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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視覺藝術科工作報告 

 

1 關注事項： 

1.1 照顧學習多樣性。 

1.2 優化積極生活。 

1.3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2.1 照顧學習多樣性： 

 

目標 成就 反思 
˙ 透過推行移

動學習提升
學生的學習
興趣及效
能，並加強課
堂中的互動
學習，提升師
生互動性及
有助照顧學
生的差異 

˙ 已於 9 月 21 日及 9月 30

日邀請蘋果教室導師及 E 

Class Power Lesson 2 導

師舉辦「I Pad Management 

Training」及「Power 

Lesson 2」工作坊，當天

約 45 名教師出席，而大部

份教師對工作坊内容感興

趣。 
˙ 本科老師已完成兩個平板

電腦教學課程，並嘗試教
導學生透過各種教學應用
程式如 LoiLoNote、Zoom、
Nearpod、Kahoot 及 

Quizzes 系統上載功課丶

作延伸學習、發表意見及進

行測驗評估。 
˙ 已完成更新及安裝各個設

計及教學程式於平板電腦
中，部份學生亦已自攜平
板電腦進行課堂學習。 

˙ 老師已於初中部份課堂中
教授學生如何運用 Pisc 
Art及Photoshop繪圖及處
理圖像，藉此加強學生繪
圖及處理圖像的技巧。 

˙ 於一月至四月停課期間舉
辦兩次跨學科及組別比
賽，當中包括：與英文科合
辦 S.2 Thank You Teacher 
Western Calligraphy 
Design Competition 及與

 學生已習慣利用 LoiLonote 學
習及運用 Quizzes 及 Kahoot 進
行測驗，並經常使用各種繪圖程
式處理圖像及進行設計。 

 來年將讓學生嘗試運用 Pro 
Create 軟件於平板電腦中進行
電腦繪圖，藉此加強學生的電繪
能力。 

 跨學科及組別比賽有助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及增強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效能，也能豐富學科知
識。因此，來年將與輔導組及英
文科合辦各項跨學科比賽。 

 老師均認為參與蘋果教室及
Power Lesson 2 所舉辦「如何
有效運用平板電腦教學」工作坊
能有助學習如何運用平板電腦
於教學上，而來年每位老師將參
與最少兩次相關的工作坊，藉此
加強學習操控平板電腦教學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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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組合辨 S.3 Western 
Calligraphy Design 
Competition。學生能透過
登入 LoiLonote 教學軟件
系統下載簡報丶學習課題
及上載功課，而老師亦能即
時作出批改及回饋，學生的
作品質素十分高，而網上學
習進度較預期理想。 

˙ 已透過問卷了解學生對移
動學習的興趣，學生普遍
認為移動學習能增強學習
效能、課堂互動性及提升
對學習的興趣。 

 
 
2.2 優化積極生活： 

 

目標 成就 反思 
˙ 宣揚和諧共融

的關愛文化 
˙ 與學校宣傳及校訊小組合辦

關愛社區之「關愛社區，以

愛共聚」填色比賽。 

˙ 視藝大使已完成設計宣傳海

報及填色比賽表格的工作。 

 視藝大使所設計宣傳品效果理

想，而透過設計各類宣傳品能

有助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及解難

能力。 

 因新冠肺炎停課影響，是次比

賽將順延至明年舉行。 

˙ 宣揚關愛藝術
文化，將藝術
的喜悅傳遍社
區 

 
 
 
 
 

˙ 與學校宣傳及校訊小組及長

者學苑合辦陶藝及小手工工

作坊，而籌備工作已完成。 

 

 

˙ 因新冠肺炎停課影響，是次陶藝

及小手工工作坊將順延至明年

舉行。 

舉辦視覺藝術科
學生創作展，以
宣揚藝術文化 
 
 

˙ 已完成視覺藝術科學生創作

展租借場地及設計宣傳品的

工作。 

 

 

 學生能透過籌辦視覺藝術科學

生創作展及設計宣傳品，提升協

作能力、創造力及解難能力。 
˙ 因新冠肺炎停課影響，視覺藝術

科學生創作展將順延至明年舉
行。 

2.3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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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成就 反思 
˙ 協助學生規劃

人生，為日後
在美術與設計
的專業發展和
進修奠下基礎 

˙ 已於11月26日舉辦「How to 

find a way out?」升學講

座，三名已入讀設計學院

的舊生回校分享設計系的

收生準則、面試要求及課

程內容，而當天共45名中

一至中五級學生出席講

座，學生踴躍提問，對課

程感興趣。 

˙ 透過升學講座學生可了解各個
設計學系收生準則、 課程內
容、 設計系學生的出路、設計
行業薪金、工作範圍及特色，
而來年將繼續舉辦升學講座。 

˙ 來年將安排學生參觀理大設計
系畢業展，讓學生了解各大專
院校設計學系資訊及特色。 

 

˙ 透過「How to 
find a way 
out? 」資訊閣
及宣傳海報，
讓學生了解各
個設計學系及
設計行業的特
色 

˙ 中六級學生已完成各款海

報設計，並巳派發給中三

級學生。 

 

 

 

 

 

˙ 學生對海報內容感興趣，而來
年將嘗試於中三級設計課題中
介紹各範籌的設計師及各設計
行業的特色，藉此讓學生加深
對各個設計學系及設計行業的
了解。 

3 學科活動： 

3.1 校內、外活動： 

日期 活動 參加人數 

19 年 10 月 陸運會場刋封面設計比賽 2020 

(與體育科合辦) 

全校 

19 年 11 月 26 日 
「How to find a way out?」升學講座 

中三級 

 

20 年 4 月 S.2 Thank You Teacher 

Western Calligraphy Design Competition 

(與英文科合辦) 

中二級 

全級 

20 年 4 月 S.3 Bible Verses Western Calligraphy 

Design Competition 

(與宗教組合辦) 

中三級 

全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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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校外比賽： 

項目 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獲獎學生 

1 44
th
  Hong Kong 

Youth Painting 

Competition – 

Western 

Painting: 

Secondary 

School Section 

Hong Kong Youth 

Cultural & Arts 

Competitions 

Committee 

Champion 

5D Chau Lok Lam 

Award of Distinction 

5C Yiu King Chun 

6B Cheng Hoi Ying 

2 元朗區文藝之星

嘉許計劃

2018-19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文藝之星 

6A 蔡詠淇 

3 2019 當代中學生

繪畫比賽 

香港當代藝術學院 特別榮耀獎 

5A 馮恩霖、5C 陳凱晴 

6A 郭欣樺、6A 蔡詠淇 

6A 曾伊蕎、6B 鄭凱盈 

6B 鄭藹珩、6B 李泳諭 

4 「網絡攻擊花樣

多 保護數據靠你

我」海報設計比賽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香港警務處及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

調中心合辦 

冠軍 

5B 周玉蘭 

季軍 

5D 陳曉晴 

優異獎 

5C 陳凱晴 

入圍獎 

5B 黃淑婷、5D 周樂林  

6B 陳尚靈 

5 「涼浸浸紙扇繪

畫比賽」中學組 

環保觸覺 冠軍 

5B 周玉蘭 

6 2019-20 年度 

「活水行動」海報

及標語設計比賽 

愛德基金會 中學組亞軍 

6B 李泳諭  

7 My Australian 

Christmas Card 

Competition 

2019 

Australian 

Consulate-General 

(Hong Kong) 

Champion 

5A Tang Kai Ching 

First runner-up 

5A Fung Yan Lam 

Selected 

5B Wong Shuk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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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Yiu King Chun 

8 利是封設計比賽 學孜教育及香港青少

年輔導協會合辦 

亞軍 

6C 陳詠楺 

9 九龍倉全港中學

生繪畫比賽

2019-20 

九龍倉藝術 (立體組) 優異獎 

5D  陳曉晴 

(平面組) 優異獎 

5C  姚景晉 

10 花鳥蟲魚小伙伴

設計比賽 2019 

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協

會 

亞軍 

5C 陳凱晴 

季軍 

3D 馮煒諾 

優異獎 

5A 周玉蘭 

11 2019 食物安全人

人「Like」海報設

計比賽 

食物環境衞生署 優異獎 

6B 曾伊蕎 

12 2019 國際化學元

素週期表年美術

設計創作比賽 

保良局 (平面組) 香港賽 

二等獎 

6B 李泳諭 

(立體組) 香港賽 

二等獎 

5D  陳曉晴 

13 Odyssey of the 

Mind Pin Design 

Competition 

2020 

Odyssey of the Mi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Champion (Senior Secondary 

Division) 

5A  Fung Yan Lam  

1
st
 Runner-up (Senior 

Secondary Division) 

5C  Yiu King Chun 

14 創意無界限德國

作品展 2019 

香港海外文化中心 銀獎 

2B 許朗瑋 

15 香港新聞博覽館

吉祥物設計比賽 

香港新聞博覽館及香

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 

初中組 – 亞軍 

2B 許朗瑋 

初中組 – 優異獎 

2B 林筠濤 

16 會徽設計比賽 香港學校體育學會 亞軍 

6B 郭欣樺 



6 

 

季軍 

5A 鄧啓情 

4 財政報告：  

編號 類別 項目 預算($) 
實際支出 

($) 

1 教具

/教

材 

Apple TV (119 室) 1,500 1,300 

櫥窗(學校正鬥) 39,500 44,150 

藝術作品展示櫃(一樓) 35,000 0 

工作枱 10 張 (118 室) 22,000 21,500 

膠殼仿皮椅 35 張 9,800 10,850 

藝術作品玻璃櫃 4 個(118 室) 21,200 0 

  MacBook Pro 21,988 20,488 

2 科務

活動 

櫥窗櫃設計物料費(3 次)及走廊窗飾物料費 8,000 9,000 

How to find a way out ? 壁報印刷費 1,000 2,160 

英文書法設計比賽紀念品印刷費 8,000 7,600 

校內比賽壁報設計印刷費 2,000 3,234 

視覺藝術科學生創作展(LWL) 
租車、場地及音響租借$7,000 

海報、郵費、邀請卡及紀念品$15,000 

場地佈置物料$3,000 

 

 

 

25,000 

 

 

 

0 

北京藝術及文化之旅(2019/20)學生內地交流計

劃 

教師團費:$1347(LWL) 

學生團費資助(30%): (9 人

x$1347)x30%=$3636.9(LWL) 5,000 

 

 

 

3,636.90 

SCAD Design Immersion Summer Challenge Camp 30,000 
 

0 

小幼苗藝術培訓課程(CEG) 

導師費 ($150 x 16 小時 x 2 導師) 4,800 

 

3,600 

塑膠彩課程設計計劃(CEG) 

導師費 ($300 x 16 小時) 4,800 

 

4,800 

中一級及中三級 Photoshop 繪圖軟件課程(CEG) 

導師費：($150 x 50 小時 ) 7,500 

 

0 

中三升中四級銜接課程(CEG) 

導師費 ($150 x 28 小時)  4,200 

 

4,200 

中四尖子培訓：電腦設計軟件課程(DLG) 

導師費 ($150 x 30 小時) 4,500 

 

1,500 

中四尖子培訓：塑膠彩畫技藝探索課程(DLG) 

導師費 ($150 x 30 小時) 

 

4,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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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尖子培訓：電腦設計軟件課程(DLG) 

導師費 ($150 x 30 小時) 4,500 

 

0 

中五尖子培訓：塑膠彩畫技藝探索課程(DLG) 

導師費 ($150 x 30 小時) 4,500 

 

4,500 

中六尖子培訓：麥克筆畫技藝探索課程(DLG) 

導師費 ($150 x 24 小時)    3,600 

 

3,600 

  消耗性物品：中一級至中六級 38,000 38,004.71 

3 其他 雜項(運送作品參加比賽運輸費用) (LWL) 3,000 4,600 

   總額  313,888 188,723.61 

 

5 2021 至 2022 年度關注事項： 

5.1 照顧學習多樣性 

5.2 優化積極生活 

5.3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   

 

6 工作計劃小組： 

朱惠玲(科主任) 李兆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