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年度視藝科周年報告 

 1/4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 

視藝科周年報告 

 

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方法 建議/跟進事項 

以基督為榜
樣，持守天主

教育核心價
值，培育學 

生正確的價
值觀，深化
「愛與生命」
的重要性及
強調對「真
理」的追求探

究。 

 配合天主教五大核心價
值，小四至小六舉行「愛

與真理」海報設計比賽。
用以推廣愛和真理的正
確價值觀。 

 小一至小三舉行「愛與真
理」填色比賽。 

 70%學生參與海報設計比賽
及填色比賽。 

 80%學生有欣賞同學設計的
作品。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80%學
生認同海報設計及填色比
賽能推廣「愛真理」的正確
價值觀。 

 於校內張貼「愛真理」海報
設計及填色比賽的優異作

品。 

 2021 年 3 月向小五至小六學生派發了
「愛與真理」海報設計比賽；2021 年 4

月向小四派發了「愛與真理」海報設計
比賽。四至六年級共收回 163 份，共有
約 75%學生參與。小四至小六各設有冠
亞季各一名及優異兩名。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8%

小四至小六學生認同「愛生命」四
格漫畫比賽能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由於疫情關係，優異作品未能於校

內展出，將改為由學科網發佈，以
推廣愛和尊重生命的正確價值觀。 

 2021年6月 22日向小一至小三學生派發
了「愛與真理」填色比賽，並於 2021年
6 月 28 日收回。一至三年級共收回 195

份，共有約 76%學生參與。小一至小三
均設有冠亞季各一名及優異兩名。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5%

小一至小三學生認同「愛生命」海

報設計比賽能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由於疫情關係，優異作品未能於校
內展出，將改為由學科網發佈，以
推廣愛和尊重生命的正確價值觀。 

 從參與率和問卷得見
學生喜愛參加海報設

計比賽及認同活動能
培養價值觀。建議下
年度也舉辦設計比
賽。 

 今年因疫情關係，活
動舉辦的時間較緊
湊，建議下年度於上
學期開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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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方法 建議/跟進事項 

提供多元化

學習平台，發

揮學生潛

能，提升自信

心及學習表

現。 

 透過推行跨學科活動，

鼓勵學生把不同科目的

知識及技能融會貫通，

期望學生能夠主動研

習，發揮創意，提升自

信心，成為學習的主導

者。 

 視藝科配合「LBD」綜

合課程，讓學生在創作

中，靈活運用藝術知

識。(小一及小二) 

 老師及學生認同跨學科活

動的成效。 

 在小一小二引入 LBD 課程

滲入視藝元素。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80%小

一小二學生及老師認同透

過 LBD 課程，能發揮學生

藝術的潛能，提升創作的自

信心。 

 大部份的跨學科活動因疫情停止面授課

堂的關係或學生不能分組活動而未能開

展。 

 本年度完成的跨學科活動有： 

 小一配合「LBD」綜合課程進行了 1

個課題—「校園日誌」。因疫情關係，

學生未有參觀校園。學生靠老師提供

的圖片認識校園，並在視藝堂中運用

剪貼技巧，拼出學校平面圖，此單元

能讓學生熟練地運用剪貼技巧。 

 小二與 LBD跨科以自然景象創作《四

季》。 

 小四與圖書科跨科以《三隻小豬》為

題製作《手襪玩偶》。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84%小一學生和 100%小一視藝科老

師認同在視藝科「校園日誌」中能結

合 LBD 課中學到的知識，以剪貼藝

術技巧表現出來，發揮學生藝術的潛

能。 

 83%小二學生和 100%小二視藝科老

師認同在視藝科「四季」中能結合

LBD課中學到的知識，以平塗藝術技

巧表現出來，發揮學生藝術的潛能。 

 97%小四學生和 100%小四視藝科老

師認同在視藝科「手襪玩偶」中能結

合圖書科課堂知識，發揮創意。 

 

 來年度跨學科活動

重點仍會以學生為

主導的學習模式進

行創作。 

 希望來年度視藝科

會配合小一至小三

的「LBD」綜合課

程，讓學生在創作

中，靈活運用藝術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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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方法 建議/跟進事項 

建立學習型

社群，發展教

師的領導能

力。 

 在術科集體備課時段讓

老師根據自己的藝術專

長，進行藝術創作及分

享，以其專業發揮領導

能力。 

 在視藝課堂上，每組選

一位「組長」擔任領導

者角色，讓他處理及安

排組內的課堂常規。 

(小四至小六) 

 在視藝課堂上選 3 位藝

術表現出色的「藝術大

師」，負責協助和帶領

同學進行創作，讓他有

機會發揮其專長。(小四

至小六) 

 設立畫廊，展示學生作

品，並由「藝術導賞員」

講解畫作內容。 

 一年兩次術科集體備課，均

會由老師進行藝術專長分

享。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80%老師認同能在集

體備課中展現個人專

長，引發其領導能力。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70%學

生認同自己在視藝課堂上

能勝任領導者角色。 

 一年 6次藝術導賞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70%學生及老師認同

藝術導賞員能發揮專

長，認真介紹作品。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70%藝術導賞員認同

自己能發揮領導能

力，為同學作講解。 

 第一次術科集體備課於 2020 年 11 月

13 日舉行，由周頌恩老師分享製作手

工皂的技巧;第二次術科集體備課於

2021年 2月 26日舉行，由石素珊老師

分享扭氣球的技巧。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00%老師認同術科集體備課中能

展現個人專長，發揮其領導能力。 

 由於疫情關係，小四至小六學生未有

到視藝室上課，故未有設立「組長」。 

 小四至小六本來設有三位「藝術大

師」，但因疫情關係，「藝術大師」

未能親身協助和帶領同學進行創作。

故於課堂上，老師鼓勵「藝術大師」

帶領同學評賞作品。 

 七樓畫廊已於五月成立。林靄雯老師

已訓練部份五年級學生擔任「藝術導

賞員」，並已拍攝第一集的導賞節目。 

 建議下年度老師繼續

共同探討其他主題，以

發揮老師的領導能力。 

 常規有助老師上課時

的分工安排更有條

理。如疫情完結，學生

會繼續到視藝室進行

分組活動。 

 建議繼續選出「藝術大

師」，負責帶領同學創

作和評賞作品。 

 建議導賞節目於下學

年播放，以提升學生評

賞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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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教具 $210.00 $209.52 $0.48 

2. 參考書 $450.00 $416.90 $33.10 

3. 獎品及紀念品 $910.00 $966.00 ($56.00)   

4. 交通費 $850.00 $0.00 $850.00 

5. 耗用品 $1,770.00 $2,375.74 ($605.74) 

6. 郵費 $20.00 $7.30 $12.70 

7. 比賽 $40.00 $0.00 $40.00 

合計 $ 4,250.00 $3,975.46 $274.54 

 

 

成員名單 

科主任：楊文珊 

科組員：陳鷗、石素珊、蔡靜怡、周頌恩、吳桂珍、鍾麗媚、林靄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