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方位學習」 
概念與校本課外活動設計 

 
以視藝科與香港美術協會主辦的 

『尋找大埔的故事』繪本計劃 
為分享基礎分享 

通識科李家宏老師 

視藝科周穎詩老師 



『尋找大埔的故事』 

繪本計劃 

計劃背景 



去年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 

 

「尋找香港故事」繪本教學單元設計 
 

挑選六間本地中小學試行，並舉辦一系列活動 
 



找尋香港故事-一系列全方位活動 

 • 教師「走出班房」-「建構在地美學」專題講座 

• 教師「走出班房」- 繪本創作教學分享工作坊                     

                    創作示範、現場創作 

• 教師「走出香港」- 東台灣文化繪本創作體驗之旅 

                           國立東華大學代表分享繪本教學經驗 

                           觀察東台灣社區、生態環境與創作的關係                           

                           將東台灣繪本創作體驗之旅所學融入教學 

〄同學「走出班房」-社區漫遊(進行口述歷史及長者探訪) 

〄同學「走出班房」-教學計劃分享會 



教師「走出班房」---繪本計劃啟動專題講座 



我們亦在2009年的教師工作坊認識到漫畫家高文灝、插畫家陳啟賢及甄拔濤，讓
我們認識繪本製作的結構技法。其後，我在課堂中介紹同學認識不同繪本家的創
作手法 

教師「走出班房」---繪本創作分享工作坊 



教師「走出香港」---東台灣繪本創作體驗之旅 



探訪東台灣大學資深推廣繪本創作與教學的徐秀菊教授，
了解東台灣繪本創作的應用與教學， 
認識如何欣賞與創作文化繪本。 

教師「走出香港」---東台灣繪本創作體驗之旅 



花蓮文化創意園區 

伍角船板 

拙而奇工作室 

教師「走出香港」---東台灣繪本創作體驗之旅 

捷運南港站 



撰寫教學計劃… 

很榮幸能成為六間入選學校的其中之一!
獲得一千天五百元資助  

 



尋找大埔的故事 
「埔水〃圍情」  

 

教學設計及統籌﹕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周穎詩老師 
 



主題介紹 
 

〄大埔區昔日是古樸寧靜的農村漁港，區內
有不少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及古蹟 

〄大埔原有的古老文化及傳統 

〄希望藉著本計劃讓創作者及觀眾更深入認
識大埔文化及歷史，亦讓學生學習以有創
意及具美感的繪本及其他藝術形式展現大
埔文化及習俗 



教學目標  

各級以不同方式以有創意及具美感的方
法表現大埔文化及歷史 



教學活動 

〄帶領學生在學校身處的社區進行「漫遊」。學生以訪問、
攝影、速寫、錄音等方法紀錄資料，經整理、篩選及加
上想像力將所見所聞以繪本創作形式呈現。 

〄探訪長者，以進行口述歷史活動 

〄搜集網上資源.文獻 

〄考慮整體發展與節奏，發展至完美的結局 

〄構思圖文互動的內容表達模式、畫面佈局 

〄構思如何以圖像表現內容 

〄構思兩個故事如何連結 



帶學生「走出課室」! 



同學「走出班房」 
訪問泰亨村族長、村長及秘書長與本校師生合照 

 
 



同學到泰亨村訪問鄉公所族長、村長及秘書長 
在幾次訪問過程中，我們獲得大量資訊，亦需與同學探討及篩選既吸引讀者、亦
在坊間文獻或網上資訊上較少提及的情景，藉以從口述歷史中承傳既真實且有趣

味的習俗和歷史片段 



同學拍攝泰亨村內景物 

以作創作參考之用 

在創作過程中，需轉化所訪問的內容為圖像，對於
學生來說不是輕易的事，必須參考許多相片和文獻
佐證。此外，同學要兼顧文字和圖像的互動和配合，

亦需經過仔細考慮和試驗。 



拍攝及探訪泰亨村同學拍攝泰亨村內景物以作創作參考之用 



師生到三門仔拍攝及探訪  



牛叔介紹魚網的結構、 
保存方法和打魚技巧  



 教學活動與課程設計 



教學方法 
 

 

 

參考不同的繪本家作品， 

並創作自己的繪本 

師生互評作品 

教師示範塑膠彩繪法 



講授 

討論 

教學方法 

同學從不同繪本作品中學習
不同表達手法及繪畫技巧 



探討古時大埔地圖 



各級作品 



中一級(全級學生200人)  

〄創作媒介: 繪本 

〄教學策略: 小組集體創作 

〄創作活動: 以繪畫形式，分班及分組繪畫
街道上的不同建築物。最後把所有作品合
併串連起有關街道展示在展覽場中，讓觀
賞者更深入認識相關街道的歷史和文化。 

〄題目:大埔區具歷史價值的街景(廣福街兩
旁建築物, 大明里四周建築物, 富善街兩
旁建築物) 



大埔廣福道實景 



中一學生更易掌握繪本的技巧，就以藝術評賞為開步，透過認識不
同繪本家的作品，從中了解創作手法和以社區為本的故事敘述方式 



中一學生更易掌握繪本的技巧，就以藝術評賞為開步，透過認識不
同繪本家的作品，從中了解創作手法和以社區為本的故事敘述方式 



中二(全級學生200人)  

〄媒介: 攝影及電腦繪圖  

〄教學策略: 小組集體創作 

〄創作活動: 同學自行拍攝所居住的小社區，
並以Photoshop & Painter在作品中加上創
作者對有關社區的感想，讓觀賞者更感受
到大埔區居民的生活。  

〄題目: 從大埔區人物生活情形、歷史古蹟、
建築等，表現大埔社區的歷史背景及人情
風貌。  



中二級就選擇利用攝影和電腦繪圖為媒介，以學習多媒體的藝術創
作。計劃不但擴闊了他們的創作視野，更加深了學生對自己居住或

學習地區的瞭解，令藝術創作與社區生活連繫起來。  



中二級就選擇利用攝影和電腦繪圖為媒介，以學習多媒體的藝術創
作。計劃不但擴闊了他們的創作視野，更加深了學生對自己居住或

學習地區的瞭解，令藝術創作與社區生活連繫起來。  



中二級就選擇利用攝影和電腦繪圖為媒介，以學習多媒體的藝術創
作。計劃不但擴闊了他們的創作視野，更加深了學生對自己居住或

學習地區的瞭解，令藝術創作與社區生活連繫起來。  



中三級(全級學生200人)  

〄創作媒介: 陶塑浮雕 

〄教學策略: 小組集體創作 

〄活動: 同學以具創意的手法, 以陶塑及浮
雕的方式表現相關的古蹟及建築物。 



中三級陶塑浮雕作品 



中三級陶塑浮雕作品 



中五級(視藝科學生24人)  

〄創作媒介: 繪本 

〄教學策略: 小組集體及個人創作 

〄活動: 同學以有趣，具美感及創意的方法
合力以繪本形式分班及分組完成相關題目，
讓觀賞者更深入認識大埔以往的經濟狀況。  

〄題目: 大埔區經濟狀況    

        種茶、採珠、種香、燒灰、 

        陶瓷、生產採鉛、漁業農業  



中五級繪本作品(漁業) 



中五級繪本作品(漁業) 



中五級繪本作品(種香、農業) 



中五級繪本作品(陶瓷業) 



中五級繪本作品(鉛業) 

1 

2 

3 



中七級(視藝科學生3人)  

〄教學策略: 個人創作 

〄題目:文氏宗祠及水上鶴佬人的故事 

       (大埔最具特色的族群) 



7A石海如同學作品--鶴佬人的故事 



7A黃加頌同學作品--文氏宗祠 



7A葉詠珠同學作品--文氏宗祠 



其他參與計劃的科目  

通識教育科 

歷史科 

地理科 



通識教育科 

〄中一級 

〄認識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 

〄認識中國傳統習俗及其演變 

〄了解習俗的演變對中國的影響及
其重要性  





〄中二級 

〄文化遺產的保存和保育 

〄了解文化保育政策及現況 

通識教育科 





歷史科（參觀及介紹） 

〄中一至中三 

〄前政務司官邸與香港由殖民地至回歸的
歷史的關係 

〄文武二帝廟與大埔社區發展歷史的關係 

〄敬羅家塾與早期教育模式的關係 

〄大埔碗窰窰址、樊以宮與經濟及社會歷
史的關係 



參觀及介紹敬羅家塾與早期教育模式的關係  





參觀及介紹大埔碗窰、樊以宮與經濟及社會歷史的關係  



與中文大學建築系合作 
參觀香港法定古蹟 - 大埔舊北區理民府 

 

 
 

 



參觀及介紹文武二帝廟與大埔社區發展歷史的關係  







地理科課外考察 
地理科老師於2009年12月5日帶領學生考察鳳馬古道 



教學及社區資源 



參與人士及機構工作及活動 

〄學生家長(3F 文善恩同學家長文健樂先生)接受訪
問探訪文氏宗祠協助安排及聯絡泰亨村族長、村
長及秘書長接受本校訪問 

〄學生家長(7A石海如同學家長)接受訪問及提供資
料 

〄校友畢業生學生家長(畢業生蘇詠瑤)提供水上人
婚禮相片及影片 

〄教師網絡(姚秀芸老師)探訪三門仔魚排(牛叔) 



教學參考資源 



參考展覽 
〄九龍城社區活化實驗計劃
展覽作品 2009 



參考書目 
 

– 社區文化與藝術教育創意篇，徐秀菊主編，台灣：國立東華大學，2008. 
– 社區文化與藝術教育原住民篇，徐秀菊主編，台灣：國立花蓮教育大學，2007. 
– 大埔風物志，蕭國健撰..香港 : 大埔區議會， 2007再版增訂 
– 新界滄桑話鄉情，司馬龍著，香港，三聯出版社，1990。 
– 穿村 : 鄉郊歷史、傳聞與鄉情， 梁煦華著. 香港 : 天地出版社 : 效野公園之友會， 2002.  
– 新界.舊事 : 遺跡、建築與風俗 葉子林編著. 香港 : 萬里書店， 2007.  
– 社會掠影1950's-1970's，鍾文略攝影，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編撰，香港，商務出版社， 1997.  
– 都市粉末，Stella So作，香港 : 三聯出版社，2007. 
– 好鬼棧 : 不可思議的戰前唐樓，Stella So作，香港 : 三聯出版社，2007.  
– 錦繡藍田，楊學德著. 香港 : 三聯， 2007.  
– 《戰後香港軌跡－－社會掠影》(Pictures of Hong Kong and its Society 19) ：周佳榮,鍾寶賢編，商

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參考網頁 
〄 波隆那兒童插畫年鑑

http://www.bookfair.bolognafiere.it/index.asp?m=52&l=2&ma=3 

〄 大埔歷史http://hk.geocities.com/taipohis/history_intro_m.htm 

〄 Stella So http://www.smstella.com/ 

〄 香港插畫師協會www.illustrator.org.hk 

http://www.bookfair.bolognafiere.it/index.asp?m=52&l=2&ma=3
http://hk.geocities.com/taipohis/history_intro_m.htm
http://www.smstella.com/
http://hk.wrs.yahoo.com/_ylt=A3xsaNUsrVBK_vQAkS_wzAt.;_ylu=X3oDMTBya2NsM2FiBHNlYwNzcgRwb3MDMQRjb2xvA2hrMgR2dGlkAw--/SIG=11i62os3o/EXP=1246887596/**http%3a/www.illustrator.org.hk/


參考香港繪本藝術家 

楊學德 

Stella So 

參考台灣繪本藝術家 

幾米 

參考資料-童話網圖 



學生感言  



7A石海如 

〄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經驗,可以與家人一起分享,
可以與同學們一起合作,可以與老師一起探索。
在創作繪本前我訪問了很多人,家人方面有祖母、
爸爸、媽媽和姑姐。他們特別的經歷,助我更認
識鶴佬人的傳統文化,藉此尋找出自己的根源,發
掘鶴老人以前的生活,追溯淡忘的歷史,用繪本的
形式作出一個記錄。經過這一次的考驗,我對歷
史有新的看法,在書上讀到的歷史,           
在相片中看到的歷史,總是有段距            
離感。其實人與人真實的接觸和             
交流中發掘出來的歷史,對於我個             
人來說顯得更珍貴! 



7A黃加頌 

〄這次的繪本計劃讓我對香港的特色文化有了十分
深入的認識。為了繪本的製作，我們一班同學與
指導老師曾多次到文氏泰亨村作資料搜集，其中
包括實地採訪、訪問和拍攝等等。而我亦覺得這
次的繪本計劃對保留本地特色文化有很大的貢獻，
繪本的製作透過一群年輕人的觀察、吸收及創作，
以圖像的方式將香港日漸被吞噬消失         
的文化記錄下來。除此以外，繪本計         
劃的意義也在於引起社會對本港文化         
保育的意識，真榮幸能參與其中，讓         
我能為保存香港獨特的歷史文化盡一         
份綿力。    



7A葉詠珠  

〄我並非一個圍村人，所以對於今次文氏圍村繪本
創作十分好奇，而且具有新鮮感。透過一次又一
次的親身探訪、參觀，我了解到男性和女性在圍
村的角色，亦認識祭祖、葬禮及傳統婚嫁，確實
擴闊了我的見識。這次經驗既獲得有趣的課外知
識，又能考驗自己在整理分析資料           
和畫畫的能力，實在令我獲益良多。  



鳴謝 
 〄泰亨村村長文貴連先生、族長、秘書長(接受訪問及提供資料) 

〄三門仔水上人牛叔(接受訪問及提供資料) 

〄3F文善欣同學家長文健樂先生(協助安排探訪) 

〄7A石海如同學家長(接受訪問及提供資料) 

〄校友蘇詠瑤小姐蘇太(提供水上人婚禮相片及影片) 

〄校長馮瑞興先生 

〄通識科科主任倪飛雪老師，李家宏老師及中一至中二級各老師 

〄歷史科科主任馮德茵老師及任教中一至中三級歷史科的老師 

〄地理科科主任董守中老師(實地考察) 

〄視藝科姚秀芸老師(協作教學及安排探訪三門仔牛叔 

〄何浩愿先生(文書處理的支援) 

〄校友張麗婷小姐(封面及內頁設計) 

〄香港美術教學協會執委學生 



謝謝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