，能影響著整個香港藝術教育

的系統。

本文嘗試以Pierre Bourdieu（皮耶•布爾迪厄）

所提出的社會學模式，分析香港新高中視藝考評

改革場域的進程中，了解控制體系的人，當中隱

藏著那些符號、資本及權力的爭奪。並如何利用

通過「生產」、「再生產」，在考評的體制維持

自身所期望及利益，藉此喚起教師重新認知作為

持份者在藝術教育應擔當的角色。

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符號權

力理論」

符號權力理論的意涵

Pierre Bourdieu（1930-2002）是法國社會學

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被稱為「許多人心

目中的當代知名學者」，他開創了不少新的

分析模式，旨在揭示社會不同場域中的動態

權力關係，當中以符號權力理論最廣為人認

識。Bourdieu提出的符號權力理論，以「象

徵」符號的概念作為傳播者傳播訊息的核心手

段。Cassirer（凱西勒，1994）認為人類所有

文化領域的教育及發展，都有賴於符號化的思維

及行為傳遞模式才得以承傳。群眾接受訊息的原

則，一般是建基於集體慣習或約定俗成的「想法

及論述」（Saussure（索緒爾），1980）。

習性、場域和資本

從Bourdieu的角度，符號更具有不同面向的

意義。符號更是一種權力實踐的技術工具；也

能實現尊重及認同等層面上的價值（章興鳴，

2008）。如誘導持份者尊重及認同體制所推行的

政策。「支配階級」會將強制的「符號權力」進

行隱飾、喬裝及美化，藉不斷的再複製及時間

的累積，讓它更能成為合法而被認可的運作模

式（布爾迪厄，2011）。習性、場域和資本是

「符號權力理論」施行手段的三種最基本元素，

也構成了社會學「反思三重奏」的重要方向（向

異之，2007、裴仁偉，2001）。

「支配階級」善於隱飾、喬裝及美化所

隱藏的「符號權力」

新高中考評政策的決策單位，就彷如「符號權

力」的「文化再製」理論一樣，場域中的支配階

級不顧社會其他階級（持份者、專家及學者）的

意向，如有關當局對立法會的質詢、老師的示威

抗議、研究報告、關注小組所提出的訴求、報章

的專題報導、學術論文的分析等都好像「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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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只把它們所刻意注入場域中的象徵和意義

體系（考評政策），強加於場域的受眾之中。有

關當局舉行為數不少的工作坊，除負責人士外，

也安排支持政策的老師及學者出席分享。活動

本應是提供一個空間，讓制訂政策者與持份者有

專業交流的機會，但實際上，並未能提升參與者

專業的發展。持會者一般以正面及支持的態度示

人，令參與教師不小心失去警覺性下，就可能不

自覺地認同其論述的正當性，舉辦不同工作坊的

主要任務，是不斷的再複製當局的立場及觀點，

藉此延續他們所期望的意識形態（Bourdieu & 

Wacquant，1992）。

如在2013-14的文憑試工作坊中，考卷二（設

計）被認為安排失當，在五條考題中有九成多考

生選答當中兩題，其餘三題只有3-5%選答另外

三題。然而，在檢討會中，有關當局認為並沒有

考卷設計失當的問題，並不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有學者指出視藝科在新高中學制相對於舊

制的「會考」及「高考」獲A比率極低，這不合

理的評分比例，是引發學生退科潮的重要因素之

一。有關當局未就問題認真檢討，「喬裝及美

化」的公關手法並未能為考評的專業的發展帶來

任何益處。

「資本」的意涵

Bourdieu提出「象徵性暴力」的資本概念可分為

四種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或

稱為符號資本）及社會資本（高宣揚，2002；

林克雷、李全生，2007）：經濟資本是作為對

經濟資源（錢、財物）的擁有；文化資本是指人

的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素養、品味及體

制化的狀態；象徵或稱為符號資本是指運用符號

使各種層次上的佔有合法化；社會資本就是指

社羣的關係。不同的資本可進行轉換（布爾迪

厄，2002）。行動者可以利用四項中其中一項

資本作為實踐的成本，最後轉化為所期望的資

本類別。在場域內存在競爭的邏輯就是資本的邏

輯，資本是場域活動競爭的目標，資本也是競爭

的手段（林克雷、李全生，2007）。

在視藝教育的體系中以文化資本競爭的

手段

在教育的體系中，經濟資本一般指教學團體受到

某些機構資助，在接受具體利益的前提下，彼此

由經濟資本慢慢建立成社會資本中的社羣關係。

在實際上，若資助機構有任何缺失，教育機構能

夠做到學術自主，以持平的態度敢於批評是非常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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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高中的考評的情境中，有關當局最需要獲取

持份者的支持。在「群體上的資源、關係、影響

與扶持的網絡」獲取益處，並作為掌控的工具，

是至為重要的競爭手段（高宣揚，2002）。

藉文化資本建立起堅固的防禦網絡（林克雷、

李全生，2007）。「符號權力理論」的使用者

善於利用社群感染及名利慾望的心態，以給予體

制中的專家、顧問、委員及講座嘉賓等的名銜作

回饋而已，讓文化資本轉化為社羣關係的社會資

本，才是有關當局最終目標。部份老師因此成為

體制的支持者，他們並不全面考量不同持份者的

需要及顧慮，以及考量如何達至健全普及藝術與

創意的發展。他們在會議、座談會或分享會中，

主要擔當支持體制的角色，成為體制認可的「扶

持網絡」。

「場域」的意涵

場域主要是探討行動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關係

（Bourdieu & Wacquant，1992）。場域的靈魂

是貫穿於社會關係中力量比拼下緊張的狀態。這

也是一個進行各種力量轉換及保持競爭的場域

（布爾迪厄，2002）。

場域中常保持競爭的狀態

對敢於嘗試當代藝術風格的年青藝術創作者而

言，能將作品進佔國家級展覽館也許是難以實現

的期望，但也有不少創作者不甘於屈服封閉的象

牙塔制度，提出質疑及反動，這種現象反成為推

動文化改革的內在動力。不少視藝教師期待在體

系中獲出名聲及光環，因而附和體制的制度。但

也有不滿者勇於提出意見，致力改善考評制度中

的缺欠。但現實中，不少資深教師從參與民間美

術團體，有志於監察視藝教育體制，最終反被有

關當局邀請擔當具名聲的崗位，他們的意見從批

判轉變為對官方的政策護航。這正是場域中力量

轉換及保持競爭的特徵。

以常規化及單調化控制場域

Bourdieu以往揭發當代法國社會對現有文化

與教育秩序的維護，只為配合統治階級之利益

（鉷鎌德，2000）。支配階級為了確保「文化

宰製」的手段能達到階級期望的利益，文化產物

（藝術風格或教育政策）的變動被控制得非常緩

慢，甚至近乎停頓的狀態，也因此變得常規化及

單調化（沈遊振，2006）。

如在座談會中，全場以單向性的方式闡述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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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盡量減少即時互動的環節，「Q&A」

（問與答）只容許持份者將問題以書寫在字條方

式呈交，持會者可從中迴避挑釁性的問題，甚至

藉回覆欠缺挑戰性的問題，重複表述它們所持的

意識形態。曾有教師指出考評形式安排不當，有

關當局會以高中教師只是未適應考試為理由，為

已定立的制度作出護航。此外，也利用部份教師

已使用這考核形式進行教學，任何改動反過來會

產生不公平的現象作為辯護的理據。教師在場域

中經常處於被動狀態，即使勇於發問也未能獲取

任何恰當的回應。

「慣習」的意涵

慣習是指一個人內心思維框架的塑造過程，也

是一種內化及身體行為的過程；這是藉著觀察

外在環境來轉化個人主客觀、內外在關係的轉

換與中介的環節（邱天助，1998）。慣習和場

域之間有一種制約的關係，當中有兩方面的作

用：首先、場域型塑著慣習，慣習也型塑成場域

（布爾迪厄、華康得，2004；王樹生，2007）。

慣習的形成與影響

慣習的形成是指「支配階級」驅使行動者（教

師）以某種方式作出行動或反應，由此衍生一套

系統，並在持續的過程中，教師對自我作出判斷

及修正；教師的意識在特定的時空、文化制度，

以及社羣（教師們）的行為之中漸漸沉澱 ， 個

人意識被內化與象徵性結構化（布爾迪厄，

2002）。這方面對老師有兩方面明顯的影響：

干擾課程的設計

慣習成為控制及主導（或誘導）別人行為、

方向的領航者（布爾迪厄，2002；裴仁偉，

2001）。在高中考評制度中，校本評核相對文

憑試能獲取更多的認同，學生的創作能從技巧中

解放出來。但不少曾參與如何批改校本評核及文

憑試考卷的工作坊的教師，了解或「估計」到學

生在校本評核或文憑試中，若採用某種創作模式

或取向就能獲取較高的分數。在這極大的誘因

下，部份老師因而改變原有的教與學方法及信

念。資深老師批評這只是一種「學習公式化，用

套路答題」的教學（童傑，2013.4.29）。筆者

曾在交流中，了解到大學藝術教師也認為，視藝

科的文憑試的創作，甚至部份「研究工作簿」

（Research Workbook）的形式及作品風格有呈

然單一化的傾向。筆者曾以文章分析考評制度正

干擾課程的設計（陳國棟，2013）。當中以文

憑試的教學影響最為嚴重，影響學生多元創意

性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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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與藝術課程改革失動力

考評制度的檢討結果每每令人失望，朝向完善階

段的進展顯得微乎其微。如在不同相關的工作

坊，如教師對考卷評分的方式提出質疑。教師雖

嘗試反映意見，但總覺得不獲重視，令教師認為

個人無論發表意見與否，也未能帶來任何影響，

教師最終失去推動改革的信心及動力，從最近幾

次的工作坊，教師並沒有提出質詢，有出席的教

師表示：「有關當局又過一關」。這種態度也可

能已成為教師出席工作坊的慣習。

省思及建議

本文以Bourdieu「符號權力理論」旨在揭示新

高中視藝科改革背後可能隱藏運作意涵，期望讓

教師省思個人在建構視藝教育的教學或課程取向

中，有否受到任何外來因素所干擾。從上述的分

析有關當局主要以文化的資本換取建立起以持份

者作為堅固的防禦網絡。筆者曾寫文批評視覺藝

術科中期問卷調查簡介會中講者的表現，「最令

人不安的是講員被認為以誘導性方法，嘗試游

說教師在問卷調查中「放軟手腳」（讓他們過

關）」（陳國棟，2014）。

在不同的工作坊中，不斷型塑著教師慣習：第

一、讓教師深信制度不容改變；第二、跟從他們

的評核方式。不斷利用「生產」、「再生產」保

持支配的角色。無論教師本身屬於那一種藝術的

價值及課程取向，促使視藝教育及考評制度步向

更專業，藉視藝教育提升香港整體公民藝術及文

化的水平，肯定是責無旁貸。若教師輕視自己角

色的重要性，請不要忘記剛於德國舉行的「推倒

柏林圍牆25周年」紀念活動中，設置在柏林圍

牆的舊址，被放飛的數以千計的白色氣球，正象

徵圍牆能倒下是人民團結力量所導致。有關當局

曾明確指出，新高中視藝考評檢討的問卷調查數

據及回應，是進行考卷會否重新修正極為重要的

參考因素。現今的社會，只要持份者的人數眾多

可能比專家的角色更具影響力。教師可能未必有

足夠空間撰寫文章、進行研究、參與討論或上街

示威，然而敢於在考評檢討的問卷及咨詢中，提

出個人對視藝考評改革的訴求，若能集合眾人的

力量，「薄如紙張的白色氣球」只要數量眾多，

也可將堅固的圍牆推倒下來。

藝術教育的發展是有賴每一位具自覺性教師的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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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以法國思想家Pierre Bourdieu的理論拆解當今香港藝術教育圈複雜的權力關係，

教我們看得見從老師、學校、到政府之間的權力轉化，藉此鞏固現存制度，無視老師的

要求。陳老師打從開始的第一段已提醒教師們要改革現存不完善制度，必須「有賴每一

位具自覺性教師的參予」。文章首尾呼應，無非想鼓勵老師們在今日香港這個充滿「無

力感」的氛圍，重新振作團結，為教育改革發聲，真是用心良苦。

楊秀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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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瑩
經歷了十多年執教鞭的生涯，有幸見證了十年視藝科的多次改制，仍堅信：「師者，傳道授業解

惑」，教師的素質和專業知識、學養、堅持才是教改成敗的關鍵。教育不獨是一份職業，而是一份

專業且具血肉的良知天職。身處價值觀扭曲和急功近利的世代，只望通過微薄的力量為下一代有心

在藝術道路上求索者鋪砌合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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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學會學習，2003）。要讀學生「認識

藝術情境」和「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2003

年課程發展議會建議的評賞五層面：表象描述、

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和價值判斷。可

見課程推行不定，又因為視藝科評估不普及，評

估成績不一定影響學生的成續（香港美術協會

1997年文集），建議用持續性評估（Formative 

Assessment）和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作評估。「藝術評賞」3是視藝科

的學習範疇，但一直不受重視，發展停滯不前。

有見及此，讓程自2004年起引用作品集，持續

評估（ Formative assessment ）讀學生可以多

方面嘗試媒介和表現方法，結合多元思維，為自

己建構最適切的創作和表達模式，建構主義被提

出。然而自2003年後，無論在中學會考科或高

級程度會考科中都刻意保留和發展兩方面，以逐

步銜接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評賞卷，這方面卻鮮有

人提出。

藝術評賞的定義和種類

藝術批評（ art criticism ）的「criticism」是從

希臘文「κρινειν」而來，其意為區別、

分辨或識辨，而後來亦包括「判斷」之意，藝

術史如作品之分析，作品意涵之解釋，作品對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藝術評賞卷的反思
劉瑩
2013年

香港高中視覺藝術教育課程中越來越重視藝術

評賞，近年來相關的討論不絕，普遍由於感到

「藝術評賞」卷內容難於評核和教授，部份教

師則望取消此卷，甚至在多次會議中有教師提

到要以「默書」方式教育學生，究其原因是決

策沒有仔細聽取專家意見，混淆了「藝術欣賞」

和「藝術評賞」的定義，並在中、外各云云五千

年無垠的「藝術史」內容中，企圖考核不足十八

歲的少年「藝術評賞」能力，最荒謬的是可以開

書考核，簡直是先將少年們的記憶力和分析力抬

至「超人高位」後再恥笑他們的「低能」，令前

線師生「精神分裂」。本文希望再以釐清「藝術

欣賞」和「藝術評賞」的定義1為首，繼以參照

七年內會考和高考美術史考核法和課程結構，提

議執政者勿再為彌補課程不足而犧牲本科的專業

性。

課改前，教育署已在60年代卻強化藝術評賞，

但要到80年代美國美術改革成潮2後才開始落

實，1981年帶出美術評賞的元素引入的重要。

也就是受美國DBAE影響。但卻又未見於1995年

課程綱要中提及美術評賞的課程發展要求，重視

創作及美術史，以學科為中心。課改後，美術評

賞課程指引中提及：透過美術評賞藝術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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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之影響等，藝術批評是對作品優劣及價值做

一判斷。藝術批評對象非常廣泛，從藝術家、藝

術作品及其分析，以至藝術思潮，是理性的思

辨，也是教育局向來期望香港高中生據有的批判

思維（Critical thinking）。在中國文化中，藝術

科擔當審美功能，也就是「欣賞4」功能，但純

粹的「藝術欣賞」太流於主觀和歌頌式，我們所

熟悉的唐代畫評《歷代名畫記》對藝術家及其

作品也有褒眨，明白藝評應盡可能客觀。「藝術

欣賞」既是主觀，則不宜分高下，更不宜作評

核。俄國詩人普希金會指出：「批評是科學的，

批評揭示文學藝術作品的美和缺點的科學，是一

種洞察過去，啟發未來的禮物」5。台灣學者謝

東山和國內學者孫津（2006）認為欣賞不需明

晰的概念，但欣賞者必須能夠轉換對象的感覺

成語言，欣賞才在藝術活動中得到確證。欣賞和

批評是同時產生的。香港學者也認同藝術欣賞憑

藉判斷和個人品味，研究的是個人對特定藝術作

品的反應。藝術評論則嘗試從更客觀的角度研究

藝術作品或藝術運動。因此，藝評人作評論時，

除了憑藉藝術作品本身，還要依賴作品以外的許

多因素。評（Criticism）、賞（Appreciation）

根本有差異（黎明海，2002）。前者通過分辨

作品各組成元素（單獨和整體關係）作出價值判

斷和有系統地處理詮釋和評價；後者則一般不

須明晰概念，頗主觀。欣賞時，可自由地、須

從我們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往往陶醉忘

我。「批評」必須是要「評而有識見、評而有

指向」（黎明海，1997），韋一空也認為「需

要觀賞者理解到藝術作品在不同情境下會產生不

同意義。因此學生在評賞藝術作品或現象時，宜

探討有可能影響產生該藝術作品/現象的歷史情

境……一旦了解到作品的相關歷史情境及創作原

因，就可以探討自己為何喜歡或者不喜歡該件作

品。不論喜愛或憎惡，只有在有論據的支持下，

才能成為藝術評賞。」（韋一空，2009）。

在2005年至2009年本港會考曾用一個較接

近 「 藝 術 評 賞 」 的 詞 彙 「 藝 術 史 與 評 賞 」

（是選考的即場三小時卷），英文名為「Art 

history and criticism」。本人認為此名用得最

恰當，因為藝術批評方法眾多，以 美 國 學 者

Feldman（1994）把藝評分九種：（一）環

境或情境論（contextualism）﹕藝術作品背後

均和特殊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寫背景有關；

（二）馬克思主義（Maxism）：藝術意義反映

社會現實生活，反對資本主義的藝術觀，視藝術

為人民服務之物；（三）佛洛依德學派與心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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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Freudianism and psy-choanalysis）：藝術

所關注的焦點，於作者內在的、隱藏的符號

世界、衝突與壓抑的潛意識；（四）現象學

（phenomenology）：透過藝評者對作品感

知評論和判斷，作出意義詮釋；（五）符號學

（semiotics）：藝評作品均由符號（sign）、意

符 （ s i g n i f i e r ） 和 意 旨 （ s i g n i f i e d ） 三 者

構 成 真 象 徵 性 文 化 含 義 ； （ 六 ） 女 性 主 義

（feminism）：反抗父權壓迫和尋找女性自主定

位的觀點，對藝術作品作評論；（七）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藉語言學的分析，重新尋找

藝術作品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型態、社會文化結構

和價值體；（八）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

強調去中心、去主體和開放文本的詮釋策略；

（九）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lsm）：多元化

的文化主義，反對現代主義的二元分立觀念，重

藝術意義詮釋和不確定的意義結構。

藝術批評家/評論家運用哲學、社會學、倫理

學、心理學、語言學、歷史、美學、藝術史、

藝術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對藝術作品和藝術現

象進行分析與研究，比較、歸納、判斷、推理、

綜合和評價。藝術家、藝術品和觀眾三者互動而

更新創作。藝術史的驗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的習史精神，當然要具科學辨證態度，也因不同

時代衍生的方向審美觀念和因而產生不同的批評

角度，更是美學思維的更生。理論家王爾德在

《批評家就是藝術家》（The Critic as Artist）

中，藝術批評是「記述自己神魂在傑作中的游

涉」，中國藝評書也常有「神遊」，或「神入」

（empathize）意識。

其系統之龐大及方法之眾多，非一個高中老師及

學生所能應付，故參照高級程度會考美術史卷應

是最易入手。並且要有清晰可選的年代供學生學

習。

藝術評賞與創作關係

另一方面，讓學生深入瞭解藝術創作的過程，所

需經歷的思維和探討，而後運用創意和媒介及技

巧，從別人的作品意念，找出個人連繫。可以是

個人生活經驗，也可以是情境文化、政治或社會

議題。但我必需聲明不代表必然形式、形象和色

彩與評審作品有關，也可以是作品背後的理念和

動機。而當藝術評賞者認真地瞭解了藝術創作者

的創作背景、經歷、過程和作品構成則如經歷了

如創作者同等的創作過程，這必然有助自己將來

創作，也能改善作品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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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實 黎 明 海 博 士 在 1 9 9 7 年 出 版 的 《 藝 展 視

談──西方繪畫新精神》也說明藝術評賞應該是

一種「經驗」的內在修養而向外形諸於創作或其

他形式的表現。當然「文字」表述是其他表現形

式的其中一項。正如福林堡稱：「現代主義的

藝術必須以藝術引發藝術」（Modernism used 

art to call attention to art；又說：「藝術批評

是一種實踐而非理論」（art criticism has been 

altogether a question of and never a topic of 

theory）（Greenberg，1960）。

香港中學會考視覺藝術科藝術史與評賞

卷演變

自70年代視覺藝術科長久以來都以即場考核兩

卷方式進行。每卷考3小時，各佔50%。80年代

共有7卷，選兩卷考核，各佔50%。當中有中國

美術史與西洋美術史，都以歷史背誦為主，並無

太多個人批判，考卷極少比較題，也可選兩段時

期讀，概論只一題，注意並非開書考試。90年

代亦如是。

及至2005年有所改變，考兩卷及交作品集4件

（每件作品附簡單4頁A4紙解釋發展過程）兩

卷各佔35%，校本評核佔30%，2007年會考，

一改自80年代已有的會考美術科中「中/西美術

史」（Chinese / Western Art history)。美術史

正式改為「美術史與評賞」（Art history and 

criticism)卷，綜合中、西藝術史和當代流行文

化，一般出題是一古一今比對題，兩者皆有極

類似的創作媒介或造型或理念，同學可容易掌握

兩者異同，已為開書考試。2006年會考視覺藝

術科更除去中國書法、西洋書法、課程習作和

會考陶藝科。各學生可只須考此卷及交作品集7

件。2009年學生可只考此卷及交作品集6件及並

開第一年的「藝術史與藝術評賞」選修卷，這明

顯是要銜接新高中課程，因為一方面可方便推動

視覺文化，另一方面，可嘗試擬題方式，漸推向

新高中課程。然而第一年只有6位考生考此卷，

翌年只有8位，第三年只有4位，最後一年約10

人。那麼少人報考，甚至連研究香港視覺藝術課

程專員也不知道有此卷。幸運的，首三年敝校皆

有學生報考，讓我有機會見證著該卷的演變。也

令我明白喜歡美術的同學也不是絕對只好創作，

正如以往每年修讀高級程度會考的視藝學生（敝

校沒正式課堂予學生，只在課餘隨我上課），我

都要求他們選讀美術史，因這才是一科理論與

實踐並重的專科，是不可取代的一科。並學會

放眼世界。2010年會考，美術史正式改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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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為必考卷，另交兩組作品作為校本評核作

品集，共6件作品及2本發展歷程簿。（二年後

改為4件及一本發展歷程簿續）當中反映了甚麼

呢？考卷全是比較圖，題目越來越多當代流行文

化和當代藝術作品，少美術史背誦內容，也少了

許多歷代經典大師之作。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下一

代已不需要經典了，在後現代的世界也許無可厚

非，但後現代的問題及無準則又是否我們要反省

的呢？如果經過幾百年以至上千年的歷史洗禮的

可屹立不倒的審美觀，又是否在我們手上可摧毀

呢？我明白每位觀者看一件藝術作品時可有不同

的詮釋，但總不能無史實依據，我們應該學會尊

重歷史，故要考究，要還原歷史史實，不然請教

育局將中、西史科與我們本科歷史部份全除吧！

環顧當代最感動我們的不正是勇於面對個人歷

史、時代和文化歷史的作品嗎？

當然，我不敢說我們一般的中學視覺藝術科教師

皆有能力和信心教好藝術史，這只可說是師資培

訓的問題，也不可說學生能力不及，這可以仿高

級程度會考般將藝術史分段選考，總不能讀本科

專業淪為「看圖作文」6，甚至可開書考試，完

全是污辱了我們學生們的智慧。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視覺藝術科藝術史卷

演變

相對會考，高級程度會考視覺藝術科的變動很

少，自80代已幾乎沒大變動。只是將中國美術史

和西洋美術史合在一起，同一份卷，六題自選兩

題，加一題概論。到90年代尾才分中國美術史和

西洋美術史，及至2003年再略調自巴洛克到印

象派為斷代中期，印象派後到80年代為現代藝

術。這行徑原因很簡單，就是「現代歷史」加長

了。觀乎美術史的出題方法，我們不難發現，是

歷史為重、綜合分析要求較少，只有概論，如：

你為何要研習美術史？比較題也是概論歷史部份

的一題，為圖片題，都是跨年代的圖像。

將來新高中課程傾向會考制的擬題方法，對學生

要求記誦、學習尊重歷史和前人創作的心態、歸

納分析的目的似乎被當下情境覆蓋了，助長了學

生自我中心、不懂尊重不同文化的封閉思想。

香港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考試

將來高中視覺藝術科評賞主導創作可能衍生的問

題：視藝科變成歷史研讀。學生要對藝術家的生平

有基本的認識，但不是研讀整個藝術史，因為視

藝科不是歷史科，應以鼓勵學生創作為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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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學文憑考試指引上說明中四至中六課程理

念，例如在藝術評賞時，學生將自己對藝術作品

的感覺和思想轉化成語言文字，幫助詮釋視覺藝

術以及讓別人明白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在藝術評

賞時所運用的語言技能，亦會提升學生在其他科

目的學習。藝術創作和評賞的知識與技能，及藝

術評賞的寫作，與語文科的學習互相配合，有助

學生在藝術行政、比較文學、劇本和創意寫作、

藝術評論和大眾傳播媒體等方面的發展……學

習目標：發展技能的過程「在創作、描述和表達

藝術意念的過程中，學生可以發展語言描述、分

析、溝通及對話的技巧，並培養自己不斷探索和

試驗的正面態度」（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2006）。

有同工擔心在藝術創作部分也是由評賞主導，

可能扼殺了學生創作的空間﹔另外亦因過分重

視「文字」功夫，恐怕藝術被文字主導了。而

藝術教育變成考試導向時，學生就會失去學習的

興趣，本人認為只要做過考評及評核局的Pilot和

觀察這三年會者「藝術史與評賞」卷之變化，

我們就明白不可能及高級程度會考視覺藝術科要

求文憑試畢業生，答題文字要求也不算高，故其

深度基本上融合中五繪畫卷和藝術評賞卷或設計

卷和藝術評卷。要知道藝術創作和評賞的知識與

技能，及藝術評賞的寫作，與語文科的學習互相

配合，有助學生在藝術行政、比較文學、劇本和

創意寫作、藝術評論和大眾傳播媒體等方面的發

展。當年中五考「藝術史與評賞」卷取優等的學

生就有當藝術教師（也秉承教育學生藝術史）和

另一位則剛去英國讀政治和傳媒，將來期望做編

輯和排版，也帶領少數族裔繪畫。

結合高中學生心智發展

高中學生正處於進成人階段的前奏，具有「青

年」的典型特徵，他們的個人自主性、獨立性

漸趨成熟，對身邊事物具質疑、批判精神，探究

學習正合於其學習需要。Anderson（1995）跨

文化評論模式以1988年教育藝術批評為七個階

段：反應、表象分析、形式分析、形式描寫、詮

釋、情境審視和綜合。2003年教改，簡化歷史

見解，提出表象描述、整體感覺、形式分析、意

義詮釋和價值判斷，以學科（DBAE）7和學生為

中心，只要教師引導學生得宜，讓學生明白由淺

入深，連繫到當時藝術家生平和身處情境，再而

如何深化成個人創作，這種獨立省思態度正切合

高中學生的成長期，學習怎會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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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Smith8堅持建立一個「經驗藝術之脈絡架

構」。他認為審美評價（aesthetic valuing）

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特性。卓越課程應將藝術

當一人文科學研究：創造（creation）、溝通

（communication）、傳承（continuity）與批

評（criticism）等與審美學習產生關聯。培養學

生反省知覺力（a reflective percipience）。

Bloom（2001）的理論將人之學習認知分為記

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和創作9。故有必

要在高中教授藝術各形式與風格和加強評賞。教

師必須適當引導學生探求學習意義，方能激發其

內在動機。讓他們明白嚴肅的批評家所更關心的

不是自我表現，而是建立正確的評價標準，用它

來準確地觀察事物，反對文藝上的商品化傾向。

情感、態度、價值觀必須有機地滲透到美術課程

教學內容中去，並有意識地貫穿於美術教學過程

中，使其成為美術課程教學的內容。人的理想、

意願、情感、意志、價值、道德、尊嚴、個性、

教養、生存狀態、智慧、美、愛、自由等人文特

徵都蘊涵於不同歷史、不同國度的藝術家所創造

的藝術作品中。通過藝術教育，我們可以有效地

形成和發展學生的人文意識。因此，人文特徵應

該是美術課程的基本性質。在美術課程中，經

典美術作品的欣賞、分析和評價是一項重要的

教學內容。培養學生的情感世界，使之變得豐

富、細膩。

省思與結論

魯迅曾說：「同是一部《紅樓夢》，就因讀者的

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

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

見宮閹秘事。」這裡，讀者的「眼光」，指的就

是「批評標準」，它對藝術價值具有決定性。

西方學者也認為「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

雷特。」藝術品既是欣賞和評賞的對象，欣賞和

評賞又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喜愛藝術的大眾。這是

由於卓越的作品可以激起大眾的審美關懷，再引

起評賞文章出現，影響更多觀眾或創造出懂得藝

術和喜愛藝術的大眾。一般觀眾所能理解的或是

文字，而我們學習藝術的應該要有與他人分享之

心，用文字創作和藝術品創作，將人文歷史中精

華與眾同樂。藝術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全民藝術生

活的培育，因此也是精神生活的提高，全民藝術

的社會自然會培養天才；也只有這樣的社會才能

培育出真正的天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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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賞會成就對藝術作品作出客觀、理性和批

判思考的能力﹔透過觀察和直接感受及一定的形

式、步驟（描述、感受、分析、詮釋和判斷，教

育局也認定這評賞方式，非單純的欣賞方式）而

衍生美感價值。

為免觀者以為我力主文本或語文可取代藝術創

作，最後我想用一位學生的例子道明藝術評賞的

首要是有藝術品可「賞」，而批評或讚揚的目的

也是推動藝術創作，為人數的文化歷史作貢獻。

這位學生中五時語文科不合格，一般語文教師也

認為不奇怪，但我開高級程度美術科予他，令他

可以回校繼續研習藝術，在語文方面他確不可能

突飛猛進，但沒想到高級程度美術史卷他竟高分

過以往兩科語文取甲等的美術科學生。還說明了

甚麼？只要答題「言之有物」或學習到分析、批

判精神，語文能力高低不是本科專業最看重的，

他將來還打算投身藝術行政行業。我奇怪為何以

往高級程度美術科和會考都能做到的藝術教育，

在如今的制度下竟要此類學生成為犧牲品！

相關內容在黎明海：《情境導向的藝術評論與教學》（香港，香港教育學院，2007年）﹔黎明海、譚祥安、劉欽棟：《藝
術欣賞、批評與教育》（香港，香港教育學院學術出版社，2001年）﹔譚祥安編：《從展覽到教室——博物館與藝術教育》
（香港：香港教育學院藝學術出版社，2004年）。三本書已作討論。
1962年，Manuel Barkan感於藝術史及藝術評賞被忽略，故撰Transition in Art Educa tion：Charging Conceptions of 
Curriculum and Theory「美術教育的轉遞：改變中的課程理論和觀念」1970年代，Edmund Feldman、Eillol Eisner、Laura 
Chapman等紛紛倡議把藝術史教學納入美術課程內，成為學科為本的美育重要一環 DBAE。80年美國美術教育起革命，吉蒂
藝術敏育中心（Getty Center for Education in Art）力推「學科為本」的美術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DBAE）
強調美術科最重要由：美學、美術創作、美術評鑑、美術史組成。古力（Greor,1984,1987）提出美學（aesthetics）、美術
批評（art criticism）、美術史（art history）和美術創作（art production）應為學習美術的基礎。他認為學生應能夠運用認
知與個人的體會去評鑑藝術品，及以視覺形式去欣賞他們所處的環境 （Brandt,1988）。
（美術史的教學/藝術評賞）都只是解決問題方法的探究與理論實踐鋪陳，每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是千百回個答案的其中
一個﹔並無絕對性故此美術史的教學（藝術評賞）並不只在陳述現象、事件、理念的轉替，而是藉現象、理念、事件、重整

參考資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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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激發深化解決問題可能性的思考，最後融己之意，整合創造，這才是美術史（藝術評賞）教學的意義正當我們滿足於
學生如數家珍的辨認有關美術畫作/畫家特色之餘﹔大概也是反省我們美術史（藝術評賞）教學的實質意義的時候了。「評」
要求較強的學術基礎和邏輯分析能力，在解拆和重組視覺和應用中，必須有一己的見地和心得，並且能夠在評論之後作出具
體的改進建議，使該作品或藝術意念有更精進的推展。而「賞」則貴乎一己的真情投入，在無序或無目的的隨意觀賞中，感
應作品的動人處﹔過程可以是直接的、主觀的，結果可以是文字表述的讚歎，手舞足蹈的跳躍，甚或是陶醉忘我的無言都是
「欣賞」的個人體驗。（黎明海，1996）
欣賞解釋（辭海）領略，玩賞。陶潛（移居）詩：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王美艷：《藝術批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黃葉蘭：《視覺藝術科的「課堂學習研究」學與教的新文化，2006年》。

 

心理學 

科學 
哲學 

科技 人類學 
社會學 

經濟學 

博物館館長 

歷史學家 

教育家 
總監 

管理員 

出版商 

美學家 

註冊員 

批評家 

藝術家 

課程寫作家 

經銷商 

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技能與過程

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 認識藝術的情境

摘自Hurwitz & Day：《學科本位藝術教育互相關係圖，2001年》。
教統局即現教育局在2003年出版的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中，確認藝術評賞是視藝課程中——大範疇：「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技能與過程」、「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認識藝術的情境」。由於藝術評賞在課改中變得更重要，而且在未來 
334學制改革中亦是新高中課程重要的考核部分。因此藝術評賞是近年中、小學視藝科老師極關注的教學部分，來裝備同學面
對將來新高中課程的藝術評核要求。
1995年起並通過審美教育學得：
（一）知覺審美品質——幼稚團至三年級﹔
（二）發展知覺之靈巧（perceptual finesse）——四至六年級﹔
（三）獲得藝術史之觀念——七至九年級﹔
（四）培養範作之鑑賞力——十至十一年級﹔以及
（五）精鍊批判思考——十二年級。
曾作相關兒童藝術發展的研究學者：
德國苛幸斯泰納（G.Kerschensteiner）1905，兒童藝術發展過程為：塗鴉階段、圖式階段、對線條及形狀萌芽出感情階段、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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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廓寫實階段、知性寫實階段、形狀與明暗的寫實階段﹔
法國呂珪（G.H.Luguet）1927：塗鴉階段、偶然性寫實階段、不完全寫實階段、知性寫實階段、視覺寫實階段﹔
德國布弗萊德勒（W.Pleiderer）1930：塗鴉階段、虛構的符號階段、概念畫階段、線形畫階段、彩色空間畫階段﹔
挪威英格（Helga Eng）1957：塗鴉階段、圖式畫階段、平面畫階段、線形與線空間畫階段、抽象性表現主義階段、自然主
義的繪畫階段﹔
奧地利裔美國人樓文佛（V.Lowenfeld）1947：塗鴉階段、圖式畫前階段、圖式畫階段、寫實傾向的萌芽階段、擬似寫實的
階段、決定階段﹔
美國人艾斯納（E.W.Eisner）1972：機能性快感期、圖式記述期、再現（寫實）期、美感表現期﹔
美國人布戛德納（H.Gardner）1981：嬰兒知覺期、符號認知期、寫實主義高峰期、寫實主義的瓦解與美感的萌芽期、美感
認知的決定期﹔
美國人豪森（A.Housen）1983：點敘的觀賞者階段、建構的觀賞者階段、分類的觀賞者階段、詮釋的觀賞者階段、再創的觀
賞者階段﹔
美國人帕遜斯（M.J.Parsons）1987：偏愛期（favoritism）、美與寫實期（beauty and realism)、表現期（expressiveness）、
風格與形式期（style and form）、自律期（autonomy） 。



147

視
藝
教
育
在
前
綫

對於新高中的情況，我反覆思考課程問題，總不認為錯在美術史和作品集的數量，最大

問題在於教育局如何看待每科的專業性和整個教育改革理念的依據。如果我們相信每科

有其特定評核法和專科特性，我們不致於以四個核心科作準則，裁定所有學生的升學能

力及其他科的能力？如果我們相信香港是自由和多智元的社會，教改中「多元智能」理

念不致只成口號？

由於這年太忙，未及將以下三大反思化為完整文章，望有心人細閱（http：//www.

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HKDSE_SRR_A4_Booklet_Jun2011.pdf）及

想以下問題：

1）何謂「水平參照」？

 2）專家是否清楚及關心中學情況？

 

3）Statistic format才是最終影響百分比的關鍵，而且是VA整體考生CORE（L.S. and

不只是本科Rubis 參照，但是與 PART A其他科參照，亦是CORE關係。全港選修視

藝科學生整體CORE能力，才是影響percentage 關鍵？

「專家」是否緊密關注及了解十年本科改革的每一步驟？在捍衛本科專業是否勇於提

  出「專家判斷」？「考評局採用一套結合專家判斷和統計技術的方法。當中專家參考  

  統計模型的建議及其他參考資料，釐定最合適的臨界分數。」

Chin.）表現：「考評局會利用『組別能力指數』作為選修科目評級的參考。『組別

能力指數』是利用統計方法計算出的一組百分比，以得到一組建議臨界分數。對於

應考某選修科目的全體考生來說，他們在核心科目取得某等級的人數，會用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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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C
、N

E
、N

M
、N

L
分別代表科目X的考生應考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科的總人數；n
C
、n

E
、n

M
、n

L
分別代表應考某個科目X的

考生在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科四個核心科目中獲得某個

等級或以上（例如第3級或以上）的人數；b
C
、b

E
、b

M
、b

L
是把科目X的標準分與四個核

心科目的標準分作回歸分析，得出的回歸係數。計算出 P 的數值後，某個等級或以上（例

如第3級 或以上）的建議臨界分數為科目 X 分數的 1-P 百分位點。」

「『組別能力指數』基本上可視作一組百分比，用作選修科目和應用學習科目評級的

參考。 計算某科目X某個等級或以上（例如第3級或以上）的組別能力指數 P 的公式如

下：

出該選修科目於相應等級的『組別能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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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強
劉老師，名字與某大導演一樣。可道中學任教超過20年，做視藝科主任超過20減1年。曾經當過

考評局會考視藝科科目委員會委員及主席，又做過藝發局審批員。現為視藝科校本評核屯門分區

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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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雕塑家和畫家，他只能算個建造者。」；

又例如著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曾發表「醫生們

可以掩埋掉他們的錯誤，但建築師不得不和他們

的錯誤生活在一起」。如此可見，有良好藝術修

養，有助提升學生個人的素質及要求。但當你以

視藝科作為選修科時，便要面對視覺藝術的考評

要求，亦須要面對現實，若你未能達到等級描述

內的要求，盡管你或老師覺得自己達標，你亦未

必能取得相應的等級。而若你希望只享受藝術帶

來的樂趣，對不起，你暫時亦要放下，好好應對

考評要求了。

對視藝科等級描述的評價

學生對藝術的認知、涵養及技巧，絕非三五七年

可練成，是需長年累月累積經驗加實踐換回來

的，你看當今世上在藝術創作有點成就的人士，

均經過歷練才有今下的成就。台灣著名時裝設計

師潘怡良曾經於一篇訪問中提及當她以為畢業便

可當設計師時，她實習階段的公司社長毫不客氣

的回答最少十年時間。

若以考評局提出的等級描述，來評價一些傑出藝

術家的作品水平，其所描述的理據其實頗為合

理；而以同樣的等級描述，去評價中學生的作品

點睇新制下的視藝科？
劉偉強
2014年

一個民族的藝術發展，與其民族的文明進步有着

重要關連。文明發展優良的民族，往往從遠古開

始，已懂得透過用圖像記事及與人溝通。隨着人

類文明的發展，思維能力的提高，令不同類型的

藝術創作得以運用並發揚光大。曾幾何時，學習

藝術只是香港中學生活的一個小章節。往往於中

三過後，學生便要與藝術畫上句號。很高興在新

高中學制下，學習藝術不再是一小撮人之專利，

每個學生從中一至中六均享有平等的學習機會。

如何安排多元化的藝術活動去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提升學生之個人素質，是現今作為視藝科老

師的重大責任。與此同時，在新高中學制下，亦

強調如何建立學生的評賞能力。透過安排學生參

與不同的藝術評賞活動，學生可以學習如何描述

作品、分析作品及詮釋意義等。加強學生的藝術

評賞能力，亦有助提升學生的表達及語文能力。

本人作為一個視藝科老師，當然希望每位同學都

能享受藝術的樂趣，亦期望學生以藝術創作作為

終身職業。但學習藝術，並不等如每個學生將來

都要從事藝術創作工作；擁有良好藝術修養，有

助建立對事物敏銳的觸覺、提升自我要求及力求

完美。如英國著名已故思想家John Ruskin之名

言：「建築師必定是偉大的雕塑家和畫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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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亦同樣合適。究竟當中學老師甚至評卷員在

評核學生的作品水平時，究竟是以一個高中學生

水平的尺度去量度或以專業創作人的水平去量度

呢？

這把尺，無可否認其描述是較舊制清晰，但老

師評價學生作品水平時，是通常建基於視藝老

師自己對美的一套觀念，少不免會按自己的認

知水平，套用在自己任教的中學生上，正面結果

可能令學生更追求卓越，負面結果是儘管學生很

努力，但因未達老師認同的水準時，最保險的只

能取得一個中庸的分數。可知藝術創作沒有對與

錯，但在視覺藝術中的評分表上的第五分，觀念

上其分數等同作品完美或接近完美。在沒有對與

錯的視覺藝術科來說，取這分數相對其他一些對

錯有明顯答案的學科，往往面對有較大的風險及

容易被質疑。這情況是否經已反映在過往數年的

HKDSE公開考試成績？考獲視藝科的第五級或

以上的百分比，明顯落後於一些數理科，而考獲

第二、三級的成績則相約？始終視藝的評分，少

不免帶有主觀性成份，若硬要將視藝學生的成績

睇齊於其他較客觀評分的學科成績，而引致本科

考獲高等級的百份比出現明顯差距，這是否對本

科不公呢？

雖然這純是數據上的分析，但可知當投資在視藝

科的時間與其他學科的時間相差無幾時，這百分

比的差距會令一些有志於藝術創作上發展的學生

卻步。再加上升讀大專院校藝術設計相關的科目

時，原來不一定要修讀視藝科的，更令人懷疑視

藝科的重要性了。

對學習時數評價

選修科在新高中學制所佔的教學時數約10%，

270小時，若不計算學生願意花費的額外時間進

行 SBA，270小時要教導學生學習評賞、認識歷

史、不同的創作媒介、創作過程、應付考試等

等，還算緊緊足夠，但若學生將部份課堂時間做

SBA，就出現很多學生只顧應付SBA，忽略了公

開考試的磨練，其實這情況很多視藝老師已多次

於不同場合反映，包括最近的問卷簡介會。真心

希望請教育局的專家，請認真計算學習時數，能

否足夠應付你們期望的新高中視藝課程的要求。

若以教授設計評賞需要時計算，內容包括色彩、

字體、構圖、設計意念、媒介、美術史、格式

塔心理學等等，以每課題最少兩課加兩課實習，

時間已佔去約五分一課時，就算將所有評賞元素

融合一起來教，需要時間亦不會大大減少，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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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評賞亦需要經驗累積上來。餘下的時間便是

學習應付SBA及考卷；接觸不同的創作媒介及實

習，還可能定期參與比賽及參觀活動，時間的緊

迫其實有數得計。

大家要明白高中學生修讀視藝外，還最少有四個

核心主科要應付，部份主科亦有校本評核需要應

付，若修視藝的學生願意於課堂後應付完不同的

補課、補習後，還有精力時間製作作品，那些人

基本上晚晚不能有充足的睡眠時間了。

對於現階段要求的四個作品加一本工作簿的質與

量，本人參觀了不同的大專院校視覺藝術或設計

大學同學的畢業作品，觀其「質」是有一定的分

別，但觀其「量」，其實亦相差不遠。但大學生

應付畢業作品時，多數有不少於半年時間，及該

半年基本上只用來應付畢業作品。高中學生又如

何？若以中五開始應付SBA計數，他們有年半時

間，但理論上他們最多應只可投放約五分一時間

於視藝選修科上。為補回時間上的不足，可見的

方法便是老師與學生每到長假期便要朝九晚五的

回校度過了。

對公開考試安排評價

既然確信校本評核已可反映學生的創作與評賞能

力，而在考評角度是亦以信任學校老師的評核為

先，是否有必要再於公開考試中再一次去考核學

生，只用來對照或核實學生的能力？需知，4小

時的考核包括評賞及創作，還要小心翼翼應對不

同的考核指標，一不小心，隨時一命嗚呼，其難

度之大，作為曾任教A-Level視藝的老師，都覺

其難度遠遠的超過A-Level視藝科的要求。各位

資深教育官員，有否試過親身落場考一次，去體

會一下自己的能力？

若然負責的專家曾提出現今HKDSE的難度，介

乎A-Level及HKCEE之間，考評局曾提出HKCEE

考獲A級，大約等如 HKDSE 的 Level 5。請各位

專家請好好檢視現階段的考核水平及最後出來的

成績，是否真真正正反映出現今HKDSE的視藝

科深淺度？是否難度過深，影響了過往幾年考出

來的成績與A-Level及HKCEE均有明顯的分野。

再評創作上的主次關係，作為創作人，多以探索

主題為先，再輔以一些資料搜集去backup，再

深化創作。但觀乎現在考評要求之奇怪，以評賞

為先，再以創作回應，是否本末倒置？或結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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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誤導學生只學懂做copycat，或嚴重限制了學

生的創意？＊評賞是有其價值，但其本位在於支

援及深化，不應是創作的源頭，創作與評賞關係

亦不應作為創作卷中佔上五份之一的分數比重，

否則考生必然以評賞的作品作意念的出發點。什

麼是有深度的作品，探索主題後尋找合適的答案

是否比起必須參考既定的評賞作品，應更為重要

呢？ 

個人感受

套用某某法官在某某案件中說過：“you are well 

paid for this”。一向以來我既然是受薪的教

師，教育學生成材是天經地義，每每學生考得好

成績而多謝我，我總會回應，我應該多謝大家考

到咁好成績比我留紀念。

但新高中的視覺藝術科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幾

屆文憑試放榜的結果，都未能及本校以往於會考

及A-Level的成績，作為一個有點經驗的視藝老

師，只覺對學生帶來歉意。如學生因自己不認真

而考不好成績，大家會接受；但學生在三年高中

的學習不斷經歷、學習及改善作品，而可能因考

試制度上的瑕疵或不公，只能考獲第三、第四級

（如這些學生在舊制下，按過往本校的成績，最

少獲HKCEE的「A」或A-Level的「B」級），

怎叫人不失望及如何推動有潛質的學生修讀視藝

科呢？若按本校學生投資於本科的時間及心血，

絕對不下於舊制HKCEE及A-Level或其他文法科

目，但可惜這幾年考出來的結果，遠遠不及舊制

會考及高考成績，是本校老師力有不逮，教學無

方，或是整個考評制度下，因要顧及追求無止境

的卓越要求，而忽略了實際的教學生態環境下的

限制呢？

＊ 按考評局新指引，2018之視藝科考試，評賞與創作關係將
    會脫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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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強老師的「點睇新制下的視藝科？」以前綫老師的經歷，道出老師在新制下教視藝

之「痛」與「苦」。痛心學生花了無盡心力來準備視藝考評，但考核成績強差人意，收

獲與付出不成正比。考評機制與課程改革的理念背道而馳，為師的苦不堪言，慨嘆新不

如舊。

梁志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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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加里
華英中學前美術及設計科教師。曾任教於多所中小學視覺藝術科。著作漫畫教學書籍兩本。曾獲電

腦多媒體、漫畫、動畫教學設計獎。於香港中學畢業後，赴加拿大完成預科。入讀於緬尼吐巴大學

藝術系，師從 Shiela Butler 等著名藝術家。專攻插畫研究。1980年以教務長名譽榜畢業。獲BFA

銜。後於加拿大及香港從事漫畫及平面設計創作數年。於八十年代中全職教學及創作。至今近三十

年。曾任考試局委員多年，參與中六美術公開試調卷員、評卷、面試評分員。曾獲選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出版統籌、副會長、書記等崗位。獲數間中小學邀請任教漫畫及手作課程、藝術評賞教學講座

講師、駐校藝術家等。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藝術科）、被委為指導實習教師的教學顧問。於

多所大專兼任教席。曾任香港理工學院插畫高級證書兼任講師。澳洲五龍崗大學教育碩士。啟發了

對教育哲學思考的興趣。著述多篇教學及學術評論文章。創立加里畫室。亞洲青年設計師協會顧

問。近年熱愛回歸傳統水彩繪描藝術、兒童學習心理和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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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為求自己方便，教育官僚（教育局和考評

局也是高薪的，但和前線教師比工作量就很不同

了。）仍沉迷於設限以過期教育的一套行政指令

來處理課程設計和公開考試，一直向錯誤方向走

下去。教育行政已被僵化，學生和教師對視覺藝

術科大失胃口。原因不只一個，我以資深視覺藝

術科教師的身分，分享一些看法。

本文目的，在建議改革視覺藝術科考試制度，由

現在的框架和不合理規定，放寬一些，理應設計

出可滿足不同需要的。我不主張革命性的改進，

例如取消本科或公開評估機制。要一步步地和後

現代的社會接軌，進化和優化之。

後現代教育，有一個很好的教育模型是「建構

主義」。這個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理論，很受

近幾十年各國教育學者和先進份子重視，尤其

是做資訊科技教育（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不是電腦科）的。現代（工廠式）

教育，是構建一間校園/班房（車間），單向和

填鴨式，好處是很有效率，但學生只是懂得服從

權威、背誦「真理」教義式課文（過期或錯誤資

料）、以記憶多少資料為要，缺乏（殖民地政府

處心積慮來壓抑）想像力，故不能獨立、創新和

藝術評賞和創作無必然關係
DSE視覺藝術科教與考的改善建議
吳加里
2014年

從事任何藝術創作，都不由別人的作品中得到原

創的意念。

這就是過去教育（現代教育）和今天教育（後現

代教育）的最大分野。現代教育，由行為主義、

賞罰來操縱孩童，並灌輸知識，考試和課程設計

都是把一片片資料，編成課文，放在一個框架，

合框架的叫及格，不合「標準答案」就不及格。

我修讀了學士、教育文憑和教育碩士，沒有多少

科需要考試，都是瘋狂閱書、瀏覽網上資料、做

功課、寫論文、作演說，做多媒體互動教育軟

件。為何香港今天的中學這麼落伍，仍要在無需

要淘汰學生的年代（外國已經有許多發達國家，

所有想讀大學的學生都可獲得資助）把學生的學

習權利，被人為的標籤去打擊掉呢？事實上，每

年讀視覺藝術科的學生急跌，是令人覺得非常可

惜的。香港的教育一向在國際上享有聲譽，但視

覺藝術科面臨的危機不少，我跟許多教師和學生

傾談，嘗試找出一個原因，得出一個觀察：

這是一個教育權力被濫用的香港。因香港的教師

雖然薪俸不俗，但政治意識和管理自己的專業能

力很低。社會只希望教師不講粗話，但不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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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獲取知識和技能。現在仍是怕扣分、大家

去猜測出甚麼題目的年代嗎？

後現代教育

新教育法思潮和實效證明了，每個學生隨時可在

校園和家中上網、閱讀書籍，教師是促進學習

者。比較多利用互動研討式學習、多於單向傳

授。學生要懂得問、思、探和反省。這種教育我

曾在香港的少量國際學校、直資學校中見過。教

師的身份比較無權威，教的進度和量就會較為慢

和少。訓導、教育、管理都有不同新的定義。公

開試和比賽成敗，這些後現代學校是不重視的。

家長也比較不擔心學生出路問題。但主流的香港

教育仍停留在考試主導和互相比較成績表現的惡

境中。

藝 術 評 賞 和 後 現 代 教 育 （ D i g i t a l 

Age）關係

藝術評賞不只是讀美術歷史，也不是訓練考古學

者。藝評在報章中，有些是出自藝術家，他們會

以自己畫畫的經驗、技巧、手法來評賞。歷史、

文化、考古專家又有另一種方法去寫。在香港的

高中視覺藝術科考試中，如何評鑑一件或許以前

未曾見過的作品呢？首先，立體的雕塑、建築

等，如何憑平面彩畫足夠去「睇清楚」？在短短

兩三年的高中視覺藝術科課堂中，教師會把一個

怎樣的美術史、哲學的意念框架去解釋和「灌

輸」學生一種美術歷史觀，就會產生一種評賞的

結論。

活於Digital Age，我們和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美術

史大師所教的「學術理論」，可能有很大的反抗

和調整，例如歐陸（尤其是德國）的美術歷史，

以賽尚為現代畫之父，女性藝術家卻鳳毛麟爪，

時事議題卻毫無談及。

這種武斷和片面的觀念，現今是不是仍然適切？

學生不懂當代的藝術和教師的接觸和學養有關，

但教師也沒有多少時間去藝術館好好去看，保持

對時事文化的敏感？

弗萊（Roger Fry）很重視「批評」。我們很歡

迎這種說法，因批評的態度和能力是在互聯網年

代一種很重要的學習能力。藝術史是在幫我們對

其作品在特定時空中去理解，「現代的藝術史家

鑑定材料、技法、作者、何時、何地、意義與機

能後，再把作品分析、解釋與評價。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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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六個W。然而今日的藝術史家不僅做到六個

W，並且把個個作品跟同流派、同時代、同文化

的其他作品作比較，然後對此作品的顯著美感特

質做一解釋與評價。」

迷信評賞「寫作框架」

目前，許多本地學校仍然太重視評賞「寫作框

架」模範：描述、描述藝評家感覺、分析、解

釋、評價。我覺得這是很空洞的格式，無任何

內容，但卻寫進教案和評分的標準中。我們閱讀

報章的視覺藝術評論文章，從無這個僵屍式的格

律，第一和第二，並不一定放在前面，第一項，

可能太明顯了，只要看到就可以，不用給分數

的，有時可省略。個人觀感和評說，也是無可無

不可，是自由的，又怎能教和評？分析倒可看出

修養、學識、倫理的邏輯和組織能力等。評價，

可以是歷史的定位，這也是很可取的部份。

考評的怪誕規定

不知為甚麼，香港的公開試有一個習慣，是故意

為難一些考生，出題的人士（多是非前線中學教

師，對中學生全無認識），故喜歡出奇怪的題

目，提高了風險度，並不做成真正的選擇。讓他

們知「難」而「退」。好像考視覺藝術科的學生

很喜歡作弊的，常誇張地認為學生會很不誠實地

拿一些預備好的材料去「出貓」。那是很容易防

止的，就一律甚麼也不准帶入試場。

但這是不可能的，在學校上課時和平日在家做功

課，她們會經常上網和從圖書、雜誌及其他藝術

品中參考和抄仿（學習的一個必經階段），如果

考場完全不同，就會做成許多場景表現的差異。

有些教師經常用模擬考試來操練學生，這種現象

是加多了像體育比賽的教練模式，因唯有這樣才

可令教師和學生安心。我懷疑這對藝術家的心理

影響會不會很嚴重，為甚麼本地藝術很多人是互

相模仿的呢？外國人為何比較勇敢地堅持個性？

故為了本科的自主和尊嚴性，我建議減少考試的

禁令，考生也絕不會帶很多東西去抄，完全地抄

是可以輕易被考試監考員和評卷教師幾層機制看

穿的。另外，應該容許放寬創作的自由，學生不

用把創作的作品和評賞的作品掛鉤。我不同意這

是創作的必要條件，成熟的藝術家可以參考前人

作品，甚至仿作、臨摹，也不失其獨特處。只要

是第N次創作，有內涵、有幽默感或評賞。（抄

也是一種欣賞）。長遠來說，我建議在試場的考

試減少至只是考素描或繪畫。文字的考試全面取

消或作出新的設計，例如考哲學或歷史的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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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的教學不應受制於形式

香港是一個太功利和以業績為根本評價的文化社

會。故教育界也不例外。我們是否把成績表、評

估分數當為唯一的標準？用哪種方法來量度才是

我們要一起來看的。後現代社會，大家可以有不

同的政治、宗教、信仰、道德標準、品味。我們

學生作為未來國際社會的領袖，怎可眼界狹窄、

缺乏自信和想像力呢？所以好的制度，會培訓出

好的教學氛圍。

有些學習動機不太好的學校的教師投訴：「要我

的學生用文字表達，難得理想的成績。」我們可

以容許，成績不良的學生用簡單字句，讓人理解

所想就可以，不要太執著於文字的優雅與否。

教藝術科目的，不是職業訓練，是藝術「品格」

培養，我們教師都很用心，作很多創新的嘗試和

不斷進修學習，目的是一個：使學生做一個有品

格、品德、品味的三品好青年人。

政府要做的，不是管多些，而是給予校本課程

和實驗精神多些空間，讓教師和學生主動性被

引動，多聆聽教師和學生的意見，放棄舊有的框

架、尤其是不合理和過時的考評複雜規模。考試

不是教育方法的引路燈，只是其中一個參考評核

機制。

傳統以老師、課本、考試為本的現代教育，到

今天，只改變了些少，大前提都是只顧公開考

試成績。其他科目，美、勞、音、體、德、群都

消失。把這些「沒有經濟效益」的科目，打進冷

宮。

像一些教育發展得較好的國家，教育已把整個複

雜的考評制度，從而留下許多空間，發展藝術、

創意和自發性群體活動。 制度簡化成如下圖：

電腦網絡、各種現代通訊設備

學生 教師

學生自學

社會處境

公開考試

只作參考或淘汰作用

後現代教育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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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假如沒有十字軍東

征、沒有拜占廷的失陷，沒有東方學者因逃亡而

帶到歐洲的古代文化、沒有對古希臘、古羅馬廢

墟的發掘，那麼，這個「文藝復興」也會由中世

紀自然地進化，但卻肯定不一樣。

如果我們容許不學無術的政策繼續影響著我們的

教育、教評制度，教育工業化繼續下去、或只著

重「經濟效益」的產業化墮落。我們應提倡多元

藝術教育是教曉人懂得反思，歷史是創作的依據，應鼓勵學生多探索和多給予校本評核

空間，但現今香港視藝教育與考評改革無助提升視藝教育水平，反令修讀該科學生逐年

遞減，料計2018年文憑試報考視藝科人數將降低過4000人。至於業界多年爭取文憑試中

取消之「藝術評賞連繫創作」終於2018年放寬，將不再需要將藝術評賞連繫創作了。

吳崇傑老師

的考評途徑、不應該只以歐美為中心，同樣反之

走向狹窄的「愛國」教育模式，同樣危險。這就

是開放的重要，包容多元的教、學、評、改，似

乎是我們應該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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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只適合給很單純的圖畫，初小到高小。學生

會好奇地問很多問題。下列：描述、分析色彩、

構圖、線條、材料技巧都可以問和查詢。但無需

記梵谷、達文西、杜象的生平和代表作、畢加索

的幾個時期派別。小學生要的前備知識，請留給

中學去結合文化通識來「教」。但對一些大師作

品，在節期、生活場景中，父母似不刻意地令他

們接觸到，也是可以的。

傳統上，我們比較要把殖民主義的歐洲文化，西

洋美術家（多是男性）多過東方美術家介紹給我

們的學生。電子傳媒衝擊下，大家會看最新的動

畫，消費其產品。幾多人會明白其背景的漫畫

史？其實不單要識畢加索、徐悲鴻。許誠毅、

手塚治虫、葛飾北齋、也要識！

和外國比較，我們的教育有幾個嚴重的分別。第

一，背誦不明白的，因為要考默。答錯了要扣

分。因此要服從老師權威答案model answer。

許多教師也是當考試局為神明，不敢反對免遭激

怒「主上」降下禍害。服從權威，外國的師生驚

訝我們的盲目及愚昧。第二，考得過多和過深。

以表「高級」。外國教育是尊重不同，多問擴散

式問題，少問可用是否來作答的問題。第三，不

「藝術評賞」在小學要怎樣教？
    吳加里
    2016年

小學生最近面對的問題，就是功課多。視覺藝術

科目如果仍舊是「另外」的功課，不單是勞累，

也是絕對的錯誤。首先，視覺藝術科要把持著其

獨特性：尤其是小學程度，要發展身體眼手的技

能，好些連用水彩都不曉，只懂用乾硬的蠟筆塗

畫，是否要多做「手工」？理念和實踐是緊扣

的。尤其是低年級，過早要學某一畫派和死記一

大堆藝術家的名字，甚至成為評分的準則，我覺

得是不宜的。

香港的教育，被許多國家的教育學者評為缺乏創

意，因為考評的方法和形式很單向性，以量和用

時多少資源（金錢、時間、人力等）來衡量。藝

術教育和工廠產品，等同，不單只荒唐，簡直是

落伍的和無實效的。

教育改革口號不能落實：「快樂學習、學生為

本」。是因為教育淪為千篇一律的工廠產品，以

品質管理來評論，以分數來量值。

國外的教育，主張批判、獨立精神。是有次序

的，不會把青菜米飯牛排給幾個月大的嬰兒吃！

藝術評賞四部份：描述、分析、解釋、評價和應

用。是不可急進的在各級引進的。幼稚園到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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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賞」在小學要怎樣教？
    吳加里
    2016年

考學生未知的背景資料。

作品主題，往往和神話、歷史、文化有關。為了

直接鑑賞，認識作者的背景、想法、所用的象徵

符號就很重要。西方藝評人用英文來解釋中國畫

時，對象是西方人。不是中國人啊！何不先學中

文再讀中國畫。例如香港其實也有許多南亞裔

人，當我們教他們印度、回教藝術時，恐怕已是

外行向內行在說話。各個文化都有道理和獨特，

給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也讓他們在批評歐洲中心

思想時，也反省自己有無大香港主義？

怎樣在小學教評賞？怎樣在中學教評賞？我以賞

花來作比喻，我們從來沒有學過，但我且問在座

各位：大家都享受花的美、香氣、甚至可以吃，

花美味可口嗎？我要說的是甚麼？經驗！只要多

看各類畫、雕塑、設計、裝置、視覺藝術各種媒

介……你會喜歡、知道為甚麼這個是好的，那個

是有缺陷的。評價和知識、修養、判斷有關。

近年我留意到有些有社會意識抱負的視覺藝術科

教師，提倡學生參與社區議題的藝術、或本土考

察，愛護歷史保育。從其「作業」中看到，帶出

反思公民身份、異文化的包容。不是追求作文化

菁英，是要每個人都擁有對所生活地方和建立公

民責任。

芬蘭是眾所周知教育辦得好的地方，學生不是要

高分，沒有人理會誰是考第一。但卻要做個優

秀的學生。他們的藝術教育怎樣做？他們不是

教技巧，怎樣唱直笛，怎樣畫畫做手作。從分辨

國家風格、生活性介紹、插入作曲家、畫家有趣

故事、常常於電視電台聽過的古典音樂、藝術作

品，都有故事，叫學生去評分、喜歡那個？無標

准答案。不是呆板的教與學，也不是當藝術科是

其他學術科目的附屬品。也不是小數族群的「才

藝」。

香港其實到處都有視覺藝術教材，各年代建成的

建築和設計就是我們可用的。學生要被歷史、環

境變化、親身去體會。各級學生要認識富代表性

的建築。做模型和攝影是最好的辦法。（寫生更

好！）

評價視覺藝術學與教，本身也是藝術，但為了公

平、公開和問責性，評價要儘量客觀和經持份者

同意。持續評估不是說要大量的測驗量度。教師

觀察是最重要的，展示作品應該最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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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是可以教的，智慧卻要自己體驗經歷才有。

太多時下考試主導的教育下學生徒有知識，但不

會思想、也不會持續於考試後仍有興趣畫畫創作

和解決種種藝術欣賞的問題。談不上終身學習，

這是問題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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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教育政策制度下，全港中小學視藝科老師並非全部都是專科專教，各自專職有所不

同，任教中學的視藝老師入職時是需於院校修讀視藝教育和副修藝術創作，而小學視藝

科則仍有部份老師不是此科專長。

目前小學的香港視藝教育制度未是較理想的教育，各界要求的視藝科專科專教仍未全面

實行，以今天的條件在小學推行教授「藝術評賞」恐有難度。

吳崇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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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祥
現屆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副會長，現職小學藝術教育發展組及視覺藝術科主任，獲香港教育學院小學

教育榮譽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水墨畫文憑，熱衷參與及籌劃香港視覺藝術教育活

動，曾多次擔任不同藝術比賽評審工作及對外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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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視覺藝術科支援策略分享
王家祥
2016年

當筆者每次外出與其他小學的視藝科教師交流

時，總會遇到有部分學校視藝科教師表示，他們

的學校視藝科課程未進行任何改革，甚至有教師

還拿著課程發展議會（1995）出版的《美勞科

（小一至小六）課程綱要》來與我探討怎樣編寫

校本課程。有些學校的校本課程只用三兩行句子

來編寫一個單元內容，亦有些校本課程並未完

善，每一堂只做一些簡單媒介但沒有深度的題

材，課程談不上以「縱向及橫向」去貫通課程

發展議會（2003）出版的《視覺藝術科課程指

引（小一至中三）》所建議的「四個學習目標」

及「四個關鍵項目」要求並且有建設性的單元課

題。筆者有更驚人的發現，有一些學校，竟然可

以在一個學年內的某一級課題數量多達三十個！

這些是筆者近年在校外交流時所遇見的情況。其

實課程發展議會（2003）出版的《視覺藝術科

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指出，視覺藝術科

教師角色的轉變，是要對視覺藝術科課程有全面

的了解，並對課程設計及發展有所認識﹝視覺

藝術科課程指引，2003，頁29﹞。但就筆者發

現，仍然有視藝科教師未有朝這方法發展，更得

悉有部分小學校長竟然委任沒有受過視藝科專業

培訓的教師任教視藝科，無視視藝科的專業性。

試問沒有專業培訓的視藝科教師們，如何能全面

地了解視藝科課程？如何藉課程指引來設計校本

課程？課改十多年，改革步伐之慢，實在令人憂

慮小學視覺藝術教育發展的前路。

不過，也有少部份學校的視藝科校本課程發展得

非常出色，獲獎無數，經常對外分享視藝校本課

程教學經驗，成為教育界的「一哥」。這些成功

的教學經驗，每次都吸引有使命感和有熱誠發展

視藝科的教師出席，希望藉此學習吸取經驗，

但可惜每次都令教師帶著無奈的感受離場，皆因

分享的內容不能「貼近」實際業界情況及需要。

成功的經驗只能局限在這類至少有一位視藝科專

科專教教師的學校中發生。專科專教的視藝科教

師能夠有更多空間、專心而有效地編寫及發展縱

向及橫向的視藝科校本課程。可是，絕大部份的

小學仍然未有視藝科專科專教的教師，而視藝科

科主任多是兼教一至兩科主科，在一身兼多科的

教學環境下，怎能深入去進行課改的第一步---編

寫視藝科校本課程？那一類成功教師分享教學講

座，感覺就像一些未捱過餓的人去分享肚餓的感

受一樣，俗套話可說那是給人「堅離地」的感

覺。有時筆者會反覆思索及疑問，那些舉辦分享

的單位或機構，為何不去找一些該校沒有專科專

教的教師，而他們可以成功推動視藝科課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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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本地藝術家朱興華先生到校講座

革的學校教師來分享？這些有成功經驗教師如何

令校方由不重視視藝科，變為重視的實戰經驗，

讓全港絕大部份的兼教小學教師能夠切身處地取

「真經」？這類「貼近」實際業界情況的教學分

享，才能真正有助激勵兼教其他科目的視藝科教

師們，令他們藉此得到借鏡，能夠持續進深去設

計及發展視藝科的縱向及橫向校本課程，推動視

藝科校本改革。 

筆者每次與校外教師交流時，總會有一些視藝科教

師詢問筆者，發展校本小學視藝科課程中如何在校

外及校內取得支授。其實，基本支援已經存在，只

是大家經常忽略，現在簡單分享以下幾點：

召集不同背景熱心的小學視藝科教師，

自發組成一個專業教學支援網絡

面對視藝科課程改革十年多後改善不大的教學環

境，前線教師最需要的莫過於是支援。業界不乏

編寫課程的人才，只是欠缺編寫課程的空間及專

業社群。進行視藝科校本課程改革之重任多數落

在視藝科科主任身上。但如何編寫「四個學習

目標」及「四個關鍵項目」的單元化課程、課程

改革幅度等，科主任都需要有教學專業社群的支

援。例如研討學校的教學情況、單元課題研究、

進行試教及大型全校性藝術活動交流等等。這樣

才能更有效編寫出較「貼近」業界情況與需要的

課程。因此筆者認為，建立聯校專業教學支援網

絡是十分重要的。筆者近期已主動並成功召集了

十多間不同背景且熱心的小學視藝科教師組織，

這裏有任教視藝科五至十年的經驗教師，也有初

出茅蘆有活力的年輕教師。大家自發組成一個專

業教學支援網絡，定期開會去交流視藝科課程

發展心得，例如單元課題研究、教案研寫與舉辦

大型藝術活動經驗交流等。筆者相信憑熱心教師

自發性的教學經驗交流，可以加強視藝科校外支

援，更能夠幫助推動本港的小學視藝教育改革。

設立視藝拔尖班，作課程革新的試點

「一科閒科都可以有拔尖？」校外參觀者對本校

的視藝科拔尖班感新奇。其實不只本校有視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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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班，拔尖班學生的能力並不一定繪畫水準最

高，有些學生可能只對視藝科創作有濃厚興趣，

教師可藉此召集一個小組，有學校稱之為「視藝

學術組」。舉辦這類小組用意不一定用作出賽贏

獎項，有時教師外出觀摩其他學校的教學分享，

回校後可以藉這小組作教學試點，既不影響課

程，亦可以觀察作試點的教學單元實際運用於自

身學校的情況，以調較並配合校本課程。

本校拔尖班約二十人，來自四至六年級。西方藝

術史、中國水墨畫、不同形式的版畫創作，以及

大型立體創作等，都以拔尖班作試點。這類學生

對於創作感濃厚興趣，於推動視藝課程是一重要

元素。上年度本校參與了香港藝術館推動的「與

藝術家同接觸」校本藝術賞創先導計劃（第一

期），也有以拔尖班作試點，啟發了本校教師及

學生對本地藝術家的認識及創作的興趣，該單元

亦會引入作校本課程，豐富教學，提升學生創作

水平。

發展視藝科課餘興趣班團隊，令學生創

作媒介更開闊

校方宜建立一個視藝科課餘興趣班團隊，將有效

支援視藝科課程及學校活動。課餘興趣班的任教

者不是學校的教員，但由學校管理，所辦的課程

屬收費活動，其主要用作開發學生潛能、培養學

生於創作中的興趣，和針對性彌補視藝科課程教

學及創作媒介上的不足。籌辦課餘興趣班期間，

筆者會優先考慮邀請獨立藝術家作為興趣班導

師，因為教師能了解所認識的獨立藝術家的教學

及課程質素，但以公司模式來辦的興趣班，其導

師質素則難於控制。另外，校方宜給予導師合理

的收費，讓導師獲得合理的回報，而不是令課餘

興趣班導師於經費上太過為難，將收費長期壓至

最低。課程的質素與收費有直接的關係，太過要

求價格便宜，質素亦不會高，雙方關係亦不會將

焦點放在發展藝術教育上，教師於這點的考慮宜

慎思。若活動質素一般，為了「人有我有」的心

態辦活動而繼續運作，反而失去校內藝術發展的

機會，停辦是一個較佳的辦法。

近年，本校舉辦的課餘興趣班，由黏土班開始，

慢慢擴展舉辦綜合繪畫班，從中看到導師們的才

華，再發展出創意手工班、時裝設計班、中國書

法班及水墨畫班。在發展期間，有導師會藉課餘

興趣班做一些教學研究，對外展示學生作品，建

立學生成功感，亦將時裝設計的元素引入富創意

的小學生中，令他們的才華提升，這都是本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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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活動。若教師懂得與課餘興趣班導師建

立良好關係，建立團隊，獲益的不只是學生，課

程、教師及學校同樣受惠。

教學相長─歡迎接納視藝科實習生到校

實習訓練

視藝科實習生是一班沒有實際教學經驗的教育界

新力軍，在栽培他們時，在職教師或會因實習生

的教學疑問而自我察覺到視藝科校本課程的不

足，從而作出反思改進、更新及修訂課程，提升

在職教師的專業。實習學生能正面刺激該校的視

藝科課程，尤其是正面影響教學年資比較長的原

任教師，令課程發展得更透徹及細緻。有些學校

恆常引入實習生在校實習，作為學校行政及活動

提供支援。視藝科教師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向校方

爭取視藝科實習生到校，以這班視藝科新力軍帶

給學校視藝科新的刺激。

本校所有視藝科教師都是兼教視藝科的，大家因

工作繁重未能完善視藝科課程。有次因教院講師

來觀實習生的課，從而解決在職教師未有空間處

理教學單元裡的問題。這次經驗，反映出視藝科

實習生來校實習，能間接地將校本課程優化，亦

正面影響教學年資長的教師。

視藝科教師應對實習生持正面開放的態度，不宜

只當作例行工作來與實習生相處，應視他們為優

化課程的一個大好機會，與他們一起實行計劃、

編寫教案及觀課，盡力協助他們，從中會發現，

得到幫助的，不單是實習生，還有原任老師。

謹慎看待校外比賽的「求獎」心態，宜

先建立學生創作的熱情與滿足感

視藝科教師應先建立大部份學生於創作上的滿足

感，而非只考慮建立教師的滿足感及學校的功

績。由於各校校情不一，視藝科的定位也有不

同，有教師會以不斷外出比賽，以獲多個獎項來

建立該科於學校的成績及地位。不過，得獎是為

了學生或是教師？這是作為教育工作者要思考的

問題。大部分學生於視藝科上的需要，是建立一

個充滿樂趣的創作歷程，以及別人的欣賞，並不

是為了滿足老師的要求，或者是為了一個獎項。

如果大部分學生能力未達比賽獲獎要求，比賽不

單未能建立學生的成功感，反而製造不必要的挫

敗感，亦令教師於發展視藝科的路上製造障礙，

令自己洩氣。若有教師單想透過參賽獲獎來建立

視藝科地位，以上提及的確實值得反思。獲獎的

同學往往屬少數，而只有這些學生才有滿足感，

而令大部份同學則因比賽失敗而失去創作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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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那即使獲獎建立視藝科的功績，亦對大部份

學生於視藝科的持續發展成了障礙，亦會是學校

營造藝術氣氛的一個陷阱。

教師首要考慮的，是什麼形式的視藝科活動可建

立學生於視藝科的發展，只要學生能開心地創

作，又能展示出作品，建立成功感，不論什麼形

式的展示，能造就大部分學生，這已十分成功，

而這樣的展示，能在校營造藝術氣氛。

本校除了透過門外壁報、校報、校園電視台，不

同形式展示學生視藝科作品，亦會籌劃多元化活

動，參與一些沒有比賽性質的校外展覽，展示學

生成果，學生透過展覽活動，得到籌辦機構印製

的宣傳品及作品集，作為學生於創作上的肯定，

從而建立視藝創作的滿足感。在主科及功課主導

的小學生涯中，這才是視藝科教師最需要做的

事。只要學生有興趣上視藝課，喜歡創作，獎項

又算得什麼？學生將視藝科掛在口邊時，家長及

校方自然會重視視藝科。

視藝科教師宜利用長假期作藝術遊歷，

以增加對藝術發展的熱誠，令教學更有

趣味

利用長假期作藝術遊歷，將刺激教師對藝術發展

的興趣。教師假期多且長，有部份教師會去旅

行，將自己從繁重的教學工作抽離，放鬆心情，

作一個深度的休息。筆者亦會趁長假期旅行，但

會以去一些與經典藝術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一邊

旅行一邊考察藝術歷史。例如有一年的暑假，

筆者在西班牙住了十多天，去參觀世界級的藝

術館---普拉多藝術館，親眼看到委拉斯蓋茲的作

品《宮女》。亦在費格列斯的達利博物館認識達

利，從旅程中認識不同出名的藝術家。這樣的認

識能在教學上有更多的話題與學生暢談分享。第

二年，到了意大利十多天，除旅遊外，更解答筆

者多年未能了解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歷史，亦

因參觀不同的意大利藝術館而得到啟發，回港後

再看有關書籍，就對藝術歷史發展更為有趣味。

試問教師都沒有親自看過及體驗過藝術館中的藝

術作品，又如何令學生領略藝術歷史的趣味？只

依書直說，趣味有限。單就意大利之旅，最大得

著就是讀通有關文藝復興時期的視藝科書籍，好

像投資很多，但賺得對藝術發展的熱誠，領略文

藝復興的創作風格，並能於教學中分享當中的樂



172

視
藝
教
育
在
前
綫

趣，是用錢不能衡量的。筆者每去一處旅行，總

要在當地藝術館走一趟。在藝術教育發展中，筆

者能有持續的熱誠，這是當中的原因之一。

保持教學之「烈火雄心」，為視藝教育

發放異彩

部份入行多年的同工們，有些發覺自己對校本視

藝科發展停滯不前，有些則假定自己已無「火」

發展，失去昔日雄心動力，認為若仍有心發

展的教師們，皆因年資淺，入世未深。所謂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意

即「有志者，事竟成」。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現有

十多位執委，有一半都是在教育界工作多年，仍

然有「火」去推動本港的藝術教育，相信熱心與

參考資料：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2003年）。

年資多少無關。教育是心的工作，只要有心，不

論什麼光景、年紀，各同工亦可大放異彩。業界

出色及專業的人尤甚，筆者相信付出必有收獲，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們，你同意嗎？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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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是一位不可多得年青有幹勁的前綫小學視藝科老師。文中論述他如何從校外與校

內不同渠道爭取資源與機會發展校本的視覺藝術科課程，並自發在校外與多位不同背景

及學校任教視藝科的同工組織會議，大家不定期開會共同備課及交流教學心得。希望努

力研究及鼓勵同工根據課程發展議會於2003年頒佈的視覺藝術科（小一至中三）課程指

引中所建議四大關鍵項目設計校本課程。在文中，他也同時分享如何發展校本視覺藝術

科的教學心得，例如辦視藝拔尖班試教一些新課題，如何邀請更多藝術家到校教授不同

藝術媒介，在校外爭取不同資源與機會展示學生作品，令學生視野更開闊，增強學生學

習藝術的興趣及涵養。

王老師承先啟後接納更多實習生到校學習，教學相長，薪火相傳。他也分享自己利用假

期到外地參觀著名藝術館，以及閱讀相關書籍增廣見聞，於教學中能夠分享當中樂趣，

使教學的烈火雄心能得以保持，熱心推動校內及校外小學視藝科發展，為業界小學視藝

科老師及準教師互相扶持實在難得！他努力在教育界發放正面正向的能量，令小學視藝

教育大放異彩！

陳麗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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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儀
字小雪。教育學博士研究生。任香港視藝創新教育學會主席、香港婦女文化藝術協會會長、中國國

際早教學會義務顧問、香港中國美術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港書畫學會執委。作品多次入選當代香港

藝術雙年展、夏利豪現代藝術展及香港教育學院「美術與勞作科獎」等，並在報章上發表多篇有關

視藝教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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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兩科名稱改為視覺藝術。2003年出版的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

一至中三）》，初中的學習目標與小學相同，強

調四項學習目標：培養創意及想像力、發展技能

與過程、培養評賞藝術的能力及認識藝術的情境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3，頁8）。

 

2005年教育統籌局（今改為教育局）發表《高

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

案》，此334新學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

學四年）於2009年9月在中學開始實施。2007

年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

聯合編訂《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課程及

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高中視覺藝術科課

程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課程，讓有意以視覺藝術科

作為選科，並參與公開評核的學生修讀。中學會

考的評核於2005年有所更改，考生除選考兩卷

外，加入了第三部「作品集」的校內教師評核計

劃（Teacher Assessment Scheme）。考生呈

交中四至中五期間共四件不同藝術形式的視覺藝

術作品，此部分佔30%分數比重。評核模式，

目的是為了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及對學生在視覺

藝術科學習有較全面的考核。2012年舉行首屆

中學文憑考試，評分的比重就是作品集50%（要

香港教育改革下對中小學美術教育之我見
陳雪儀
2015年

摘要

進入九十年代中葉，香港面對回歸中國，適應新

世紀的轉變、應對知識經濟的挑戰以及社會發

展的需求，在教育制度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改革。

由港英政府對於本港教育一向採取「積極不干預

政策」，也認為美術教育只限於「陶冶性情」、

不會起著政治威脅等的角色。然而近年來，香港

教育當局美術課程卻不斷發展，有緊隨西方國家

發展的趨勢。現從香港美術教育進行變革的過程

中，面對的問題作出討論及建議，希望能減少當

中的負面影響。

2000年9月，教育統籌委員會出版了《終身學

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其中

把「藝術教育」歸納為八大學習領域之一，後來

在《學會學習領域──藝術教育》諮詢文件中，

更肯定藝術教育對培育學生全人發展及創意的重

要性！下文會從香港中、小學在教育改革（下稱

教改）下美術科的情況，探討其變革的原因及影

響，最後提出改善的建議。

 

一、教改主要內容

推動教改建議後，於2001年，教統局（現改名

為教育局）將小學的「美勞」及中學的「美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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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4件完全作品，其中作品佔30%，研究工作

簿佔20%（顯示與藝術創作/評賞研究相關的藝

術評賞及研究過程）），考卷佔50%（其中甲部

10%評賞筆試，乙部40%創作卷），乙部可選設

計或視覺形式表達主題（內容有繪畫、攝影、陶

藝等）考卷。

二、教改重點的理念

這一幅香港「二十一世紀教育藍圖」的教改，目

標是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

擔、敢於創新」。把香港小學美勞科被編入核心

課程內，完善中學教育體制，拉近國際主流學制

標準，避免過往中學會考的一試定生死的壓力，

使學生可以在不同階段，以不同進修模式，完成

大學課程等多種途徑實踐終身學習目標。教改建

基於基礎教育的觀點，包括拓闊學生知識，培養

負責的公民意識，認同國民身份，建構尊重多元

文化和觀點，成就具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能力

的人，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體藝活動等，希望可以改變目前學校以考試為主

導的文化等。

 

1. 認同教改理念

相信很少人會反對教改的理念，且有教師在教改

過程中，體會到能提升學生的一些學習能力，

曾任香港教育學院藝術系吳香生講師在2009年4

月，以「教師面對課程改革的挑戰」為題訪問

了五位任職超過五年的小學及中學視藝科教師

（梁操雅、羅天佑，2011）。

 

當中的小學教師表示課程改革後，加強了共通能

力的培養，教學過程加強了探索活動，強調評賞

帶動創作，多運用本地藝術家作品，全方位學

習，也加強認識社區，資訊科技的運用，教師的

角色由傳遞者變成促進者。

 

而中學教師也認為教學時能加強主題的創作、較

強調美術評賞與美術知識的學習，但相對地減少

了美術創作的時間。評核方面，重視進展性評估

及創作的過程；學生製作作品集時，可從教師的

口頭及書面的評語、同學的意見，加強反思及改

善能力。由於要「促進全人發展」，學生要走出

課室，加強互動，多與藝術家合作，或作出不同

媒體的嘗試等活動。

 

2. 實踐教改遇到的問題

然而在吳香生於2009年4月訪問中，小學視藝科

教師反映所遇到的困難，如教師專業水平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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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支援不足等。中學的教師認為，在新的課程和

評核方法下，不單工作量增加，並且要以不同媒

體創作指導學生進行作品集時感到困難，新高中

的考卷內容及評核方式也令教師在設計課程及教

學上難於協調等問題！

 

事實上，有不少美術教師及學者都反應教改進行

後，在課程、考核等方面產生不少的問題。在小

學方面，小學美術科科主任嚴麗萍指出表面上，

教育當局將香港小學美勞科編入核心課程內，似

乎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但實際上從美術教育政

策及課程實施層面上，根本未能配合教改的方向

（余樹德，2001）！並且嚴老師提出教育當局

沒有規定擔任美術科老師必須是接受本科的教育

訓練，存在不少問題！長久以來，在小學美術

並非專科專教的問題已經產生，由官方統計組

（1995-1998）出版的教師統計數字，可以發現

有七成以上的美勞科教師並未接受本科的教育訓

練（黃素蘭，1999）。到了2007至2008年香港

視藝科教師人數有4，755人，而未受訓的高達

2，300人（48.4%）（學校教育統計組，2008）。

直至目前，即使進行教改，但在小學的視藝科編

制上，老師並非專科專教的問題仍然嚴重！

一向重視學術科目的香港，港英政府對於美術科

課程只會採取「放任」且沒有提供劃一的標準，

即使後來教育當局頒布的美術科課程綱要，都只

是一種建議的性質，並沒有要求學校切實施行，

在沒有足夠的行政規範支持，又欠缺強制的課程

綱要和教科書，且無具體而客觀的學習成就評

核標準下，小學的視藝科一直以來在學校的編

制下都是不太重要的「閒科」。並且後來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於1995年推出的《小學美勞科課

程綱要》，明顯是以「學科為中心」，特別重

視本科知識及美術文化內容的傳授，到了2002

年，Paul Ducum教授更把「學科為本的美育」

拓闊為「視覺文化的藝術教育」，強調流行文化

在視藝教學的重要性，教師的角色從課程的主導

者變成了學習的促進者（facilitator）。根據教育

統籌委員會在2000年9月公布教改的文件中，認

同前線教育工作者（包括校長、主任及教師）

是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人物。但視藝科教師未

能在小學推行專科專教，怎能發揮應有的美術

教育效果！

在中學方面，因應美育趨勢和轉變，由2003年

香港把中小學的視覺藝術成為全人教育的重要一

環。由本來美術科課程指引容許學校因應教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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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學養、學生學習興趣及學校環境設施，彈性處

理教學內容及課程編訂等，但在推行教改下，沒

有一套完整的課程指引作藍本，但卻嚴格要求獲

得高的成效。當中課程的轉變較明顯者乃置「藝

術評賞」及「藝術創作」並駕齊驅，成為視藝科

兩項主要的學習範疇，更由於「藝術評賞」的學

習重點，「美術史」的學習範疇更成為視藝科的

學習焦點。

對於新高中筆試的考核方式，學界表示非常不

滿，在考卷甲部的藝術/設計評賞部分中，香港

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黎明海副教授指出由於考評

局在藝術/設計評賞試題中沒有提供學習範圍，

又沒有提供作品的背景資料，根本無從作出考試

要求的「分析、詮釋及評價」等不同層次評賞的

水平，更無所謂具深度的藝評考核，最後藝評

筆試只會淪為偏重於語文的「看圖作文」考卷

（彭志銘，2012）！很多中學視藝科教師也認

為由於進行藝術評賞的考核內容非常廣泛，包括

了中西古今及不同的媒介如雕塑、繪畫、裝置藝

術、動畫、時裝設計、立體設計等，其涉獵旁觸

的專門知識，堪稱比大學藝術或設計專科考試還

要艱深得多，其教與學的量和質的要求和考慮，

並非高考師生所能承擔。

此外，中學視藝科陳國棟老師認為考卷乙部的藝

術/設計創作必須與甲部的藝術/設計評賞緊扣相

連，評賞在沒有考核的範圍下，學生並不容易確

定作品的社會及文化等背景，若創作建基於不確

定的因素下，學生如何延伸深入去評賞作品，以

及將個人的情感及想像結合視覺元素去進行

創作與想像，從而達到主題的要求（陳國棟，

2013）？

總結以上的視藝教師及學者的意見，可知在

「教」與「學」的軌跡上教師的角色是非常重

要，正如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師能運用適當

的教學方法，讓學生獲得知識、技能、態度及價

值觀等，達到其教學的目的（郭秋勳，1995）！

然而如何可以發揮教師的教學效能？在教師方

面，中學一般由一、二位專科教師擔任，所以各

校的美術科發展，很大程度掌握於個別教師的手

中，並且一直以來香港經歷殖民地的管治，視藝

科教師往往偏重於受西方文化藝術影響，對中國

文化藝術認識不深，但現在的教改卻要求學生涉

獵不同文化情境、不同時期的美術作品/美術現

象、不同的視覺藝術媒介。相信如果沒有一套長

遠的配套支援，實在難於達到教改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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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能否發揮本身的教與學的效能，也有很多不

同的因素所影響，如校長主任等行政人員對視

藝教育的態度、制定決策者的想法，由於50年

代前，教育決策者心目中也往往認為藝術教育

只是為學術能力較弱的學生而設！正如在教育司

（1949，頁40-41）指出：「音樂及手工，是為

那些對文字性和學術性科目較少興趣和能力的學

童而設的藝術性及實踐性科目。」相信這樣對香

港美術教育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三、對教改的建議

1. 師資的培訓

推動課程改革，不可缺少配套的支援。師資培訓

是其中一個關鍵元素，當中包括「職前」和「在

職」師資培訓的課程策劃和執行。有關的課程必

須是前瞻性及具策略性的。職前的師資培訓課

程，可紮根於無既定規限，敢於創新、活潑靈巧

的創新教學意念，以不同的媒體配合一系列的視

覺文化及教學模式。

在小學方面，首要的關注點是安排有認可的藝術

專業資格教師任教視藝科，相信這是教育局應該

要處理的問題！

在中學方面，可著重在職師訓方面，提升教師已

有的經驗，開拓分享的平台，因此，除了提供教

師在課堂或研習中引入新的教學模式、內容意念

外，亦可與其他學校現職教師合作、分享經驗

等，共同研發校本的視藝教材或個案，其中可考

慮建立藝術教育網頁，讓學界有溝通、支援及分

享教學資源、素材及經驗等。

2. 考卷

由於現在新高中筆試的考核方式，要求學生涉獵

太多太廣的專門美術知識，對於現在的高考師生

難於承受。建議現在提供考試範圍，甚至編制教

課書以供考生參考。

此外，建議新高中筆試的考卷甲部的藝術/設計

評賞部分中，提供一些作品的背景資料等，使學

生可以深入「分析、詮釋及評價」藝術作品。

四、結語

香港要真正落實教育改革，減少考試的壓力，

實踐「拆牆鬆縛」教育理想，讓學生「學會學

習」，發揮潛藏的九種共通能力，迎接新世紀的

挑戰。除了在教師培訓、考試範圍及考核方式等

有一系列的配套及規劃外，整體教師團隊如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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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任等行政人員也要認同視藝教育的重要性，

希望教育局今後多聆聽前線教師及學者的意見，

才可讓香港視藝教育進入核心課程。

吳香生：《香港美術教育發展六十年，1939-1999》（香港：香港教育學院，2000年）。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物流服務署，2003年）。
郭秋勳：《教育概論》第二版（台北：正中書局，1995年），頁467-486。
陳國棟：《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考評制度對課程潛在的影響》（香港：香港教師中心，2013年）。
梁操雅、羅天佑編：《教育與承傳——歷史文化的視角》（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1年）。
彭志銘編：《香港教育大零落》（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2年）。
黃素蘭：《香港美術教育口述歷史——從圖畫堂開始》（香港：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01年）。
學校教育統計組：《二零零七/零八學年中小學教師統計》（香港：教育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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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本文的目標是希望教育局日後可以認真處理前綫教師及學者的意見，由於要實踐以

學科為中心的美術教育，要考慮以規範化和系統化去進行教育改革，因此要在視覺藝術

教育的教師培訓、考試範圍及考核方式等有一系列的配套及規劃上進行全面的檢討，真

正落實教育改革，讓學生「學會學習」、發揮學生潛能，迎接未來的挑戰。

陳雪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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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賢
持有文學士（榮譽）學位及社會科學學士學位。於中學任教視覺藝術科及閱讀與文化科，熱衷遊走

於教育評論、推廣閱讀及視覺藝術活動。

曾任教育專業人員操守委員會委員（2008-2012）及津貼學校公積金管理委員會委員（2013-

2015）。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顧問（2014-2016）、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成員

（2012-）、教協普及閱讀獎勵計劃籌委會成員（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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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部門從未提供任何學理支持，世界亦未有同

類的評核做法，但考評局卻延至2015年，才公

佈自2018年起正式取消此規限，首六年之考生

已受害難返。但公開試甲部與乙部脫鉤之後的新

安排，考評局卻遲遲至今仍未有公佈。

校本評核方面，開展時原本要繳交兩本研究工作

簿共六份創作作品，並要求任教老師分別在考生

的中五及中六兩年度入分。面對新高中課時不足

（事後已證實教育局及考評局當年是規劃錯誤，

令各科課程內容過多，又少算了授課課時。）差

不多科科皆進行校本評核，於是師生疲於奔命應

付。當時業界已反映，有必要精簡視藝科校本

評核的份量。結果至2012年2月，考評局才公佈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精簡安排」，在

2014年落實將考生要提交的作品集由兩個減至

一個，並將藝術作品或評賞研究減少至四份，但

首兩年之考生已成為犧牲品。

此外，考生提交的研究工作簿，考評局為方便評

改，提供指定的製作指引，學生需依照指定的框

架去製作研究工作簿，但現實是藝術創作有即興

及偶發，學生未必經歷所有指定程序便已創作出

作品，為了迎合考評的要求，學生被迫重新製作

淺談高中視藝科發展概況
梁德賢
2016年

高中視覺藝術科（視藝科）由醞釀至實施至今，

在課程和考評方面，一直存在極大爭議。從

2009年正式開展，至2012年第一批考生應考至

今，共有五屆學生修畢整個高中視藝課程，第一

屆的畢業生亦應該於本年大學本科畢業，這時間

值得整理一些本科的發展情況，並分析其對香港

創意產業人材發展方面的影響。

 

考評機制  爭論不休

早在新高中視藝科課程諮詢時，業界對在公開

試內加入甲部的文字評賞有很大爭議，有同工

認為筆試形式並非評核考生藝術評賞能力的最

有效方法，可惜在業界未有共識之下，文字評

賞仍然正式推行。由於評賞考試沒有範圍，加

上教育局及考評局一直都只能為考生提供單一

的Feldman（費德曼） 評賞模式作評分參考，

而試卷的評賞作品，亦沒有提供任何背景的情況

下，綜觀考評局展示的考生在藝術評賞的答案，

普遍流於表面、粗淺和公式化，與原本讓學生了

解創作情境的考核目標，相差甚遠。

而公開試的乙部創作又必須與被評賞的作品，有

必然的聯繫，才能合乎要求。業界一直認為創作

與評賞作品的必然聯繫會扼殺學生的創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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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及發展過程，此點反映了研究工作簿評核的

局限，考評局仍未解決。

另一爭論點，是用以調分的作品集呈交模式。考

評局一直要求只容許考生呈交12頁節錄自研究

工作的選頁呈交模式，而且不能有任何的事後整

理和剪輯，視藝界認為此舉並未能呈現學生的完

整構思和創作過程，未能有效評核學生的真正水

平和能力。至2015年，考評局決定將呈交12頁

節錄的規定，由2018年起放寬至24頁，但亦無

助舒緩視藝同工對作品集調分的批評。

校本評核的評分準則方面，亦廣受批評。業界質

疑評分準則的各項「成就描述」，未能準確地評

核校內學生的藝術學習表現，亦規限了學生創作

的可能性，同工建議只適宜當作教師的評分參

考，不應硬性要求教師依從有關「成就描述」評

分，避免學生進行「倒模式」創作探索及研究。

 

校本評核另一受批評之處，是現在新媒介冒

起，藝術創作的可能性也大為增加，新興起的

創作媒介，好像裝置藝術、概念藝術、動畫及

多媒體，例如網頁設計、錄像等，考評局表明

由於技術及人手問題，考生只能以平面分鏡圖 

（Storyboard）供考評局審查，業界對考評局是

否能以幾張平面分鏡圖，去有效評核一段有配

樂、有動感和有剪接的動畫，存有極大質疑。在

風險極高的情況下，考生於是唯有傾向全部以傳

統的媒介去創作，故此，視藝科課程並未能有效

鼓勵學生探索以創新和多元的媒介去創作。

以上的問題，既有課程設計的爭議，也有實際執

行的缺失，民間曾多次提出要求改革的聲音，分

別有2011年的五分事件、2013年的示威事件，

可惜有關當局置若罔聞，2015年又爆出試場疑

似抄襲事件，考評局未經諮詢，不理反對，擬

強行於考生手冊加入防止抄襲規制，終釀成極

大風波。

從行政角度看，教育局與考評局主責視藝的行政

組織規模甚小，主責官員輪替極少，對教學的支

援亦甚少，而課程發展議會之下的兩會科目委員

會及公開試科目委員會等諮詢組織的透明度極

低，導致行政和公眾對其監察力有限，在這樣的

領導下推行的視藝教育，效能不彰，發展欠順，

已令師生苦不堪言，學習成為苦事，令視藝教育

逐步萎縮，造成以下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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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科與大專院校課程脫軌

視藝科實施以來，最為業界垢病的是考生普遍成

績偏低，與舊制會考相比，奪五級以上比率極

低，而大學計算選修科成績，卻只統一計算各科

等級，令很多有藝術天份的學生也卻步，在升讀

中四時，改修成績比率偏高的數理科目。教育界

一直質疑考評局並未有機制調節各選修科目的廣

度及難度，造成各科深淺不一的不公情況。

結果令修讀視藝科的人數持續下降，2010年

時，仍有6,804人參與視藝科會考，至2016年，

報考人數已經持續下降至3,879人。與高中相

反，大專院校與創意有關的課程卻十分蓬勃。根

據統計，現時大專院校與藝術、設計及創意產業

有關的課程，提供的資助及自資副學士及學士收

生名額，保守估計超過六千個。

 

修讀視藝科的人數大幅減少而大專院校與創意有

關課程增加，公開試考生及專上課程學額供應的

差距拉大，反映視覺藝術的發展在基礎教育方面

遠遠落後於形勢。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黎明海教

授接受訪問時曾不諱言，近年考入藝術系的大學

生，高中並無修讀視藝科的學生有上升趨勢。黎

氏坦言新高中視藝科成績，對院校收生不再有很

大參考價值，認為大學藝術系期望吸納一些富創

意、具創作能力及藝術思維的人才，學系面試比

公開試成績更能反映考生的真正實力。

於是，本港的視覺藝術教育發展至此，走入了一

個惡性循環：課程及考評制度失效→公開試普遍

成績偏低→有潛質學生減少報讀→大專院校收生

降低參考文憑試比率→視藝公開試認受性下降→

學校減少開科→學生修讀視藝的機會進一步減

少……最後促成視覺藝術教育瀕臨滅亡。

視藝教育與文化及創意產業脫軌

雖然筆者並不認同視藝教育的目的，單單是為了

培育創意工業人材的功能服務，但如果反過來視

藝教育拖住文化及創意工業發展的後腿，浪費資

源和人材，則更加令人不可接受。現實情況是視

藝教育與文化及創意產業嚴重脫軌。當世界各國

都視文化及創意產業為振興經濟和發展迅速的新

方向時，特區政府卻未有大力推廣與創意有密切

關係的藝術教育。特區政府雖然於2009年將文

化及創意產業列為香港六項優勢產業之一，並成

立「創意香港」辦公室，負責牽頭、倡導和推動

香港創意經濟的發展，然而相關措施卻並沒有涵

括藝術教育在內。在2013年，文化及創意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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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價值只佔本地生產總值不足5.1%，就業

人數亦只佔整體工作人口的5.5%左右，與世界

其他大城市相比，比如紐約，文化創意產業人才

佔整體工作人口總數的12%；倫敦是14%；東京

是15%。反映本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有極大的發

展空間。 

即使香港落後於其他大城市，但在本土而言，

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仍比其他行業快速。由

2005至2013年，本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增加價

值的平均每年升幅為9.2%，相對香港本地生產

總值在同期5.4%的平均每年升幅明顯較快。其

增加價值，相對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亦由

2005年的3.8%上升至2013年的5.1%。從事文

化及創意產業的就業人數方面，1998年人數只

有147,669人。之後，由2005年的171,990人

增加至2013年的207,490人，平均每年升幅為

2.4%，相比香港總就業人數在同期1.4%的每年

升幅快得多。 

從以上統計數字，可看到香港文化及創意工業的

前景比之前任何年代都要蓬勃興旺，特區政府卻

沒有加大力度推行藝術教育，從政策和資源層面

大力推動，培養更多創意人材和開發更大的藝術

市場，投入世界大潮流。好像西九龍發展區，就

並未有預留藝術教育的設施，歷年政府的施政報

告和財政預算，亦未有大幅篇章重點提及藝術教

育，遠遠落後於世界大形勢。

結語

基礎藝術教育，其實不單與文化及創意產業緊緊

相扣，更關係到香港整體的長遠發展，如果其中

一個環節失效，例如高中視藝科公開試，影響將

會是幾代人的福祉。高中視藝科本身當然並非一

無是處，例如因為有批判性思考的評核要求，學

生作品中已經呈現更多關心社會的題材。筆者身

在前線，愛之心、責之切，本文只有限整理若干

高中視藝科的缺失問題，以小見大，望特區政府

主事官員能重新審視整個藝術教育在各階段的環

節，設計一個宏大藍圖，大刀闊斧地全面規劃藝

術教育，方能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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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東亮：〈視藝學額有增無減浪費教學資源 考生人數年年跌〉，《星島日報》（2014年），頁A19 。
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專題文章：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年）。
香港青年協會：《如何促進青年參與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香港：香港青年協會，2014年）。
陳國棟：〈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考評制度對課程潛在的影響〉，《香港教師中心學報》（香港：香港教師中心，2013年）。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香港政
府物流署，2007年）。

1.

2.
3.
4.

參考資料

梁老師是資深且熱心的前綫中學視覺藝術科老師，見証了舊制會考及新高中視覺藝術科

考評變遷。文中一針見血論述新高中視藝科考核的模式新不如舊，教育當局對新高中視

藝科發展支援及支持不足。考評局定立視藝科校內評分的作品集規範化，公開試評賞及

創作聯繫公式化，考試著重文字表述多於藝術設計創作，扼殺了學生創意，令有意報考

此科學生卻步，師生苦不堪言，報考人數逐年下降。但各大專院校為響應政府提倡創意

產業的政策，資源錯配，大量開設藝術設計專科學額比實際考生多出一倍。反而多了學

生以非系統性的自修模式，自行製作作品集報考大學大專院校的藝術設計大學學位。整

體學生的藝術設計水平參差甚至有下降趨勢，影響了整體大學大專收生水平。大學大專

院校也叫苦連天。此舉可影響將來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梁老師的見解甚具前瞻性，他

以愛之深責之切的心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盡快檢討補救當下的視覺藝術教育政策，新高中

視藝科考評制度改革的迫切需求！

陳麗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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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婉欣
2014年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的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現時為全職教師，於前綫推動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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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婉欣
2014年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的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現時為全職教師，於前綫推動藝術教育。

探討香港設計師如何看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的「設

計」卷內容及評核標準
劉婉欣
2016年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考試共設兩份試卷，分別

為「視覺形式表達主題」及「設計」，自推行而

來一直備受來自教育界的爭議。在設計師眼中，

到底他們怎樣看設計卷的內容和評核標準呢？他

們是否與教育界議論者持相同看法，或有其他見

解呢？

筆者向兩位本地設計師展示2012年設計卷題目

及考生的表現示例並進行訪問，一位是香港設計

教育的資深工作者，現任本地某所設計學院導師

（下文稱O先生）；另一位是任職於本地某間設

計公司的資深設計師（下文稱K先生）。

一、設計師如何看「設計」卷的內容

設計卷欠缺「設計指引」，難以評賞和創作

首先受訪設計師不約而同指出「設計指引」的重

要性。「設計指引」是設計前，因應要解決的問

題所定立的設計大綱，即是設計品的背景資料。

設計師根據「設計指引」去設計產品。因此若要

評價設計品，亦應以「設計指引」作為評價依

據。受訪設計師都認為在設計卷甲部評賞欠缺設

計品的背景資料下，實在難以做到評賞和創作。

設計評論變相是「看圖作文」

由於設計卷欠缺「設計指引」，受訪設計師認為

「設計卷欠缺了問題設定。例如，也許對喜

歡新潮的年輕而言，會評價中國航空公司的

傳統鳳凰標誌是失敗的。對五十歲以上的人

士而言，他們明白傳統鳳凰有吉祥之意，便

會對其標誌有較高評價。故此，在欠缺問題

設定，不知其目標受眾下去評價，便流於空

談。」（K先生，2014）

甲部評賞的兩張作品不宜作比較

設計卷甲部評賞要求考生描述、比較、分析及評

價這兩件作品（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

但受訪設計師皆認為除題目二之外，其餘四題甲

部評賞所選取用作比較的兩件設計品性質十分不

同，都不宜作比較性評論。

「其實題三的甲部作品，要考生就兩個作品

作比較是可能的，他們可就作品作個別的表

現表象描述。因為兩個設計作品不是建基於

同一「設計指引」…兩個設計品的性質不一

樣，一個是美心月餅禮盒，一個是復活節巧

克力禮盒。」（K先生，2014）

在沒有足夠的背景資料下，單憑所提供的兩張設

計品圖片去評價兩個設計品，容易使評論變得主

觀，成為流於空談的「看圖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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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評賞不應要求與乙部創作有聯繫，限制學生

創意

設計卷乙部的設計創作要求考生將甲部對設計作

品的評賞體會聯繫到設計創作，並呈交約50字

的設計作品自白，以解說設計創作與評賞的關係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對於創作與評

賞要有關係，受訪設計師不約而同表示不明白為

什麼兩者要有關係。O先生更指出不應設任何限

制，讓學生發揮設計創意。 

考生視設計創作為藝術創作

受訪設計師皆認為考生視設計創作為美術創

作。K先生指出由於設計卷欠缺了「設計指

引」，考生考慮設計時便多從個人角度或喜好出

發，使其創作傾向於藝術方向。

「考生沒有假設問題，便會從個人喜好方向

去創作。」（K先生，2014）

    

「我不認為考生是針對門票設計而創作，他們

只是構思了一個畫面。」（O先生，2014）

「在不知道「設計指引」下，他們會以藝術

作品的角度出發去構思設計。例如，設計空

中小姐的制服，你需要考慮該航空公司的定

案和形象等，你才知道要如何去設計什麼。」

（O先生，2014）

設計卷的設計角度是以藝術而非設計出發

受訪設計師都認為設計卷的設計角度是以藝術而

非設計出發。以乙部設計創作為例，他們不約而

同指出題四的「天鵝湖歌舞劇」紀念門票正面的

設計只包括歌舞劇的名稱、日期和門票的大小的

這些資料是遠遠不足夠的。門票設計的基本要素

應包括入場時間、幾多號劇院及座位編號等，因

為門票最重要的功能是讓手握門票的人能根據上面

資料，順利找到劇院和座位，準時入座觀賞。可

見出題者的設計知識貧乏，出卷設計傾向藝術化。

「為什麼一張門票最基本的要素都沒有？

它的指引根本看不到這些設計要素……去

設定題目的人對設計的態度是傾向於美術

化的。」（O先生，2014）

「考生在設計門票時需要考慮的因素一定

不只名稱、日期和大小，他們必須考慮到

門票的功能性，如怎樣的字體設計才能讓

人在較黑的環境中找到座位編號。在設計

門票時，首先考慮的是其功能性，其他都

是其次的。」（K先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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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傾向以單一手法去應付不同的設計

O先生更指出考生傾向以單一手法去應付不同的

設計。例如，門票設計和海報設計雖然同為平面

設計，但兩者考慮的設計要素都不一樣，海報設

計講求「邊走邊看」的視覺傳意功能；而門票設

計則重視訊息的傳意。O先生認為由於設計卷欠

「設計指引」，考生無法得知設計性質和內容，

面對不同的設計都只會構思出一個畫面。

二、設計師如何看「設計」卷的評核標準

欠缺「設計指引」，難以作評核

上文指出設計卷欠缺「設計指引」，難以評賞和

創作，評核亦欠依據。以設計卷題四甲部創作而

言，筆者搜集到四個不同等級的考生示例，K先

生指單從作品的視覺元素去看，四位考生所採取

的表現手法不同，有可能是表現出不同性質的天

鵝湖歌舞劇。由於欠缺共同「設計指引」，而考

生自設的「設計指引」內容亦不盡相同，我們又

無法得知其內容下，難以去作出恰當的評價。

「我們必須考慮到它是一套什麼性質的天鵝

湖歌舞劇。例如，若它是現代色彩重的歌舞

劇，這個比較接近現代風格的作品便十分適

合。若它是很幽默的歌舞劇，這個有「搞

笑」人物造型的門票便十分合適。設計的

設計卷評價傾向藝術取態，着重考生繪畫技巧和

作品美感

受訪設計師都認為設計卷評價傾向藝術取態，着

重考生的繪畫技巧和作品美感。以考生的表現示

例作品來看，他們認為豐富構圖或精緻畫功是取

高分的關鍵。例如題四的考生表現示例，受訪設

計師一致認為等級一的作品因字體大和清晰，傳

意能力較高，相比另一個構圖豐富，字體細小而

不清晰的等級五作品，前者的評價會較高，因為

它有效傳意。在設計師的眼中，功能性才是評量

一個設計的重要標準，美感是其次。

「形式」是需要配合「內容」，「內容」便

包含在「設計指引」。」（K先生，2014）

「若不能滿足到最基本功能性問題，不論門

票的視覺效果多好，都只能說是一個失敗的

設計。」（K先生，2014）

「我認為它太花巧了，作為一個門票設計而

言……字不太清晰，大小比例不太好…這位

考生很有心思。但以設計角度而言，這不是

優秀作品。」（O先生）

總結而言，受訪設計師對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

的「設計」卷以設計角度作出分析和指出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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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若能設定統一的「設計指引」，即

是在題目中說明「東方傢俱」的市場定位、

周邊環境如何等。如此，大家的創作便有

統一和明確的準則去比較和評價。」（K先

生，2014）

甲部評賞不宜要求與乙部創作有聯繫，讓學生開

放設計

在設計師眼中，「甲部評賞要與乙部創作有聯

繫」不是一個恰當的要求。事實上，根據教師對

新高中視藝科課程及考評意見問卷調查報告結

果，67.4%教師表示不同意評賞與創作必須緊扣

相連（視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2011），以免

扼殺學生的創造力，建議廢除甲部評賞要與乙部

創作有聯繫這一評分要求，讓學生開放設計。

評賞宜用多元化方式進行

評賞是視藝科的重要一環，受訪設計師亦同意設

計評賞的重要性。現時設計卷甲部評賞與語文能

力有很大掛鉤，對語文能力偏低或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不公平。根據教師對新高中視藝科課程

及考評意見問卷調查報告結果，一半（50.3%）

受訪教師表示不同意評賞研究及表述必須以文字

之處。以下是筆者綜合受訪者的意見和其他相關

文獻，對現時「設計」卷作出以下建議。 

三、對「設計」卷的改善建議

設計卷應為題目加上充足的「設計指引」

設計卷甲部要求學生在沒有背景資料下，就兩個

設計品的圖片撰寫文字評賞。受訪設計師強烈表

示設計評賞及創作必須建基於「設計指引」。在

缺乏背景資料下做評賞，只能「吹水」跟「靠

估」，猶如「看圖作文」（梁子健，2012），

有失評賞的真義。

至於乙部設計創作則要求考生根據評賞內容與指

定題目完成創作，受訪者指出題目提供的資料不

足，顯示了出題者對設計的認識淺薄，建議考評

局應為乙部設計創作及甲部設計評賞，為題目提

供統一及內容充足的「設計指引」，使考生有依

據去做設計評賞和創作。

甲部評賞宜用性質相同的設計作品作比較

受訪設計師建議甲部評賞宜選用性質相同的設計

作品，就乙部創作而言，建議由考評局在設計卷

上設定統一的「設計指引」，使考創作和評核有

統一和明確的準則作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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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的構圖一定不是去評量一個設計的重

要標準。」（K先生，2014）

整體而言，受訪設計師站在專業設計角度對看中

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的「設計」卷分享了不同意

見。筆者希望本研究能給予我們一個新視角的反

思空間，力圖改善當前問題，讓香港設計教育得

以持續性健康發展。

參考資料

形式作答（視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2011），

建議評賞可採用多元化的評核形式，如口頭匯報

或「評賞」也可以是創作的回應，例如同類創作

的相關激發，讓考生自行決定以哪一方式評賞才

是真諦。

評核標準應以設計目的能否達成為主，美學元素

為次

所謂「美而無用不算好，實而不華更獨到」，在

設計師眼中，設計目的能否達成比美學元素更為

重要。故建議設計卷的評核標準應以設計目的能

否達成為主，美學元素為次。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2012》（香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2年）。
視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教師對新高中視藝科課程及考評意見問卷調查報告〉，《香港美術教育》，2011年第1期。
梁子健:〈文憑試視藝考生要靠估，評賞罕見當代作品，艾未未《兩腳桌》也列題〉，《星島日報》，2012年港聞A06。

參考資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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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老師是新進教師，她在文章針對性指出發現了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的「設計」卷存

在的問題，並找來專業設計師一起探討，找出問題的根源所在：設計此卷及出卷者都沒

有學過「設計」，只是用藝術創作角度出題！他們不明白「設計」是要有「設計指引」

（Project Brief）！需設計的資料目標不清晰，如何評賞？如何創作？設計卷欠缺「設計

指引」，難以評賞和創作，設計評論變相是「看圖作文」！出卷內容更有很多問題！令

考生混淆，考生會視設計創作為藝術創作，這種概念訓練方向大錯特錯！本人完全同意

劉老師的分析。因為本人也曾是設計師，也曾教過新高中視藝科「設計」卷，五年前已

見到此卷問題多多，設題及評核模式未夠「專業」，實在令人擔憂！希望當局能夠接納

設計專家意見，為「設計」卷評核模式作出改善！

陳麗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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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靜
香港教育學院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學位（一級榮譽）畢業，教學實習取得優異成績，現職聖瑪加

利男女英文中小學視覺藝術科主任。2015年「香港傑出準教師」金獎得主，熱愛視覺藝術科教學

工作及陶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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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安狄遜）提出的評賞模式於教學中

常用。

有 前 線 教 師 認 為 香 港 的 中 小 學 課 程 採 用 了

F e l d m a n 的 評 賞 模 式 已 二 十 多 年 ， 陳 國 棟

（2013）指出Feldman評賞模式受現代主義中

形式主義的美學觀影響，較着重藝術品表象和表

達的形式，對中學生而言比較容易掌握。不過主

要以藝術品所採用的藝術形式進行評賞，這個評

賞方法是否適用於任何作品？譚祥安（2007，

頁8-9）提出類似的疑問：「怎樣描述抽象的作

品」？Feldman與Broudy同樣有四階段，但他

們的藝術評賞模式在視覺元素、組織原理的分

類和次序上都略有不同（詳見原文），Broudy

的「美感審視評賞模式」較偏向從感官出發， 

Hamblen（1991）指出Feldman和Broudy的評

賞模式一致地針對「藝術品的感知要素作出分

析，主要着重藝術品的視覺形式」。不能忽視的

是，Anderson的「跨文化評賞模式」較上述兩

者多了一個步驟——仔細把藝術品依風格分類或

類比其他藝術品，亦較為關注不同藝術創作時期

的文化特色。三位學者各自提出一套評賞模式，

單一的評賞結構方式會否阻礙學生運用其他評賞

模式的可能性（陳國棟，2013）？下一部份將

高中視覺藝術評賞的教學方法
李紅靜
2016年

短短數年間，「藝術評賞」冒升為視覺藝術（下

稱：視藝）科學習的焦點，教育當局無從置疑

要擔當起「支援學校推行藝術評賞學習活動」

的角色（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與評核局，

2014）。Fullan（黃錦樟、葉建明譯，1999）

指出教育局要成功推行課程改革，便要承擔支援

前線教學、出版書刊及促使教師不斷改進、參與

培訓課程的責任。為了支援學校推行藝術評賞，

教育局在2008年至2013年期間出版了《藝術評

賞系列》九冊，讓教師可運用到學習活動中（香

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2013）。

究竟中學的視藝科教師如何教授新高中的藝術評

賞？教師如何看教育局出版的《藝術評賞系列》

的支援？

基於上述的疑問，第一部份會檢視各學者提出的

藝術評賞模式；第二部分會分析《視覺藝術科課

程及評估指引》和《藝術評賞系列》。

藝術評賞模式

不同學者曾提出不同的藝術評賞教學模式，

它們的評賞階段各異，譚祥安（2007）指出

Feldman（費爾德曼）、Broudy（布魯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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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視教育當局建議的藝術評賞。

高中課程及評估改革

根據《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

六）》（下稱：《課評指引》）所言，藝術評

賞泛指學生對藝術現象和藝術品的即時反應，對

藝術家於不同情境下所創造的作品，作出批判性

欣賞的過程；教育局在評賞教學過程以學生的即

時反應為入手點，但同時關注「認識藝術的情

境」，並要求學生提出個人見解，以「培養評賞

藝術的能力」（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14，頁10-13），意味着要認識藝術品背

後影響藝術家創作的情況及原因才能全面地作出

評價。

    

《課評指引》建議了五個藝術評賞階段的活動，

包括表象描述、整體感受、形式分析、意義詮釋

和價值判斷（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2014），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既不

是各自獨立，其次序也是可改變的」，有別於上

述三位學者提出藝術評賞要有步驟分別之說。究

竟應該是步驟分明的還是「可改變的」？

在評估方面，《課評指引》建議在公開考試中評

核學生「分析、詮釋及評價」藝術品的能力，並

用書面形式表達出來（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2014，頁48）。陳國棟（2013）指

出視藝科文憑試有四個評分準則，它們分別為：

表象描述、形式分析、意義詮釋和價值判斷，

與Feldman提出的陳述、形式分析、解釋及評價

四階段相近，認識藝術品的背景顯得較不重視，

着重於客觀地陳述和分析視覺元素。為何課程指

引提出五個藝評階段，文憑試的評分只有四個階

段？下文將評述《藝術評賞系列》提出的評賞範

圍、角度和方法等以回應《課評指引》的評核要

求。

教育局的評賞教學支援

教育局出版了《藝術評賞系列》九冊以支援學校

推行藝術評賞。其範圍牽涉中西甚為廣闊，亦提

供有關藝術評論寫作的入門及當代藝術評賞詞

彙，究竟教師如何應用此書以教授如此廣闊的藝

術發展史及寫作方法﹖

另外，第一冊書介紹了四個評賞階段，分別為：

描述作品、了解歴史或社會背景、意義詮釋和價

值判斷，強調要讓學生認識藝術品的背景資料，

《課評指引》建議了五個藝術評賞階段，為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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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覺藝術教育制度的評賞方向

《課程及評估指引》 視覺藝術科文憑試的評分 《藝術評賞系列》

五個藝術評賞階段的活
動，包括表象描述、整
體感受、形式分析、意
義詮釋和價值判斷

四個評分準則作為評論
的方向，它們分別為：
表象描述、形式分析、
意義詮釋和價值判斷

四個評賞階段分別為：
描述作品、了解歴史或
社會背景、意義詮釋和
價值判斷

圖一：香港視覺藝術教育制度的評賞方向

高中視覺藝術
評 賞 的 教 學

方法

藝術評賞教
學模式

《藝術評賞
系列》的評
賞教學方法

Feldman（費爾德曼）的四階段評賞模式

Broudy（布魯狄）的美感審視評賞模式

Anderson（安狄遜）的跨文化評賞模式

四個評賞階段分別為：描述作品、了解歴史或社會背景、意
義詮釋和價值判斷

另類評賞角度

社會學角度

符號學角度

圖像學角度

圖二：分析架構

書卻建議另一套的評賞方法？《課評指引》未有

提及社會學角度等方法，教師會如何理解這些不

同角度及如何指導學生進行藝術評賞？綜合上述

所得，研究者歸納出下面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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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及分析

為了解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如何理解和教授高中

藝術評賞，以及如何看教育局出版的《藝術評賞

系列》的支援作用，研究者訪問了四位教師，包

括任教高中視藝科十年或以上的教師和入職數年

的教師，以下會列出五個要點。

1. 藝術評賞教育強調認識藝術的情境

晤談中四位教師有兩位都指出在準備藝術評賞課

時會介紹作品用了什麼藝術主義及當時所處的藝

術情境等，反映要讓學生認識藝術家與藝術品的

背景及相關的創作情境等因素，例如張老師及陳

老師說明了藝術情境的重要性：

「我覺得認識藝術的情境在藝術評賞中是必

需的，例如我會加插一些藝術時期的特色，

宗教背景、重要人物等等……」（張老師，

晤談節C2）

「教授中四時……會加入比較重要的藝術史

或藝術情境，例如這些是給學生參考工作

紙的（拿出了超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的工作

紙，上面介紹其特色及能代表其主義的藝術家

作品，並標記了該主義的時代、年份等）」

（陳老師，晤談節A1）

2.費爾特曼（Feldman）模式是應付公開評核的

   評賞模式

實際上任教高中的受訪老師不約而同地指出面對

公開評核實施的藝術評賞會採用費爾特曼模式。

原因是文憑試的評分準則只有四個評分，要以成

績為重而捨棄多元的評賞方法，節錄如下：

「……考試並不要求學生知道作品的藝術情

境……為了讓學生順利完成藝術評賞考試，

我會採用Feldman模式教他們藝評文章……

這樣是因為別無選擇。」（陳老師，晤談節

A2）

「我校學生從中四起已依照考評局的考試模

式，我教授的時候一定會由Feldman Model

開始，即四個評賞階段，之後有時間希望可

帶出其他層次……但在這部分不宜花時間深

化解釋。」（鄭老師，晤談節B2）

「我校跟Feldman模式進行藝術評賞，……

沒有額外時間教授其他評賞模式」（張老

師，晤談節C2）

從上述「別無選擇」、「不宜花時間」、「沒有

額外時間」等字眼，可以見出教師深明Feldman

的評賞模式是應付評賞卷惟一的方法，因為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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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指「考試只是考費爾特曼模式而已」。

3. 藝術評賞教學傾向當代題材

教育局希望教師把廣闊的藝術評賞內容、不同藝

術時期的藝術特色不偏不倚地介紹給學生，但其

中兩位受訪教師均傾向教授當代藝術，任教十年

以上的鄭老師說：

「我會提供一些藝術雜誌和書籍給學生（展

示包括《今藝術》、《藝術家》、《藝態》

及《當代美術家》等等）……讓他們在藝術

雜誌中欣賞當代作品」（鄭老師，晤談節

B1）

為甚麼教師「偏好」當代題材？入職數年的

張老師明確表示：「因為近年出題以當代藝

術作品較多，所以我教授時會希望學生可

以多了解當代物料的特性。因為是以考試主

導，所以最終還是決定把物料這個元素加入

費爾特曼模式。」（張老師，晤談節C2）

考試「出題較多」的藝術時期對教學會有一定的

影響，上述晤談間處處可見考試的影子。

4.《藝術評賞系列》的內容過於深奧、評賞角度

     與公開考試脫節

四位受訪老師中指內容太深奧，大多介紹經典藝

術家及其作品，亦有老師指書中提出的符號學與

公開考試脫節，故此教學支援作用不大；例如，

陳老師說：

「書中的內容太深令我消化唔到，當中大部

份是經典作品，但不代表一定有用」（陳老

師，晤談節A3）

鄭老師更反問研究者主修藝術是否曾經看過，以

及在大學課程有涵蓋嗎？鄭老師指出：

「內容實在太深奧，……我相信大學生亦用

不著這系列的書！……中學生應該不需要

深入學到符號學或應用到這樣深奧的知識

吧……」（鄭老師，晤談節B3）

        

「書中教授符號學、社會學等字眼，實在太

離地……對學生來說太抽象了」（張老師，

晤談節C3）

只有一位受訪老師（何老師）曾經教授過符號

學，但她向研究者形容：這個是大學程度的知

識，到我看完這一系列的書都已完成一個學位

了！何老師舉例如下：

「我用過一次符號學來教授藝術評賞，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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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老師都表示評賞應適合中學生程度，教育局

希望把《課程及評估指引》裏五個藝術評賞階段

配合考試課程使用，可是實施上考試課程取代了

課程目標，而書中的評賞角度既與《課程及評估

指引》無關，評賞角度甚為脫節。

5. 教育局支援藝術評賞教學的方法偏向理論為主

四位受訪老師一致地指出教育局有提供研討會等

藝術評賞的支援，但偏向講授藝術理論為主，反

映目前支援「有些荒謬及太理想化」。他們的意

見舉例如下：

「……教育局舉辦研討會的目的希望教師明

白考試的幾個準則，但其內容往往超出這個

要求，偏向深奧而不是廣闊的角度去討論藝

術評賞……我較希望聽到一些適合中六學生

水平的評賞資料。我覺得有些荒謬及太理想

化。」（鄭老師，晤談節B4）

「我覺得教育局提供的是大專程度的藝術評

賞，非常學術性，懂得評賞與教授評賞是兩

回事。」（何老師，晤談節D4）

既然「懂得評賞與教授評賞是兩回事」，學者們

的高深評賞理論是否切合實際教學需要？ 

研究啓示及建議

基於上述的研究結果及分析，以下將會就香港教

育局和高中視藝科教師作出建議：

高中視覺藝術科教師方面

視藝科教師是站在實施改革的最前線，建議教師

（1）盡可能實現《課程指引》中理想的評賞教

學，減低「只為考試的心態」重新審視《課程指

引》，令學生全面地認識藝術評賞。在課堂中把

其他評賞藝術的可能性介紹給學生，例如《藝術

評賞系列》的評賞角度可以嘗試淺易地講解，亦

可試用文獻中的「美感審視評賞模式」和「跨文

化評賞模式」等，而不只是運用單一的評賞模式

授課。雖然有教師指出當代題材在近年考試「出

題」較多，但是考試趨勢不時有變，（2）把重

點放在當代藝術並不是長遠而恰當的教學策略，

可以鼓勵學生搜集各個時代特色，因為每個時代

的作品都各有不同值得學生學習。

香港教育局方面

香港教育局的政策會影響視藝教師的教學方法，

生似乎覺得太深，他們怎會明白？內容實在

難以理解。我看見他們目瞪口呆，就知道程

度太深了。」（何老師，晤談節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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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從根本着手（3）改變考試中用文字評估學

生的藝術能力。目前評賞卷的四個準則評分集中

形式分析，未能如文獻學者所言「達到較有質素

的評價、詮釋或判斷」。如果評賞卷考試繼續下

去，研究者建議提供更多背景資料給學生作深度

的認識，方能令學生提出有質素的評價。另外，

《藝術評賞系列》的評賞角度也是《課程指引》

從未有提及的，實在有需要（4）調節《藝術評

賞系列》的內容及評賞角度，切合實際課堂需

要。與其把高深的藝評理論授予教師，研究者相

信（5）教育局支援藝術評賞的方法應重視教學

實踐，多講授教學策略、評賞課堂活動建議、分

享不同教師的評賞教案。其中一位老師建議把書

製成教學簡報、教材套及教具，但前提是書中內

容深度必先調節適合中學生理解。

總結

總括而言，藝術教育強調認識藝術的情境，嘗試

把不同藝術評賞模式教授給學生，才能令他們真

正了解藝術評賞。教育局站在課程改革的前線，

亦應改變目前支援前線教師的方法，要設計適合

中學生程度的評賞教材，方能真正合乎課堂實

際需要。研究中可見「考試主導」的情況依然存

在，教育局有需要在未來的日子作出改善，盼望

可減少視藝科教師目前面對的矛盾和困難。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藝術評賞系列》（2013年），檢自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
references/va/index.html
陳國棟：〈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考評制度對課程潛在的影響〉（2013年），《香港教師中心學報》，2013年第12卷，頁101-113。
課程發展議會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14年），檢自http://www.edb.gov.hk/
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ferences/curriculum-docs.html
譚祥安：〈藝術批評模式的應用、反思與發展〉，《藝術評論與視覺藝術教育》，（香港：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視覺藝術
部，2007年），頁7-10。
Anderson, T., “Toward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art criticism”.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36(4) (1995), pp.198-209.
Broudy, H. S. Enlightened cherishing: An essay on aesthetic education (Americ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Feldman,E.B. Art as image and idea,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7).
Feldman,E.B. Varieties of visual experience (NewYork: HarryN.Abrams, Inc, 1992).
Fullan, M.著，黃錦樟和葉建明譯：《學校與改革:人本主義的傾向》（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
Hamblen, K. A. Beyond universalism in art criticism. In D. Blandy & K.Congdon (Eds.), Pluralistic approaches to art education 
(Bowling Green, OH: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91), pp.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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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視覺藝術評賞的教學及考評方式，可說是新高中視覺藝術中，前綫教師與考評局

「最激烈爭論的戰場」。爭論之處有兩方面：第一，哪一視藝術評賞教學最適用於新高

中教學；其次，如何將藝術評賞納入考評之中？兩者之中，前者更應優先被深入探討。

筆者能捉緊新高中視藝改革問題的焦點所在，從分析所得，教育局出版的《藝術評賞

系列》並未切合教師實際的需要，評賞並非只有Feldman（費爾德曼）一種的模式，如

Broudy（布魯狄）和Anderson（安狄遜）的評賞模式，也是其他可行的方法。但老師

為了應付公開評核中的評賞要求，傾向以Feldman（費爾特曼）模式施教，最終未能擴

闊學生體驗不同評賞模式的機會。筆者以訪問形式獲取前綫老師，在教學現場的實際經

驗，所帶出的分析值得各位持份者細閱及參考。

陳國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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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婷
將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作為初出茅蘆的視覺藝術教育工作者，需探究藝術

教育的本質及價值，以確定日後的教學信念與遠景。期望致力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建立他們創作

的獨有個性，推動香港的藝術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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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課程的關注點都集中在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

他們在談論實際教學中不時提及「考試策略」、

「考到試」、「取分」、「升大學」等字眼，甚

至坦言沒法不為學生著想，所以教學課程不能不

根據考試要求而訂，他們說：

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與考試現況
文美婷
2016年

由爭議引發的探究

高中視覺藝術科（以下簡稱：視藝科）課程與考

試改革已推行了五年，一直備受爭議，引起筆者

的關注，例如：「考試要求遠高於學生的能力、

令本科發展倒退」（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13，

頁6-7）；2014年應屆考生的人數為4530，退修

率高達30.3%（梁崇任，2013）。翻閱文件，亦

發現學者在課改之初曾經質疑新高中課程，新增

的「紙筆考試能重現藝術教育的本質價值嗎？」

（黃素蘭，2005，頁22）。究竟學術界與前線

教師的聲音揭示了甚麼現象？發聲與不發聲的高

中視藝科教師如何看高中視藝科的課程和考試？

探究的發現

為探討爭議背後的因素，筆者除了分析課程文件

的內容，以掌握課程發展的方向外，亦分別邀請

了兩位經常為新高中視藝科課程和考試發聲的教

師：曾老師及張老師（化名），以及沒有公開

發聲，並緊隨考改步伐的黃老師及林老師（化

名）作深度晤談（本文節錄的重點），分析結

果如下：

1.高中課程就是「公開考試」和「校本評核」

在晤談中，不難發現四位視藝科教師對高中視藝

「其實整個教學就是SBA！若果不是，那就

是說考試的試卷。」(晤談，黃老師)

「因為已有考試課程，你一定要教到他考

試，這是必有的底線……其實是要應付考卷

之餘，還要做到一套四件的portfolio。」

(晤談，曾老師)

「高中生教學內容其實要回應考試，其實我都會

讓學生選擇，但同時都會給他們導向。」

 (晤談，林老師)

「但考試部分是不能動，因為我們不是說學識的

問題，而是說學生的利益問題（失笑），在這個

位置上我們一定要顧及他們的利益。」 

 (晤談，張老師)

此外，曾老師、林老師和張老師在晤談時均提及

高中課程的問題，例如：曾老師評論高中課程

對學生不利的因素居多，原因是「比較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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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多，令學生『跳船』」；林老師則表示校本

評核的要求過高「對某部分學生來說是非常

吃力」；看似支持高中考試課程的黃老師亦指

出：「又不是很同意，而是我沒有選擇，我亦想

不到比舊制更好的方法，又未想到新制應該怎樣

改而又公平」；至於張老師則指出高中的評分方

法過於公式，他說：

「因為課程的評分方法令老師陷入一個誘惑

的陷阱！陷阱是指用公式的方法讓學生很容

易在評分準則中取得分數，最後的教學就沒

有辦法令學生學到藝術裏面應有的創意、變

化和塑造學生的個人特質。」

原來高中視藝科教師無論是發聲或不發聲，他們

都會把高中課程等同於考試課程，亦關心本科的

考試和評分制度。他們均認為高中的考試對學生

「不利」、令學生感到「吃力」或未能令學生

「學到藝術裏面應有的創意、變化和塑造學生的

個人特質」。由於「未想到新制應該怎樣改而又

公平」，所以部分老師選擇不發聲。其實他們都

非常關心學生的「利益」，因此特別關心考試形

式對學生的影響。 

2. 考試形式令師生感到吃力和無奈

四位受訪教師都認為高中考試的要求高了，範圍

闊了，甚至不著邊際，無論教師或學生都難以掌

握，尤其是公開考試的卷二及藝術評賞的問題較

大。他們分別說：

「我不能摸索設計卷出卷的方向，設計卷變

化很大！……我接受不了設計卷這出卷的大

變化。」(晤談，黃老師)

「設計卷的要求很多、很高，學生如果分析

能力不夠強，專注力不夠高，要他在這短暫

的時間裏捕捉全部重點是很難的。……太着

重文字分析……不要冷卻他們創作熱誠的火

花吧！」(晤談，林老師)

「如果他語文不佳或有讀寫障礙，對他來

說，那就是扣分。……那45分鐘太趕，對於

文字較弱的學生，會吃虧。」(晤談，曾老師)

「我們不能夠接受，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做到

藝術評賞。因為現在的藝術創作是需要有情

境來配合，沒有情境你只能作，亂作的話，

你能學到什麼？」(晤談，張老師)

明顯可見任教第三組別學校的林老師和曾老師較

關心高中視藝科的考試對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不

利；任教第二組別的張老師同樣不認同藝術評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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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試方法，但不在於語文能力問題，而在於考

試形式鼓吹學生「亂作」，他質疑學生會「學到

甚麼」；至於任教第一組別學校的黃老師則表示

他很認同藝術評賞，因為對他的學生有利；他反

而認為設計卷「出一些連我也未曾見過的東西，

我都呆了」，所以不會給學生報考這份卷。除了

黃老師外，曾老師和林老師都表示他們只為學生

報考卷一視覺形式表達主題。如此看來，以考試

主導的高中視藝科課程不是收窄了學生的學習空

間嗎？

3. 高中視藝科的重視程度明顯降低

中學會考時代，只有中文和英文科是必修科，學

生可以自由選修4-6科，可見選修科的成績對中

學生的升學同樣重要。然而，新學制強調中、

英、數和通識四個必修科目，縱然鼓勵學生自由

選修三個科目，在大學收生的要求下，學生都知

道只需要讀好一個選修科便足夠了，大大收窄學

生學習各科的機會。受訪教師的觀點如下：

「入大學先看中、英文，後看數學、通識，

然後先考慮藝術科，我覺得是合理。」(晤

談，黃老師)

「新高中四個主科一定要取得好成績，所以

選修科是次要，……只要一個選修科考得不

錯就足夠了。」(晤談，曾老師)

「學生知道那4科是入大學的主科，其實他的

時間就不會花在那三科選修科了。」(晤談，

張老師)

由於四個主修科已經用了學生不少時間，令學生

可以投入在選修科的時間和熱愛程度減低。例如

曾老師說：

「以學生應付4科主科已應接不暇，哪有時間

化在視藝科？當學生肯花時間在本科，如果

其他科有問題就可悲了，學生會很辛苦，家

長會有壓力，老師會有壓力，其他科老師會

有不滿，與以前的光景是不同的。」(晤談，

曾老師)

張老師更指出教師要面對學生退修視藝科的無

奈，他說：

「我試舉一個例子。明明中四他畫的畫在考

試中取第一名的，中五就開始不做了，很誇

張的，完全不再做，說家人著重主科。上年

有個中五生，考試又是取第一名，暑假時告

訴我他要退修本科。」(晤談，張老師)

由此看來，新學制的確把視藝科教師和學生的學

習空間綑綁得喘不過氣來，教師面對學生在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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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感低和退修之問題，多感無奈。

總括而言，在理想上教師較關心學生的個人發

展，但實際上教師為了協助學生應試，多提及

「考到試」、「易考」、「不吃虧太多」、「升

大學」等，明顯關心學生的「得益」，即「取

分」，故教學課程不能不根據高中考試要求而

訂。至於高中視藝科退修率高的問題，筆者原本

以為與本科發展有關，但原來與高中課程改革的

關係更大。正如一位中學校長曾經指出高中選

修三科的學生很少，即使選修兩科，學生都是

沒有時間兼顧，他道出了新學制「與廣闊多元

的課程理念背道而馳」（星島日報，2016）。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3）的調查亦指出

星島日報：《文憑試退修持續九科流失三成學生》（2016年），檢自http://std.stheadline.com/yesterday/edu/0212go01.html 。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前線教師對新高中視藝科文憑試回應〉，《香港美術教育期刊》，2013年第1期，頁6-7。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附件——意見分類：教師最關注的新高中問題》（2013年），檢自https://www2.hkptu.org/
ptunews/615/opinions.pdf 。
梁崇任：〈新高中學制啟動後的藝術教育〉，《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1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132-137。
黃素蘭：〈紙筆考試能反映藝術教育的本質與價值嗎〉，《香港美術教育期刊》，2005年1期，頁22-23。

1.
2.
3.

4.
5.

參考資料

學生「不停追趕課程及不停做校本評核」，形成

教師所說「主科重要、學生投放的時間多」的現

象，令選修科的重視程度大大降低。無怪乎視藝

科教師面對學生在本科的投入感低和退修問題倍

感無奈！

（本文摘自香港教育大學2016年視覺藝術教育榮譽學士學位
的畢業論文，筆者僅此鳴謝黄素蘭博士的指導和協助修訂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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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不是求分數」這句口號對新高中視藝課程來說，可算是徹底失敗。目前新高中課

程偏向以「成績」為本，失卻藝術教育的本質；追溯源頭是大學學位不足，大學收生標

準亦不重視本科成績。視藝教育課程指引並沒有一套長遠發展概念，空談理念並與實際

課程並不相符，加上考試制度之不堪令整體視藝教育更不濟。教育制度改革要成功應是

由現時「由上而下」的政策應改為「由下而上」，多接受前綫老師和社會各界的意見。

若以現時政策長此下去，教育制度未能得以改善，而前綫老師亦無奈「默認」視藝科為

取分課程，會否變成視覺藝術科殺科的幫凶，最終造成社會、教師、家長和學生等四輸

的現象。

吳崇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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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森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獲跨文化研究文學碩士，主要研究範圍包括視覺藝術、表

演藝術、文學、哲學及電視電影等流行文化。早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並獲科藝文憑及藝術（榮

譽）學士（舞臺佈景及服裝設計），香港教育學院（現稱香港教育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藝術

及設計教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設計文憑（時裝設計）。現任CO1設計學校高級講師。Meeeep 

More多媒體平台藝術文化節目《以森傳心》及心理健康節目《心晴對話》監製及主持。環保生態

協會教育顧問（藝術），香港春潮畫會副主席，香港美術教協會執行委員（秘書），國際女畫家聯

盟會員，香港心理健康協會副會長。歷任香港能仁專上學院設計系主任及視覺傳意設計副學士課程

統籌。曾擔任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多年。亦曾為香港大學通識教育部、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

育學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擔任藝術、流行文化研究、藝術設計史與評賞、創意設計及繪畫等科目

兼任導師。早年為香港演藝學院、劇團、電視台、商業機構等參與平面設計、展覧攤位設計、廣告

攝影、舞臺佈景設計、電視節目服裝形象設計師。繪畫及書法作品曾參與香港世界各地展覽數十

次。繪畫作品為廣州番禺博物館及私人購藏。國畫作品《相知相惜》於2013年榮獲北京首屆「美

麗中國夢」全國社區書畫邀請展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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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們也大力支持，全力協助訪問。他們在節目中

為一些教育議題作詳盡分享與分析，令節目生色

不少，內容也具質素。這個節目訪問嘉賓有前線

視藝老師、學生、視藝教育專家、藝術家、設計

師、音樂作曲家、文學專家等。以下數集是有關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議題之訪談論述。從不同集數

訪談的第一手資料，更能了解近年香港視覺藝術

教育現況。本人也藉此數集訪談表達了一些意見

與分析論述。

第七集《以森傳心》

http://www.meeeep.com/sum7.asp

第七集《以森傳心》：近幾年新高中文憑試視覺

藝術科考評發生不少風波。近日有學生考試「涉

嫌抄襲風波」並鬧出滿城風雨！香港美術教育協

會及視覺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成員，討論這幾年

的中學視藝科考評之情況，召集人梁崇任老師

指出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成立之原因，解

釋他們為何作出監察，多年如何為中學師生向當

局發聲，爭取權益，並表達希望中學視藝科發展

之目標。希望考評當局公平公正處理抄襲誤判問

題。

從藝術文化節目《以森傳心》嘉賓訪談論述近年香
港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發展現況
陳麗森
2016年

筆者自小喜愛藝術,因此在升學及就業也從事

藝術設計相關的東西。2001年筆者離開演藝

設計界別，正式投身視覺藝術教育界，並於

2002年開始，歷任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七

年，大專設計講師及課程統籌八年，至今已

經踏入視覺藝術教育界第十五個年頭。去年八

月份開始，Meeeep More  多媒體平台正式成

立。Meeeep More 多媒體平台總監兼多年好友

麥卓華先生，誠意邀請筆者監製及主持一個新的

訪談節目，真的感到十分榮幸且高興。鑑於本港

電台及多媒體平台製作有關藝術及文化議題的清

談節目相對較少，而且有關藝術及設計教育議題

節目更少。因此筆者便一口答應好友麥卓華先

生邀請，策劃了藝術及文化清談節目《以森傳

心》。節目順利於2015年10月1日於Podcast試

播 ， 並於今年二月初正式在Meeeep More 多媒

體平台www.meeeep.com正式啟播。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議題，也是筆者在藝術及文化

清談節目《以森傳心》中探討的重要一環。這是

一個很好的渠道，讓我們的視覺藝術教育同工、

藝術家、設計師等能夠暢所欲言。也能更深入了

解各方面的見解及心得。因此在2015年10月1日

試播後得到很多朋友及聽眾歡迎，訪問專家與嘉



214

視
藝
教
育
在
前
綫

嘉賓：
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召集人梁崇任老師及梁德賢老師

第八集《以森傳心》

http://www.meeeep.com/sum8.asp

第八集《以森傳心》：上屆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覺

藝術科考試期間，有考生被指作品與其攜帶的參

考資料十分相似，須填寫異常報告，引發「涉嫌

抄襲風波」，惹來各界爭議。今集邀請了視覺藝

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召集人梁崇任老師、小組成

員徐國堅老師、上屆2015年DSE中學文憑試視

覺藝術科考生張芷晴同學、方凱彤同學及其視藝

科老師羅醒楷老師分享對「抄襲風波」的意見。

羅老師發現視藝科考評執法者在考評局一人擔任

多職的身分衝突的疑慮，視藝科考評公平公正性

的質疑與考評制度問題的探討！

嘉賓：
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召集人梁崇任老師及徐國堅老師、
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羅醒楷老
師、2015年DSE視藝科考生張芷晴同學及方凱彤同學

第九集《以森傳心》

http://www.meeeep.com/sum9.asp

第九集《以森傳心》以視覺藝術學科發展教育專

家及藝術設計家角度探討高中視藝科抄襲事件，

專家𨤳清如何界定抄襲，藝術設計創作應有的態

度，以及因抄襲事件引發起考評制度的問題。專

家深入探討視藝科考評制度下的公平公正性、質

疑新高中的考評制度下，為何在視藝科考評執法

者在考評局可以一人擔任多職的身分衝突，以及

探討試卷出卷的專業性問題，以及評分制度的問

題。這個新高中考評制度如何影響學生升學。以

及多位專家指出因為新高中制度涵接問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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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這幾年大學及大專視覺藝術及設計課程收生

苦況！他們強調希望局方收回考試學生手冊參考

資料的新修訂，還被誤判學生公道！視藝科考評

制度應有公平公正公開考試環境與藝術創作自主

性！希望香港視覺藝術教有正面健康發展。

嘉賓：
藝術教育家（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教授）黎明海博士、
著名藝術設計家（理工大學設計系助理教授）黃國才博士、香
港美術教育協會執委（學術）黃素蘭博士、視覺藝術教育關注
核心小組成員徐國堅老師

第二十一集《以森傳心》

 http://www.meeeep.com/sum21.asp

第二十一集《以森傳心》今集黎明海博士談論對

香港藝術教育發展的看法，並且評論現在香港新

高中視藝科評賞及創作媒介考核存在的問題及改

善意見。如何還給教師及學生一個自由自主性的

藝術創作環境。

嘉賓：黎明海博士
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教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榮譽專家顧
問、前任香港教育學院體藝術學系主任

以下是多集節目訪談論述分析:

一、2004年已發現新高中視覺藝術科

文憑試課程設計考評有問題，考試著重

以文字表述多於創作，試題出題欠專業

第七集《以森傳心》節目中兩位執了教鞭二十年

的資深視藝科教師梁崇任老師及梁德賢老師，經

歷過舊制及新制的高中視藝科。他們均表示，從

2004年，考評局及教育局在視覺藝術科新高中

文憑試課程咨詢中，發現視覺藝術科考評設計中

每一個部分都存在問題：

第一部份：校內評核佔50％

考生需在兩年半內創作六件作品、及兩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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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後改為四件）。每個主題用不同媒

介、創作三件藝術創作。在作品集創作評核中，

必需根據評分指引Rubric五個等級成就描述。如

果教師們跟足這個成就描述指標評分，學生將很

難取得較合理的分數，分數將會偏低，拿取高分

數的機率將更低。

第二部份：公開考試佔50％，可選以下兩卷：

（１）視覺藝術形式表達主題或（２）設計甲部

在四條題目選一題作答（只有45分鐘作答），

每題需先以「描述、分析、詮釋、評價及比較」

兩幅圖片內容，然後根據評賞的照片的相關內容

在乙部創作。評賞方法只限制運用費德曼評賞模

式Feldman（1992），完全不科學不恰當。而

且乙部創作需要根據甲部的評賞圖片相關內容創

作，難度更大，甲部評賞與乙部創作題目其實沒

有必然關係，如果甲部與乙部不脫鈎，沒有給予

學生選擇創作的彈性，考生為配合考評要求，他

們的藝術或設計創作將淪為規範化及公式化，完

全扼殺了學生的創意及創作意欲！

黃素蘭博士及黎明海博士分別於第九集及第二十

一集《以森傳心》節目提及到，學生在高中兩年

半學習，沒有機會真正去學到有系統的藝術及設

計歷史教學，而在新高中學文憑視藝考試中，要

去考核他們一些完全未見過及未有相關媒介創作

經歷的作品題目進行評賞，對學生來說是十分困

難的事。而且評賞模式亦不單只有費德曼評賞系

統Feldman（1992），其實還有多種不同的評

賞系統。但多年來在課程中沒有鼓勵師生利用不

同的評賞方式進行教學。最後，新高中視覺藝術

科文憑試甲部評賞答卷只會淪為「吹水」訓練。

另外，教育局與考評局只有為卷（一）「視覺藝

術形式表達主題」，找來中文大學藝術系學者，

撰寫了九本中西方藝術史資料參考書，讓前線新

高中視藝科教師參考。可惜這九本參考書內容艱

深非常，未能給予教師有實際的教學輔助。在卷

（二）「設計」，教育局與考評局未曾發表任何

有用文獻予教師參考，只間中舉辦一些講座，簡

單介紹一些設計媒介創作，但未有具體深入的探

討，也沒有提供足夠設計教學資料及實際支援。

前線的教師感到很無助及苦不堪言。黎明海博士

在以上兩集節目也強調，卷（一）「視覺藝術形

式表達主題」試卷及卷（二）「設計」試卷出題

目者欠專業。尤其是設計試卷，出試卷者像沒有

學過「設計」的經驗，只是用藝術創作角度出

題！他們不明白「設計」是要有「設計指引」

（Project Brief）！出卷試所需設計資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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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晰，如何評賞？！如何創作？！設計卷欠缺

「設計指引」，難以評賞和創作，設計評論變相

是「看圖作文」！出卷內容更有很多問題！這樣

會令考生混淆，考生會視設計創作為藝術創作，

這種概念訓練方向大錯特錯！其實筆者也曾是設

計師，也曾教過新高中視藝科「設計」卷，五年

前已見到此卷問題多多，設題及評核模式未夠

「專業」，實在令人擔憂！

於《以森傳心》第七集，梁崇任老師曾經提及

到，在2010年考評局舉辦第一屆新高中視藝科

舉辦的評核會中，考評局考評專家顧問黎明海博

士向在埸的前線老師嚴正申述，教育局及考評局

未就評賞及Rubric五個等級的成就描述、評核模

式以及出卷試題等問題，前線老師廣泛咨詢，並

未作深入檢討及清楚交待，感到非常憤怒！當天

黎博士立即向在場的前線視覺藝術老師及官員，

請辭離場以表示抗議教育局及考評局處理手法。

隨著在一星期內，幾位在考評局擔任考評專家包

括黃素蘭博士亦相繼請辭。考評局科目主任、資

深視藝教育學者余樹德先生也宣佈提早退休。

很多前綫資深視藝科老師看到事件的嚴重性，課

程設計出現很大問題。因此幾位熱心並且關心

課程發展的前線視覺藝術科老師，一起成立了

「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為一班默默

耕耘並低調的前線視覺藝術科老師發聲，向局方

爭取修改課程內容及改善考核模式。每年度也會

為視藝科公開試出卷試題分析與檢討，然後從正

規及非正規的途徑向局方反映視藝科考評問題。

但從2010年至今，教育局及考評局方面態度也

很被動。看來他們對課程檢討並不積極，只是每

次在事件出現時才補救，或是意見接受，行動照

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對存在已久問題視而

不見。此舉引至科目發展停滯不前，學生及家長

對報讀此科印象不好，對報讀此科前景成疑。教

育局及考評局在2014年10月的舉行考評簡介會

表示，他們很難找到評賞及能寫評賞文章的資深

設計師及專家，因為大部份設計專家也不懂寫文

章，而且他們工作忙碌。如此的答案，令很多在

場感到無助的前線教師更為憤怒，認為當局未有

考慮及關顧他們的苦況，更令新高中視覺藝術科

的發展面臨困局。

二、新高中視覺藝術科陷入困境 ，認受

性大減，甚至影響任教視覺藝術科教師

的飯碗

第七集《以森傳心》節目中，教了二十年視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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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的梁崇任老師及梁德賢老師表示，現時新高

中視覺藝術科正面臨困境：2008年開始，適齡

學生人數下降，中學縮班及殺校。視覺藝術科為

將被殺科高危的選修科目。部份學校為保障資源

營運得宜，在2009年第一屆新高中中四開始，

不再繼續開辦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為選修科。筆

者認識其中一位資深老師表示，她任教的中學校

區網內的十多間中學只為考生報考視覺藝術科文

憑試，選請她為同區十多間中學的新高中視藝科

老師，並需要在星期六全日任教來自同區十多間

學校不同程度的學生，為他們補課。該老師為了

保教席、保科目，額外付出教學時間。額外處理

資源津貼、及支援不足問題，以至工作量增加，

也間接影響教學及工作效率，每天工作超過十二

小時。有些合約老師甚至因新高中課程結構出現

問題，簽約多年也不能轉為常額，或以0.5、0.8 

CM/GM合約教席（合約文憑/學位教席），不受

常額公積金退休保障，甚至至因新高中已經舉行

數年，退修視藝科人數大增、選修視藝科人數大

減，一些學校課程架構問題考慮不再開設高中視

藝科，導致一些老師飯碗不保，或需要兼教其他

科目去保教席。

梁崇任老師指出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試的功課

及創作時間，比其他科目為多。以前兩年中學會

考加兩年高級程度會考（A-Level）選修，都比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試艱難，所做的藝術媒介

創作要多，但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要求除了考試

時間比較短（三小時四十五分鐘），作品集要

求卻比高級程度會考（A-Level）要求更高，以

及要求撰寫文字資料字數甚多。視藝科學習課時

不足，被迫補課。很多選修視藝科學生，甚至是

先上完其他主要科目的補課，才上視藝科補課，

有時甚至補課至晚上十時！加上新高中除了中、

英、數及通識，大部分中學只需學生另外選兩個

選修科（2X），有部分修理科的學生，為了將

來升學有更多好的選擇，寧願修讀數學M1M2或

物理、化學及生物等科目，也未必考慮視覺藝

術科。再者，新高中視藝科考核相比其他科更

難取得好成績，前幾年全港只有約不足三十人即

3-5%考生可取5**，未能吸引學生報考，以至報

考此科的人數逐年急劇下降。前車可鑑，近幾年

報讀學生人數逐漸減少，學生中途退修，或選修

VTC 職業訓練局提供的多種視覺設計科的實用

學習課程（Applied learning），但學校老師較

難跟進與評估學生在實用學習課程的成效。學生

完成每科亦只有2級成績，很多大學及大專院校

收生未必考慮這個較低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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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年視覺藝術科文憑試發生

「學生涉嫌抄襲風波」，令考評制度不

公平問題惡化，考評局的公平公正公信

力被受質疑

上屆2015年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考試期

間，有幾位考生在沙田區同一個試場應考後，被

指作品與其攜帶的參考資料十分相似。這幾位學

生帶備自己的作品草圖應考後，被這個試塲主任

要求填寫異常報告，引發「涉嫌抄襲風波」。這

幾位學生來自同一間學校，學生們蒙冤，該校全

校學生成績評分被拉低。考評局沒有洽當處理事

件，卻欲增不合理的條文補鑊，惹來各界爭議，

考評局的公平公正公信力被受質疑。

在第八集《以森傳心》節目中，邀請了視覺藝術

教育關注核心小組召集人梁崇任老師、小組成員

徐國堅老師、上屆涉事考生張芷晴同學、方凱彤

同學以及涉事學校的視藝科老師羅醒楷老師，一

起表達對「抄襲風波」的意見。涉嫌抄襲風波主

角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羅醒楷老師及其中兩位

涉事學生闡述，去年即2015年5月新高中學文憑

視覺藝術科考試期間，在該試場中涉嫌抄襲異常

事件的發生過程。羅醒楷老師闡述他與考評局視

覺藝術科考評經理陳美珍女士交涉時，始得知

作品與參考資料不可有「90%相似」的守則，

他對如何衡量相似標準有疑問，認為教師、學

生、家長都是持份者，考評局必須交代清楚。考

生張芷晴同學及方凱彤同學也表達了當時在這個

試場考試的經歷及感受。張芷晴同學指出在考試

期間，該試場主任竟全程以凌厲眼神看著她，並

多次在她的座位旁邊徘徊打量，令她感到壓力。

完試後就該試場主任立刻要求她留下，並需要填

寫「異常報告」，而當時有其他考生堅持自己沒

有抄襲就不需留下填寫「異常報告」，當時她感

到十分難堪及憤怒！此舉反映該試場主任處理個

案的疏漏。張同學因為誤判事件影響整段考試期

間心情，既焦慮不安，且感到十分冤屈，同時又

要為自己成績降級事件，需要幾個月不停到考評

局甚至到申訴專員上訴等機構奔走。既得不到官

方合理的解釋與答覆。後來更因考評局的誤判，

拉低她就讀的中學整體選修視藝科文憑試的學生

成績，影響了大家升學，阻礙了他們申請入讀心

儀大學藝術科目的機率！整間學校師生甚至家長

亦處於壓力與陰霾中！事件也震驚全港藝術教育

界，被受各界關注！

張芷晴同學在校內的成績優異，曾獲藝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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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參加多項公開比賽展覽獲獎，她就讀學校

的應屆考生也是歷屆最優秀的，卻是歴屆成績最

不盡人意的，結果「異常」！最高只有四級或以

下！完全影響了他們將來及入讀心儀學校的機

會。羅醒楷老師表示在申訴過程中，發現該名試

場主任又是助理試卷主席（AE：Assistant Chief 

Examiner），更同時涉足校本評核調分員、閱

卷員、上訴重評委員會主席等六個職位，有一員

擔任考評局多個職務角色衝突的問題，實在影響

全港整個科目考評體制的公平性。

在第八集中及第九集《以森傳心》節目中，視覺

藝術關注核心組梁崇任老師及徐國堅老師分析對

抄襲的看法。他們認為涉事學生在考試時充分準

備，只拿取個人曾經創作的草圖作為參考資料，

反而造成被判為抄襲的危機。而一些考生在考試

其間，照抄試題內提供的照片創作，此舉反而不

構成抄襲，就沒有被試場主任捉拿！他們質疑考

評局執法不公。黎明海博士更為這些被誤判的學

生憤憤不平，認為這個考試代表了學生六年中學

生涯的藝術學習成就，官方應該嚴正清楚交待事

件，還這些學生一個公道！

梁崇任老師希望考評局能夠清楚𨤳清「抄襲」定

義，並在視藝科考評履行公平、公正的原則，他

要求當局需要重檢視考評機制，並取消考生手冊

的新增條文。這件事件更令學界對新高中視覺藝

術科考評公平性受到質疑，梁崇任老師指出引發

「涉嫌抄襲風波」及考評局擬新增參考資料不可

有「90%相似」的守則，實在為已經問題多多的

新高中視藝科考評制度機制惡化，雪上加霜！

徐國堅老師反映，有很多視藝科老師十分關注是

次事件，更有任教超過三十年的資深老師寫了順

口溜：「古有文字獄，今有圖畫獄！」以示視藝

科考評不公平的憤怒之情！他們也對當局處理手

法十分不滿。羅醒楷老師及涉事學生們表示，希

望局方還他們一個公道，同時希望局方可以還給

學生公平公正考試環境與藝術創作自主性，獲得

創作的快樂！節目所有嘉賓也希望事件能得以完

滿解決。

四、考 評 局 官 方 對 「 創 作 抄 襲 」 與

「 參 考 資 料 轉 化 」 及 「 自 己 作 品 演

化」等問題解釋混淆，藝術設計教育

專家逐一釐清

在第九集《以森傳心》節目中，著名藝術家及設

計教學專家黃國才博士分析與𨤳清對「創作抄

襲」與「參考資料轉化」及「自己作品演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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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黃國才博士表示，藝術設計也有「抄襲」

的可能性，例如「臨摹」作品，小朋友學習走

路，也是一步一步「模仿」一些動作，改進自

己。去說一個藝術家自己抄自己的作品，其實是

說不通的。藝術家需要不斷根據自己的作品再度

創作的過程，是“Process”「演進」或「演化

過程」。在創意教育，唯一可以鼓勵學生並教導

他們就是“Process of Development” 「創作過

程發展」。就像地基，有1，1.5，2，2.5，一步

一步慢慢建基自己，學生建立自己風格及質素，

希望自己的作品與別不同。從這個角度說，不構

成抄襲，只是“Process of Development”「創

作過發展」。這個情況很難在一個創作說是「自

己抄襲自己」的說法！黃國才博士舉例自己設計

創作的「流動屋」，第一次的創作是可以浮在海

上，下一次創作的「流動屋」就在三輪車上，

這個創作沒有理由說是「自己抄襲自己」！他笑

說相信自己的設計作品可能在中學文憑視覺藝術

科考試被判為「抄襲」！黃國才博士更在節目中

分享他於大學教設計的心得。他表示自己如果見

到學生於網看上到一些“Reference”「參考資

料」，這些Reference不是他們自己創作的，而

創作的作品與參考資料類似的，作為老師的會鼓

勵他們轉化自己的Reference，轉化一個程度最

好不要認得出與Reference類似。但在創作過程

中也要「模仿」，看看資料𥚃有沒有「優質的東

西」，刺激自己的大腦再度發展自己的一套，然

後再將“Existing Body of Knowledge”即「既

有知識」再推一推，為之終極。但創作出來的東

西，如果一模一樣的不是自己創作出來，那屬於

「抄襲」的程度就很高。

同在第九集節目嘉賓，藝術家兼視藝教育專家黎

明海博士表示，他曾經接受多份報章訪問，包括

《明報》，也清楚解釋這個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

憑試，是限時限地的考試，在短短的三小時十五

分鐘內，學生們需要完成題目所提供的限制，

在限時的情況下創作其實有難度。因此在最初課

程咨詢時，建議可准許學生帶備參考資料進入試

埸，包括自己曾經創作的草圖，希望能夠幫助他

們在這個限時的考試，儘量有最好的發揮，黎博

士認為這個情況是一種創作的「累積」。創作是

需要「累積」的，沒有創作的「累積」便不能夠

在短短的三小時十五分鐘「爆發」出有創意的創

作出來。而這種「累積」，對於一個十八、十九

歲的孩子在這個限時的考試來說，他們可能會直

接找回自己最容易接觸到的「大師作品」或以往

自己曾經創作的作品，然後加以「演化」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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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這是一個十分合理的創作過程。黎博士十

分同意黃國才博士之意見，就是創作需要有一

個“Process of development”! 這個創作「轉化

過程」之下，在他的看法肯定不是「抄襲」，因

為作品創作中有「轉化」。正如明報曾經訪問另

一位藝術文化研究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

教研究系何慶基副教授，他也強調只有創作經驗

的人才會明白這個情況。換言之，如果考試的試

場主任沒有足夠能力去分辨什麼是「抄襲」，或

者他/她「沒有創作經驗」的話，而去判定那些

學生於考試其間「抄襲」，這就是「誤判」！

即表示該位試場主任缺乏了「藝術設計創作經

驗」與「專業」的判斷能力。黎明海博士也提

及到自己曾經看過一本書，名字是“Van Gogh 

of Repetition”《梵高的重覆》。那本書闡述了

梵高如何將他每一個藝術繪畫系列不停重複的

創作，例如「向日葵」、「郵差的自畫肖像」或

是“Bedroom”「睡床」，那樣的藝術繪畫創

作作品，在梵高的多幅藝術繪畫作品不斷可見。

但有關部門說視覺藝術文化考試不同藝術創作，

這簡直是一種詭辯！

五、大學及大專院校藝術設計系收生人

數錯配失衡，應屆學生藝術設計創作水

平下降

在第九集《以森傳心》節目中，黎明海博士及黃

素蘭博士分別指出，因為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

試成績，並不能真實反映學生藝術及設計等創作

能力，所以大部份香港各個大學及大專院校的藝

術及設計學院，並沒有要求申請報讀學生需要修

讀視藝科，而且還要再定立關卡，需要學生報考

大學面試時呈上有相關藝術設計媒介作品面試，

並以校內主要科目成績高低來作收生指標（中、

英、數、通識及其中一科選修科達到33222的標

準）。視覺藝術科成績只是作參考，因此視覺藝

術科的認受大減。

視覺藝術教學考評顧問專家黃素蘭博士再度指

出，新高中視藝科考試考核形式加入評賞，以及

作品集創作要寫評賞創作資料此等改變，更令很

多具備藝術設計創作潛質，但文字寫作閱讀能力

較弱的學生，在高中選修視藝後感到吃力。創作

能力好、但因文筆差，更令他們公開考試出來成

績強差人意。每年幾千考生中，只有不足三十人

即3-5%考生能考獲5**。再者，每年幾百人的報

考學生跌幅，加上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作品集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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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要根據考評局的「特定」框架創作。因此

更多學生也不想被這個只著重評賞文字寫作的視

藝科考試框死，在三年高中的生涯中，只在學校

報考視覺藝術科，在校外另覓畫室或藝術工作坊

導師指導，甚至於假期到國內進修「基本功」！

例如素描、油畫創作等，創作自己喜愛的不同

藝術媒介藝術及設計作品，以準備應付作大學面

試。而在學校的兩個或三個選修科中，再選另外

一些自己喜愛及有把握的科目。

黃國才博士在第九集節目中表示，發現過去五年

的報考設計學位的高中學生，大部分交來大學藝

術設計系升學面試考核的作品創作都很「悶」，

大部分作品像「倒模式」的千篇一律，創作沒

有驚喜，藝術設計媒介作品平平無奇，創意水

平下降。這些學生就像「灰色人」，不是黑，

不是白。尤其是取高分5*成績以上的，他們的

portfolio視覺藝術設計作品集內，竟然文字寫作

多過創作草圖，只很少創作草圖sketches，這個

情況的確令他十分震驚。在面試時很難找到考生

獨特的一面！黃博士需要在面試短短十五分鐘內

找出並了解真實的他/她的獨特一個！反而取4級

成績的學生，文字評述較少，藝術設計的媒介創

作較大膽。黎明海博士更強調，他發現這幾年取

5**的大部份學生，只是創作單一、文筆較好的

學生，實屬藝術創作的「平庸之輩」。這情況實

在影響全港整體藝術設計學生的水平與質素，令

全港藝術設計教育發展停滯不前！

黎明海博士及黃素蘭博士也希望新高中視覺藝術

科考評能夠再次改革修訂，提高新高中視覺藝術

科考評成績的認受性。黃國才博士表示，視覺藝

術科教學應該是鼓勵學生建構創作獨特、獨一無

二的藝術設計，也寄望中學及大專老師能夠一起

努力，齊心去改變這個考試藝術「創作單一化」

且「灰色」的「悶」局！

在第七集《以森傳心》節目中，梁崇任老師表現

在主修視覺藝術科文憑試的學生不足四千人，還

少過現存大學及大專院校學士學位、副學士學位

及高級文憑學位的總和。形成這幾年很多自資藝

術及設計學士學位及副學士學位收生嚴重不足

及失衡情況，以上難題應該是考評局、教育局及

學術評審局必須關注檢討事項，實在是責無旁貸

的！

總結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試考核的模式新不如舊。

教育局及考評局從2004年新高中視藝科課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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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以上嘉賓及Meeee:p More 多媒體平台

評咨詢直至現時為止，對新高中視藝科發展及前

線教師支援度及支持度嚴重不足。考評局訂立視

藝科校內評分的作品集方式規範化，公開試的評

賞及創作聯系公式化與設題未夠專業，考試著重

文字表述多於藝術設計創作，扼殺了學生創意，

令有意報考此科學生卻步。去年即2015年中學

文憑公開試視覺藝術科「學生涉嫌抄襲事件」，

沒有完善處理與合理交待事件，令學生蒙冤且成

績受降級影響，局方還打算儘快新增條文補鑊，

令考評制度機制不公問題惡化，雪上加霜，惹來

公憤。師生苦不堪言，全港報考新高中視覺藝術

科文憑試人數逐年下降。但是各大專院校近年為

了響應政府提倡的創意產業政策，資源嚴重錯

配，大學及大專院校近年開設大量藝術設計專

科，這些學科學額比實際考生多出一倍。除此之

外，多了學生以非系統性的自修模式，自行製作

藝術作品集報考大學大專院校的藝術設計大學學

位。整體學生的藝術設計水平參差，甚至有下降

趨勢，影響了全港整體大學及大專院校收生的水

平。大學及大專院校也叫苦連天！近年中學及大

專院校院校所遇到以上提及的種種問題，實在嚴

重影響將來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希望有關部門

能夠盡快檢討補救當下的視覺藝術教育政策，新

高中視藝科考評制度改革改善的迫切需求！考評

制度應有「公平」、「公正」及「公開」考試環

境與藝術創作自主性，還給學生一個理想學習視

覺藝術的環境！筆者衷心希望香港視覺藝術教育

於不久將來能夠恢復正面健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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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森監製及主持：第七集《以森傳心》Meeeep More多媒體平台2015年11月25日 http://www.meeeep.com/sum07.asp
陳麗森監製及主持：第八集《以森傳心》Meeeep More多媒體平台2015年11月27日 http://www.meeeep.com/sum08.asp
陳麗森監製及主持：第九集《以森傳心》Meeeep More多媒體平台2015年12月4日 http://www.meeeep.com/sum09.asp
陳麗森監製及主持：第二十一集《以森傳心》Meeeep More 多媒體平台2015年4月15日 http://www.meeeep.com/sum21.asp
陳葒〈灼見名家 陳校長的夢想校園（九）：被應試下奪走的十二年〉2016年5月7日
http://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7201
楊佩珊〈五年過後對文憑試的迷思（一）〉 2016年5月12日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7240
黎明海、譚祥安、劉欽楝：《藝術欣賞、批評與教育》（香港：香港教育學院學術出版部，2001年。）
課程發展議會：《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 》（香港：香港政府物流署，2003。）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香港
政府物流署，2007年。）

面對香港的美術教育改革問題，曾經有很多學者、老師表達了不同的建議。

例如：有專家深入探討視藝科考評制度下的公平公正性，並質疑新高中制度下，為何在

視藝科考評執法者，同時在考評局可以一人擔任多職的身分衝突問題，以及探討試卷出

卷專業性問題，評分制度各種的等等問題！

現在我們需要不同的渠道去表達學界的憂慮，例如有《以森傳心》的藝術文化節目，邀

請不同的嘉賓訪談論述，也透過Meeeep More 多媒體平台，使大眾市民去了解近年香港

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的發展現況！

希望日後有更多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大家的意見，目標是促請教育當局關注現在香港美術

教育問題的解決辦法！

陳雪儀老師

參考資料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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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秀卓
人到中年，四十二歲才投身教育，一教就是十八年。這段日子，自問沒有白過。退休後，火仍在

燒，眼見香港崩壞，著實為下一代擔心。知道當代藝術與教育關係密切，至今仍在自學進修，想用

它來改變社會，這是每個公民的責任。而做老師的，更加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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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為工業過度膨脹，江河水源被嚴重污染，

大片土地被破壞。多個城市大部分時間只看到灰

朦朦的天空，不時更被霧霾籠罩，環境變差，影

響食物生產，再加上中產階級冒升，對食物的質

和量需求大增，最終導致近年中國向外大量收購

糧食，又在其他國家收買農地，大搞耕種和畜牧

業，要為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作好準備。

踏入千禧，美國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初次體

驗後現代社會時空壓縮的現象，明白時間如何消

滅空間的意思。同時，香港更經歷了近數十年來

一次重大考驗，沙士肆虐，奪去了幾百條生命，

經濟蕭條，人心惶惶，政府管治無方，最後五十

萬人上街遊行。猶記得自己被困維園四小時，

在烈焰陽光下動彈不得的滋味。2008年金融海

嘯，全球陷於恐慌。這一切一切都成為個人記

憶，及至近年恐怖主義興起，在電視鏡頭前殺

人的畫面，直入每家每戶，成為血腥腥的「教

材」。由遠在他方的世界到近在咫尺的社區，從

政治到經濟層面，男女老少無一能逃離這個大歷

史洪流。

而特區政府更落入管治危機。2012年，一群

罕有地站出來的中產家長和中學生策動了一

一面天堂．一面地獄
楊秀卓
2016年

一面天堂

那個祇考50%素描，50%繪畫和設計的舊制度被

揚棄後，新藝術學習模式實行至今，差不多已有

十多年。新課程強調情境學習，這次藝術教育改

革總算走對了方向。由昔日祇顧操練技巧以應付

考試為「學習」目的，轉而以情境考究為重心的

課程設計，尚算是「半個」德政。我會用八個字

來形容新課程改革：一面天堂、一面地獄。天堂

是50%的SBA作品集，地獄則是那仍祇顧操練技

巧的公開試。所以，我說「半個」德政，就是這

個意思。

八十年代，由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總統列

根兩人掀頭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席捲

全球，隨著資本擴張，四處掠奪資源，造成世界

兩極化：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經濟快速增長，

消耗大量石油，同時亦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加劇

全球暖化，埋下三十年後今天人類生態災難的禍

根。

九十年代，後冷戰時代終結，除古巴和北韓少數

國家外，資本主義一面倒進佔世界各地。中國

過去十多年的經濟以驚人速度增長，成為世界工

廠，是全球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埸。但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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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反國教運動，成功剎停該計劃，不在學校執

行。2013年，十數萬人齊聲爭取給香港電視發

出播影權，結果卻是落敗而回。2014年，另一

場震撼人心，維時79天，並成為國際新聞的雨

傘運動在催淚彈煙幕中爆發，香港社會進一步撕

裂。2016年的大年初一，旺角爆發騷亂事件，

這正是社會深層次矛盾的赤裸演示，青年人無畏

地再邁出步伐，走上社會和政治舞台，在街頭向

當權者開戰。

新課程改革不是要強化情境學習嗎？若果老師們

對世界無知，對社會漠不關心，我們如何引導學

生獨立思考，主動學習，自定主題，探索不同的

表現手法，以藝術回應世界與自身的關係？教育

家 Parker J.Palmer 在《The courage to teach》

一書中的這句話，讓我終身受用：“To educate 

is to guide students on an inner journey toward 

more truthful ways of seeing and being in the 

world.”。多年來，我就是跟隨這句話，實踐我

的教育理想。

50%SBA的而且確釋放了我的教學空間，從往昔

難為自己，奴役學生的純技巧操練，到今天無所

不談的開放學習方式，前後簡直有天淵之別。如

是，我緊貼時代，將最新藝術教育發展的內容和

策畧引入課程，教導學生。

城市

2004年灣仔利東街被政府規劃重建，惹來市民

反抗。一條極富香港本土特色的喜帖街，聚居了

一群老街坊，累積了多年的鄰里情誼，可惜在

多番抗爭，幾經波折的情況下，最終仍被宣判死

刑。推倒重建，成為今日千篇一律，缺乏個性的

化妝品和服裝名店街。其時，我對城市這議題產

生了濃厚興趣。後知後覺的我，從台灣讀書人

詹宏志的書開始，由淺入深，繼而又讀了 David 

Harvey 的空間理論，明白到自由主義的資本擴

張，如何吞噬我們的生存空間，城市規劃如何影

嚮我們的認知模式和生活感覺，繼而洗刷我們的

腦袋，教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順服地過著被規劃的

生活。這一切從經濟開始，以政治手段，剝奪我

們享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2005年，在反世貿WTO這新自由主義產物的大

遊行中，見識過韓農如何在洛克道展示他們在

城市抗爭的智慧。2006年底，政府強拆天星碼

頤。2007年四月，一群青年人留守保護皇后碼

頭，直到同年八月一日遭清拆。2008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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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令新界菜園村村民搬離家園，讓路修建高鐵。

之後，灣仔石水渠街的藍屋、中環的永利街、嘉

咸街、中環街市、中區警署、政府山幾座辦公室

等富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以及中環海濱填海計劃

等，在民間團結的反抗聲下，有些幸運地能夠留

底，有些則難逃厄運。

這正是一場又一場赤裸裸的空間爭奪戰，是由城

市發展所激發的一連串社會運動，年輕一代對本

土的覺醒，對我城的文化保育，歷史書寫，社區

守護，這一切一切行動，正正就是對空間想像所

引發出來的身份認同。歷史的印記和我們的集體

回憶，決定了香港的未來。我嘗試用淺白的道理

向學生解說，祇看經濟效益的城市發展，會將香

港變成一個大商埸，把公共空間私有化，消滅街

道，導致庶民歷史故事和傳統文化消失。如何將

城市空間從慣性的觀念和制度中釋放出來，並

建立積極的公民意識？我鼓勵學生走出班房，

在街頭以都市游擊式行動進行創作，讓作品進

入公共空間。這是另一種民主實踐，激發空間

意義的創造，反思公民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認

清我們才是城市的主人。幾年來，學生創作了

多件街頭藝術。

圖A：

2012年9月，我帶了十多名視藝科同學去深水

埗，參觀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辦的《家有幾

米》展覽，內容講述香港基層人士的居住環境，

「劏房」與「籠屋」都有。文字詳盡，影像豐

富，帶給學生一個清晰的概覽。展覽在一幢唐

樓展出，現場還有一副非常逼真的1：1「倌材

房」。學生脫鞋爬入房內，經驗這種極度擠逼的

空間。祇逗留短短一分鐘，他們就已經有窒息的

感覺。兩週後，中五學生江心怡從她二十樓的公

屋往下望，見到一格格停車場，彷似之前見過的

「劏房」大小。於是，她在星期六早上七時左

右，乘人流疏落，獨個兒用白色膠紙，按樓房設

計圖貼出一間劏房大小，比喻一家四口的生命價

值，等同一「嚿」鐵所佔用的面積大小，多麼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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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藉著在城市中的創作，批判富裕香港的貧富

懸殊，叫大家反思，這個現象合理嗎？

圖B：

踏入千禧，傳統卡式錄音帶已被CD取代。同

樣，在人人都有手機的年代，路邊的電話亭也

被冷落了。2006年，中四學生黎寶恩花了近半

年，向四十歲以上的朋友蒐集早被遺忘的卡式音

樂帶，結果找到近百盒。阿恩選擇了平日一個夜

晚的零晨兩點，連同另一位女生，快手快腳將錄

音帶粘貼在電話亭上，兩者合成一體。她想在這

兩種聲音載體產物被人「埋葬」前，跟它們來一

次合照，為快被淘汰的物件留下歷史印記。整個

過程衹花了半小時，路人好奇望一眼就走開，全

晚沒有遇過警察，行動超乎想像的順利。在堂上

看這件作品的照片時，其他同學均佩服阿恩的創

意和膽色。

行為藝術

中 五 學 生 不 能 不 認 識 藝 術 史 上 一 位 傳 奇 人

物 ， 他 就 是 對 當 代 藝 術 影 響 深 遠 的 J o s e p h 

Bueys（波依斯）。他死過翻生的故事固然吸

引，而他那套美學更是我非常認同的。「社會雕

塑」一詞就是由波依斯所創。他這套藝術理論，

是認為觀眾可以透過藝術行動得到鼓勵，繼而參

與改變社會，他深信藝術有改造社會的力量。舉

個經典例子：1982年於德國Kassel舉辦的第七

屆《文件展》中，他在博物館前的廣場中擺放共

7,000棵橡樹苗和7,000塊玄武岩石塊，誠邀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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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手在鎮上街道種植橡樹，並在傍邊放一塊堅硬

的石頭。計劃進行了五年，Bueys在第八屆《文

件展》開幕前去世，由他的弟子繼續完成。這就

是Bueys的藝術哲學，以行動介入社會，參與改

變。整個Kassel鎮因而得以綠化，今天林蔭蔥蔥

的街道，就是1982年那次植樹行動所帶來的城

市改革。藝術行動改善了社區環境，提升了人們

的生活質素。自始，藝術發展有了個新方向，它

不再依附傳統再現的表達手法，一個行動，一

個計劃，作品超越了慣常的實體製成品，為近

代「藝術介入社會」（socially engaged art）的

發展，打下了理論基礎。

波依斯另一件同樣富啓發性的作品，是1965年的

《How to explain pictures to a dead hare》，叫

觀眾思考生命、財富和死亡三者之間的關係。其

他還有殿堂級女行為藝術家Marina Abramović，

她與男友Ulay長達十年的合作，經已成為行為藝

術史上的重要史料。再讀法國藝術家Orlan的一

連串整容行動，將身體推至危險境地，簡直衝激

著學生們的感觀世界，打破他們對藝術既有的認

知，驅動學生突破自己的界線，大膽創作：想得

出，做得到。

圖C：

2007年，中四甲同學是同性戀者，行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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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D：

2011年，中五學生葉詠詩在網上看見許多貓狗

被虐圖片，熱愛寵物的她深感憤怒，並留言痛斥

化，經常受同儕取笑。他在家人朋友面前都極力

隱藏自己的性別身份，恐怕不被接受，感到非常

痛苦。他知道我支持同性戀，偶爾找我訴苦。我

鼓勵他用身體表達這種被岐視的感覺，最後他用

不同物料如領呔、鐵線、皮帶、布條、麻繩等，

緊緊綑縛自己赤裸的身體，並在地上滾動掙扎，

扭曲肢體，表達極痛苦的狀態。為了不讓人看

到，他選擇在村屋屋頂拍攝，鏡頭後是一位修讀

視藝科的女同志。

那些施虐者。她小時候在書中看到一種非洲魚，

牠們會把自己產出來的魚卵含在口裡，數天後

小魚在口中孵化，慢慢成形，這時魚媽媽才將小

魚吐出來，開展牠們新的旅程。葉同學覺得動物

比人類更有愛心，於是她模仿這種魚，創作了一

個行為藝術。首先，她將四條小魚含在口裡，隨

即閉氣把頭全浸在浴缸裡，然後，在水中慢慢張

口，讓魚兒逐條逐條游出來。葉同學試了三次，

才能成功做到期望的效果。她用身體表達了愛護

動物這個訊息，同學們和我都讚不絕口，佩服她

的能耐和膽色。

一面地獄

50%公開試仍是昔日那套考試方法，坐定定做三

小時的「創作」，可以是繪畫，也可以是設計，

我視這為地獄。早於千禧年初的一個晚上，課程

改革諮詢會在北角一所學校舉行會議，有數百

名老師出席。主持人介紹將來的評核方式，SBA

和公開試的比例將會由30：70，過度到50：50。

在答問時間時，我舉手發問：為何不改為全部

100%SBA?主持人回答：一下子去到100%，我

擔心老師未必適應到。我再問：那公開試可否

加長至八小時，朝九晚五，學生自行調節午飯

時間，因為多年教學經驗讓我察覺到，大部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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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喜歡慢工出細課。有些學生平時功課達A或B

級，但公開試的成績却祇有C級，而這並不是

個別例子。主持人答：八小時太長，管理上不

可行。

至今，我依然不相信這種公開試可考核學生的

創作能力。每年改公開試卷，那些優異作品，

無論由構圖，色彩到空間處理，看上去總是熟

口熟面，該是平時抄圖練習的功夫，到試場照

辦煮碗，再快速抄一次。又或者大家都認定這

是「歷史上」公開試接受的標準。相信資深老

師都聽過昔日舊考試制度有「念畫」技法。即是

學生在考場裡將平日做過的練習「念」出來，畫

到紙面上去！就算在觀賞每年中學生優異作品展

時，我細閱多幅成績5或5**級的作品，發現也是

大同小異，無甚個性。這都皆因學生不敢大膽創

新，但求穩穩陣陣規規矩矩，做一件不要離題的

作品。這種限時限刻的創作方法，基本上扭曲了

真正創作的意義，在時間壓力下，如何評定學生

的創作能力。

2015年曾出現考生「抄襲」自己作品事件，掀

起一場大風波，報紙、電視和網媒等都有熱烈

討論。由諮詢會到座談會，大家繼續糾纏什麼

是「抄襲」？有多少百份比才算「抄襲」？如何

介定這個百份比？如何轉化才不算「抄襲」？

「抄襲」自己的作品算不算「抄襲」？藝術家

的作品是否屬於「抄襲」？在後現代的創作

裡，「抄襲」是否一種策略？老師會否鼓勵中

學生「抄襲」？誰有最終權力斷定學生作品是屬

於「抄襲」？我敢肯定大部份學生都在「抄襲」

其他大師作品中學習，為了在三小時內考得好

成績，「抄襲」會否是最穩紮穩打的「策略」？

現實點看，那個學生膽敢在三小時內不去「抄

襲」而確保拿到好成績？所以，問題根源在於

規限時間完成這個框框，要在無意義的時間競逐

中，考核學生創作能力這種舊思維。這考試遊戲

規則一天不改，「抄襲」事件將沒完沒了。即使

官方常說轉化的「抄襲」是可以接受，那轉化的

過程：包括思考、分析、醞釀、反省、嘗試、總

結……這些步驟都需要時間，三小時內可以做到

嗎？我回想那年那夜我問的兩條問題，確實有實

質意義。

一點意見

50%的作品集無疑釋放了我教視藝科的能量，

絞盡腦汁設計課程，從遊戲中啓發創意，從實驗

中認識物料的特性，由玩概念到玩物件，再由玩



234

視
藝
教
育
在
前
綫

時間到玩空間。總之，翻轉視藝室，使創作不

沉悶，並走出慣性思考方法，超越邏輯，善用直

覺，讓學生的想像力得到發揮，創造出屬於自己

經過深思後的作品。而這些作品，無論意念有多

幼稚，手法有多生硬，演譯有多牽強，想像有多

貧乏……都不打緊，這全都是學習必經之路，祇

要不斷累積經驗，日子有功，誰敢說他朝不會出

現優異的佳作？如果沒有課程改革，這新空間就

不會出現，試問又怎可能實踐以上的教學法。

另一可喜現象，就是堂數多了。如果好好編排這

些課節，可做到以下幾點：

1. 可以利用時間播放電影授課

猶記得自己成長時，深受電影啓蒙，某些經典

電影，擴闊了我的眼界，強化了我對影像的敏

感度。選擇些不甚艱澀的題材，邊看邊講解電

影語言，分析鏡頭的美學意義，並讓學生同時學

習如何運用影像講故事。放影後有討論，回家

再寫一篇短評，深化堂上學習。好電影看得多

了，必能培養同理心，開闊世界視野，了解生

命多一點，多添一分人文關懷，有助學生人格

發展，這是教育十分重要的一環。要達到這目

標，非電影莫屬。

2.每週安排一堂時間跟學生討論現代和當代藝術

發展

無論內容與形式，以及其歷史情境，都安排導論

式的介紹，因為考慮中學生也許未能掌握較艱深

的概念，例如一些城市空間理論，又或什麼關係

美學、公共藝術、對話藝術……等詞彙，免得

嚇怕他們。多年來，我習慣收集報紙上的精彩文

章，包括時事評論和藝術評論，然後把相關的複

製每人一份，在堂上分享，從中認識藝術與社會

的關連。例如：展示一些作品，講解它如何回

應當今環境污染問題，並分析藝術家的創作手

法和物料運用等。過程中，一人一句，大家在

不知不覺中就學會了評賞。這類開放式課堂文

化（open classroom culture），同學們可以天

南地北，無所不談。就如近年觀看導演李安的

《Life of Pi》，我們一齊交流觀影心得，並表達

看法。總之，衹要不是空談，不離藝術主題太遠

就可以了。其實，許多哲學、電影劇本和小說都

是在咖啡店中天南地北地聊出來的。開放空間給

學生，引導他們說話，多抒己見，箇中的訓練就

是批判思維和藝術評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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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排連續幾堂探討一個議題

例如我非常感興趣的食物，我從糧食戰爭、食

物安全、糧食短缺、食物政治、食物浪費、食物

回收和糧食生產等各方面，看今天食物出了什

麼事，再引伸到土地和其它議題。由於內容跟

生活接近，學生大都會專心上課。當然，我們必

須將這一切跟藝術扯上關係，否則就會變成通

識課了。在當代藝術中，許多藝術家都喜歡用

食物作為材料，走入社區，大搞社區藝術；又

或者回到土地，以大地生態為創作內容，試圖

激發大家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這方面的藝術

家有：Hans Haccke，Michael Rakowitz，Mel 

Chin，Goldsworthy……等。

善用增加了的課堂時間，果效必定會事半功倍。

所以，我說天堂，是指新課程將時間和空間都打

開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才首次發現當視藝科老

師應有的尊嚴、教學的意義、上課的樂趣和體會

到教育的力量等，原來可以很大，影響深遠。如

是我信。

期望

這幾年，香港風雨飄搖，教育工作者守持社會核

心價值，猶其重要。視覺藝術科比其他科目有更

大的發揮空間，藝術知識和創作可啓迪學生，增

長智慧，認識世界，關心社會，並提升他們的公

民意識。藝術有這種內涵和力量，讓學生充權，

跟他們一起成長。經過六年中學藝術教育的滋

養，他們可成為一個有承擔的公民，為公義發

聲，為平等出力，以藝術的力量，改變社會。

最後，我以心儀的教育家 Henry Giroux 這句話作

結：“An important job for elementary teachers 

is to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psychological, and 

artistic issues. In addition, teachers should 

examine the genealogy of these issues, assess 

their impact on our communities, and realize 

that children can, as caring individuals, now and 

in the future, bring about the changes that make 

our world a more equitable place. Both children 

and teachers can be change makers.”藝術教

育，理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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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楊秀卓是中學藝術教育領域中最資深及最具代表性的老師，個人認為一點也不為

過，但我更樂意稱楊秀卓是最能將藝術及社會緊扣相連的代表性老師。

 

文章「一面天堂．一面地獄」從宏觀角度描述了全球文化社會經濟的進程；也扼要地描

述香港這數十年間本土社會急劇轉變的面貌。這些論述正反映他藝術教育的信念，任何

人包括學生及老師都需隨社會情境的轉變而轉變。楊秀卓認為「一面天堂」是能引導學

生自定主題，獨立思考，主動學習，探索不同的表現手法，以藝術回應世界與自身的關

係的「校本評核」（SBA）作品集; 筆者在不少研討會分享中，也認同高中視藝考評改革

中，「校本評核」較能從以往只顧操練技巧的考試，轉向貼近藝術教育的本質。一面地

獄即是普遍老師都不認同的公開考試模式。楊秀卓點出核心來: 在時間壓力下，「這種限

時限刻的創作方法」如何評定學生的藝術能力(評賞及創作)？藝術能力或素養絕不能與

工業生產的概念掛勾，即像現今考評局要求學生像快餐店製作漢堡包的方法一樣，學生

想獲取高分就要創作得「快、靚、正」。楊秀卓的洞見點出這種考試模式扭曲了創作的

本質。楊老師的灼見反映了未敢發聲大部份老師的心聲，也值得各持份者繼續深思及探

討。

陳國棟老師





238

視
藝
教
育
在
前
綫

2004年2月14日
藝術教育論壇：「新高中藝術教育已死？」
地點：香港藝術館演講廳

2004年2月
「新高中藝術課程架構」問卷調查
  對象：中學校長及視覺藝術科教師 

2004年5月
出版《香港美術教育》（第一期），以新高中藝術教育為專題，提出香港
美術教育協會對課程改革架構下藝術教育面臨的問題

2004年7月14日
成立新高中課程改革關注小組，並召開「新高中聯署聲明」會議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

2004年8月23日 出版「號外：新高中課程結構──為香港藝術教育敲響喪鐘」

2004年9月9日 出版「號外2：新高中課程結構──為香港藝術教育敲響喪鐘」

2004年11月1日至
11月15日

《新高中藝術課程的存/廢？》教師意見問卷調查

2004年11月4日及5日
出席教統局主辦〈視覺藝術科〉新高中課程會議
地點：荃灣教統局西區服務處

2004年11月16日
於《明報》（教育版）刊登聯署聲明──《新高中課程結構不利創意教育
發展──藝術教育岌岌可危》

2004年11月27日
藝術教育論壇（二）：新高中藝術教育的存與廢？
地點：香港藝術館演講廳

2004年11月27日
《藝術教育論壇（二）：新高中藝術教育的存與廢？》問卷調查
  地點：香港藝術館演講廳

2004年12月8日至
12月17日

《04/05年度視覺藝術科考生人數改變》問卷調查

日期 活動

2004年

2004年至2016年
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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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9日
「新高中課程改革關注小組」特別會議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何添樓

2004年12月11日
出席教育統籌委員會主辦「教育改革進展匯報會」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綜藝館

2004年12月11日 應教育評議會邀請，出席新高中教育改革論壇，分享對教育改革的意見

2004年12月15日
應邀與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及民主黨副主席陳竟明會面，談學制及課
程改革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

2004年12月20日
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特別會議，表達香
港美術教育協會及前線美術教育工作者對學制及課程改革的意見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2005年1月3日
出席教育事務委員會「改革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特別會議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2005年1月18日 向教統局課程發展處提交「新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意見書

2005年4月
出版《香港美術教育》(第一期)，以新高中視藝課程與評估的改革為題，
表達業界的觀點

2005年5月27日
教統局藝術教育組約見執委及「新高中課程改革關注小組」成員，就「新
高中學制及課程改革」第二輪諮詢聽取意見
地點：藝術教育組（北角）

2005年6月23日
出席教育統籌局主辦「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第二次諮詢會——視覺
藝術科」第一場
地點：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日期 活動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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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3日
出席教育統籌局主辦「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第二次諮詢會——視覺
藝術科」第二場
地點：藝術教育組（北角）

2005年9月 對新高中視覺藝術科「第二次諮詢稿」進行問卷調查

2005年9月29日
向教統局提交「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建議──視覺藝術科第二次諮詢
稿」HKSEA意見書

2011年4月9日
  新高中藝術論壇
「論新高中課程下的香港視覺藝術教育前瞻與反思」
  地點：香港教師中心

2011年7月2日
「重構新高中視藝課程與考評論壇」
  地點：鰂魚涌社區會堂

2011年7月2日 出版《香港美術教育期刊》第一期 —— 專題：三三四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

2011年7月4日
向視覺藝術界發出支持聯署聲明及兩項支持行動，包括：支持向「香港申
訴專員公署」投訴行動及支持「保障學生的學習成就」行動

2011年7月8日
黎明海博士接受香港電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訪問談「五分行動」
的呼籲

2011年7月26日
約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 號7樓

2011年8月9日
第二次約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 號7樓

日期 活動

2011年

2011年8月31日
約見教育局及考評局
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 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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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日
新高中視藝科應試攻略2012
地點：灣仔活動中心

2012年10月至12月 「修讀視藝科學生人數」意見調查

2012年11月至
2013年1月

教師對「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試」的意見調查

日期 活動

2013年1月26日
  2013年1月26日 視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
「教師對新高中視覺藝術科文憑試的意見調查」新聞發佈會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平台

2013年2月8日
與馬逢國議員會面，商討有關新高中視覺藝術科問題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

2013年2月23日
新高中視藝科應試攻略2013
地點：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禮堂

2013年2月28日
約見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
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2013年5月4日

企會財課程關注組、
視藝教育關注核心小組
反對新高中視藝課程與考試無優化大遊行
地點：
1. 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7樓（考評局秘書處）
2. 灣仔皇后大道東胡忠大廈10樓（教育局）

日期 活動

2012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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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7日 模擬考試

2015年11月14日 視藝科公開試「抄襲」風波論壇

2015年12月11日 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唐創時博士公開信

日期 活動

2015年12月24日 專業重評「抄襲風波事件」考卷及師生問卷調查記者招待會

2015年

2016年

2016年3月10日 與考評局視藝科抄襲事件風波會面

2016年7月16日 舉行香港藝術教育研討日——「究竟而家視藝搞邊科」

日期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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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徐國堅
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行動成員

文集中不同時期的篇章見證了香港視藝教育的

發展。自1998年劉霜陽先生撰文倡議「藝術批

評」宜加入視藝教學中，到2016年楊秀卓老師

以「一面天堂、一面地獄」去總結他退下教育火

線的自身體會；與此同時，在2000年，參與香

港中學會考視藝科考試的人數有9,512人，但時

至2016年考生人數不足四千，只餘下3,879人。

早前與考評局高層會議時，席間也談到選修視藝

科學生人數下降的問題。作為前線教師，憂慮當

在基礎教育階段修讀視藝科的學生愈來愈少，那

如何長遠地、健康地發展出本港的藝術或創意工

業？但某幾位考評局高層卻推說只是香港學生人

口下降的問題。我們是否對牛彈琴？

問題到底出在哪兒？為何楊老師會以「地獄」比

喻當今的藝術教育？若從教改的理念出發，由專

家到教師也贊同在視藝科中要加入「藝術評賞」

的核心價值。但是，文集亦為我們揭示了生源下

降的主因是視藝科課程及考評制度當中出現了問

題，以致難以吸引學生選修，甚至退修潮湧現，

人數持續下降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可由學者

黎明海博士的文章及年青教師文美婷的畢業論文

的研究中，了解有關「真相」。

由課改走到今天「學會學習2.0」，筆者一直留

意期間的演變，可惜到目前仍未見到有關當局正

視或改善多年來視藝教師察覺到的積累問題，反

而只是在2.0中加入藝術教育對STEM的推展。

在這個沒課程內容的視藝科中如何發展STEM，

相信又是所謂依賴校本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

何時才能撥亂反正？何時才能認真地檢討當下的

問題？何時才願意接收前線教師的聲音？期昐本

文集能拋磚引玉，引起更多關心香港視藝教育發

展的教師及學者，進一步推展本地藝術教育的改

革，讓香港有更多愛藝術的新一代。

最後，今次文集能順利面世，實有賴各方的朋友

贊助，除本人略盡綿力外，還要鳴謝贊助的朋友

包括：網媒 Meeeep More 多媒體平台（www.

meeeep.com）、梁崇任先生、張寶雯女士、

王家祥先生、梁志芬女士、梁德賢先生、陳國棟

先生、陳雪儀女士、陳麗森女士、劉瑩女士、

黎明海博士、吳崇傑先生、陳嫻英女士 。 此

外，還要鳴謝協助編輯回應的楊秀卓先生，

以及校對等工作的吳香生博士與香港美術教

育協會工作團隊。

再次感謝《視藝教育在前綫》文集召集人梁崇任

老師邀請本人在此作一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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