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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課程發展議會，2002）指

出藝術家是重要的社區人力資源之一，鼓勵教師與藝術家建立緊密聯繫，讓學

生獲得第一手的藝術資料及豐富教師藝術教學。余樹德亦指出教師引入藝術家

駐校計劃能獲得新的教學概念（香港藝術發展局，2000）。香港藝術家駐校計劃

推行十多年，研究者母校視藝科教師擁有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卻首次為母校

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研究者希望探討母校視藝科教師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的

思考因素是什麼，藝術家進入學校對師弟妹的藝術學習經歷又有何影響。 

 

本研究的對象是母校視覺藝術科教師、負責母校的藝術家及五位當時參與

計劃的中四學生。透過與研究對象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日記」、創作過程及

完成作品照片互相印證，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家駐

校計劃的思考因素集於滿足個人的需要，然而，教師的思考因素應以學生為

本，學校與藝術家須獲得適當的配對；在合作過程中，藝術家與教師必須保持

緊密的溝通，在有限的資源下各展所長，才能將計劃的成效發揮到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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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由於母校的視藝科教師邀請研究者於 2014 年暑假期間回校協助一個名為

「藝術到校」（化名）的活動，主辦機構派出一位藝術家到校舉辦美化校園的工

作坊，並與師生共同合作完成一個名為「火鳳相傳」的藝術創作活動。研究者

參與其中，發現近年藝術家駐校計劃在香港越來越多，例如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1999）推動的「藝術家駐校計劃」及「薈藝教育」計劃（葉麗慈，2005），以

及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以民間團體角色推動的「空降計劃」（黃素蘭，2000）等。

由於研究者參與了「藝術到校」計劃，親身體驗藝術家進入母校與師生接觸的

過程，因此引起研究者探討的興趣。 

 

香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目的似乎各異，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

席的林漢堅指出，為期三年的「藝術家駐校計劃」目的是協助學校發展藝術教

育（香港藝術發展局，1999）。「空降計劃」的目的則為了提升視藝科教師的專

業水平，彌補香港超過七成小學視藝科教師沒有接受本科專業培訓的漏洞（黃

素蘭，2000）。研究者疑惑對於已受過專業培訓的母校視藝科教師而言，為什麼

要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她希望在計劃中得到什麼？ 研究者希望透過是次研

究，深入探討母校視藝科教師為何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目的為何？引入藝術

家對師弟妹的創作有何影響？ 

 

1.2 研究目的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課程發展議會，2002）指

出藝術家是重要的社區人力資源之一，與藝術家接觸可讓學生獲得第一手的藝

術經歷，因此鼓勵教師與藝術家建立緊密聯繫，以豐富藝術教學。正如另一位

前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席余樹德指出，香港藝術教育發展比歐美落後

多年，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能為香港傳統的教學方式帶來新的教學概念（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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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發展局，2000）。在香港回歸後大規模的教育和課程改革下，藝術家駐校計

劃似乎是一個趨勢。身兼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委員及前線中學視藝科教師徐香蘭

（2011）表示，為回應新學制，很多學校開始考慮與不同藝術家或藝術團體合

作。研究者作為中學組的準教師，期望藉著是次研究了解現時學校視藝教育的

情況，並為日後參與不同藝術家駐校計劃作好準備。另外，香港藝術家駐校計

劃的研究較外國少，期望本研究能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多一份參考資料。 

 

1.3 研究問題  

香港藝術發展局（2000）於 1997 年推行「藝術家駐校計劃」，至今已有十

多年，母校視藝科教師卻首次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研究者有興趣探討： 

1) 母校視覺藝術科教師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思考因素。 

2) 藝術家駐校計劃如何影響參與學生的藝術學習經歷。 

 
1.4 研究意義  

研究者希望藉著以上兩個研究問題，深入探討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家

駐校計劃的目的及思考因素，以及藝術家進入學校對師弟妹的藝術學習經歷有

何影響。雖然母校視藝科教師己有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但這是她首次為母校

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研究者以第三者的角度探討有關問題，了解視藝科教師

的需要及期望在計劃中獲得什麼，以及分析其參與計劃的成效，並提出改善建

議，藉此回饋母校。同時為各教師、中介機構、藝術家及研究者於日後參與藝

術家駐校計劃提供一個明確的方向。 

 

1.5 名詞定義  

藝術家駐校計劃在本研究是指母校參與的一項由香港大專院校提供的藝術

家駐校計劃（以下簡稱為「藝術到校」）。負責母校的藝術家在 2014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入學校，與師生一起進行一項名為「火鳳相傳」的藝術創作活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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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探究與設計一套木製傢俱，包括桌子、凳子及書櫃，放置於母校某樓層的一

角，目的是為學校增設一個具藝術氣息的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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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綜述  

吳香生（2000）指出「由於小學視藝科教師的受訓不足，藝術家的參與正

可有助小學藝術教育的進步」（頁 192）。然而，研究者母校的視藝科教師是一

位具藝術專業的中學教師，並有三十年教學經驗，為何仍為學校引入藝術家駐

校計劃。以下先探討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發展、香港學校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

思考因素、合作模式和成效，作為分析母校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依據。 

 

2.1 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發展  

外國很早已經推行藝術家駐校計劃。余樹德指出英國與美國在七十年代期

間已發展藝術家駐校計劃（香港藝術發展局，2000）。美國政府為了促進藝術家

的就業情況，鼓勵藝術家進入學校工作，並推行不同政策及計劃以作推動，令

當地藝術家逐漸參與公、私立學校的藝術教育活動，形成藝術家駐校風潮（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部，2009）。在 1965 年期間，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由

國會批準成立，為補助藝術與文化活動，藝術家獲得經濟上的支援，駐校時間

得以延長（康禔今，2012）。至 1970 年代美國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更提出「教學

藝術家」的概念，藝術家接受專業教學培訓後，中心頒發資格並將他們派到一

些缺乏藝術資源的學校，同時兼負藝術家及教師的教學工作（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教育部，2009）。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角色與美國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有點相似，

它的目標旨在培育藝團或藝術家，為他們開拓發展空間（香港藝術發展局，

2015），只是不一定要與學校藝術教育有關，亦不會提供教學專業的培訓，藝術

團體是否要進駐學校則由團體自決。以香港明日劇團為例，它曾獲香港藝術發

展局支助，他們的發展重點是讓戲劇藝術進入學校（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有限公

司，2010）。雖然香港藝術發展局沒有頒發教學資格予藝術家，但於 2011 年出

版的《藝術教育工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可能有助促進藝術工作者與學校間的

溝通及提高合作成效，亦可讓研究者初步了解香港藝術家與學校協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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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康禔今（2012）將美國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發展歸納為三個階段，分

別是 1930 年至 1960 年「萌芽期」，1960 年至 2000 年「發展期」，2000 年後為

「省思期」，對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成效進行反思。相對於美國的藝術家駐校計劃

的發展，吳香生（2000）指出香港於 1994 年才首次推行藝術家駐校計劃，當時

由教育署美術組與英國文化協會合辦駐校藝術家工作坊，讓英國浮雕繪畫藝術

家 Louise Soloway 走進課室，與視藝科教師共同合作，目的是讓教師將所學的

運用到教學上；由於此工作坊只舉辦了一次，無法做到「駐校」的真正目的， 

故英國文化協會及藝術發展局於 1995 年期間再嘗試為五所中學及兩所小學舉辦

駐校藝術家計劃，藝術家駐校的時間為三個月，是次籌備更周詳，於完成後更

舉辦展覽向公眾展示成果。這種以英國文化協會及藝術發展局作為學校與藝術

家之間的中介機構，在香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初期經常出現。黃素蘭（2003）

指出「空降計劃」及「美術教師培訓與協作計劃」同樣是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作為「第三者」的身份主導計劃，可以為學校及藝術家減輕文書與行政工作，

以及為雙方作出合適的配對。母校所參與的「藝術到校」計劃亦是透過一所香

港大專院校作為中介機構，根據視藝科教師所撰寫的計劃書，配對合適的藝術

家到校協助完成活動。看來中介機構為學校及藝術家的合作帶來便利、減輕文

書及行政工作，這會否是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到校」計劃的目的之一？ 

 

2.2 香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目的  

藝術家駐校計劃由外國引入香港已有 20 年，當中有不同的藝術家駐校計

劃規模和目的不一，但都本著相似的信念：認同藝術家駐校對學生及教師的學

習和專業發展皆有正面的影響（見表 2-1），例如林漢堅表示「藝術家駐校計

劃」能有助學生的全人發展（香港藝術發展局，1999）；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0）指出「藝術家駐校計劃」對學生品德和學習都有正面的影響；加上香

港的視藝教育於中三停止，希望藉「藝術家駐校計劃」為高中學生培養廣泛的

藝術興趣及欣賞能力。葉麗慈（2005）指出「薈藝教育」計劃讓藝術家進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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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能有助培養學生的創意；袁子良（2005）則指出「薈藝教育」能透過不同領

域的藝術，學習不同學科的知識。黃素蘭（2000）表示「空降計劃」有助提升

視藝科教師的專業水平；陳世樂（2002）亦指出「空降計劃」能豐富教師與學

生的藝術知識的技巧。《藝術教育工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綜觀 2011 年以前的

七間學校案例，指出藝術家駐校計劃能為師生提供多元化的藝術學習活動，提

升學生藝術創作及評賞能力，以及學習其他學科的知識；有助增加學校與校外

資源的協作文化及擴闊師生視野（徐香蘭，2011）。至於「藝術到校」計劃的目

的則在於推廣藝術及藝術教育，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設計及翻新日常生活用具，

培養學生珍惜地球資源。究竟母校的視藝科教師為學生引入藝術家的目的是什

麼？與「藝術到校」的目的匹配嗎？ 

 

表 2-1：藝術家駐校的目的 

計劃名稱  計劃目的  信念  

「藝術家駐校計劃」

（1997）  

 • 培養學生的全人發展 • 有助學生全人發展 

「薈藝教育」計劃

（2000）  

 • 培養學生的創意 

• 學習不同學科的知識 

• 有助學生發揮創意 

• 有助學生跨科學習 

「空降計劃」

（2000）  

 • 提升視藝科教師的專業水平 

• 豐富學生的藝術知識與創作技巧 

• 有助教師的專業發展 

• 提升學生的藝術能力 

《藝術教育工作者

與學校合作手冊》

綜觀七間學校案例  

（2011）  

 • 為師生提供多元藝術學習活動 

• 提升學生藝術創作及評賞能力 

• 協助學習其他學科的知識 

• 增加學校與校外資源

的協作文化 

• 擴闊師生視野 

「藝術到校」

（2014）  

 • 鼓勵學生發揮生活創意 

• 培養學生珍惜資源 

• 有助學生發揮創意 

• 有助學生建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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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合作方式  

藝術家駐校計劃視乎計劃的目的及雙方的需要而出現不同形式的合作關

係，例如 Oddie & Allen (1998) 引用 Dick Downing 提出了四個學校與藝術家的

合作方式，包括「供應者主導」(Supply-led)、「需要者主導」(Demand-led)、

「興趣吻合」(Overlapping agendas of interest)，以及「靈活對話」(Dynamic 

dialogue)。它們的重點如下： 

1. 「供應者主導」是指由藝術團體提供「產品」或服務； 

2. 「需要者主導」則是學校提供經費，要求特定的「產品」或服務； 

3. 「興趣吻合」即藝術團體與學校從個人觀點出發，協商達成共識； 

4. 「靈活對話」是指雙方關係是開放的，並參與整個發現及危機處理過

程。 

 

以香港的「薈藝教育」為例，是經過學校與藝術家的商討後，以符合雙方

的期望達成協作的共識，傾向以上所指的「興趣吻合」的合作方式。不過，參

與其中的香港教育學院講師葉麗慈（2005）再把「薈藝教育」的協作形式細分

為以下四種 ( 見圖 2-1)： 

1. 教師與藝術家合作設計課堂及教學，主要由藝術家負責教學，教師則

在一旁觀察，然後教師在另一班主力教授同一課題，藝術家則在旁觀

察； 

2. 教師與藝術家合作設計課堂但分課教學，按照教師及藝術家的專業領

域分配教學，一般出現於跨科合作的計劃； 

3. 教師設計並與藝術家分擔教學工作，教師為藝術家提供一套課程設

計，藝術家以某種藝術形式演繹課程； 

4. 藝術家籌劃及教學，教師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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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空降計劃」， 基於其目的在於小學視藝教師的培訓，屬於「供應者

主導」的協作，即通過藝術家帶領學生創作的互動過程，讓教師觀察開放式、

具創意的教學活動，然後與教師進行課後研討或提供創作的工作坊，讓教師掌

握有關的創作技巧（黃素蘭，2002）。在工作坊開始前，教師需要與藝術家保持

聯絡，讓藝術家知道學校的需要、學生的學習模式，以及教學媒介與目標（陳

世樂，2002）。 

 

為了讓學校與藝術家彼此了解藝術家駐校的情況和須知，香港藝術發展局

於 2011 件委託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以具體案例，整理了一本《藝術教育工作者與

學校合作手冊》，建議教師與藝術家保持合作伙伴關係，提出教師精於教學，對

課室管理及各教學法的運用皆得心應手，而藝術家則精於藝術創作，對於自身

所鑽研的藝術媒介有深入認識；所以，教師宜與藝術家共同規劃教學活動，令

藝術家駐校計劃能有效地在學校推行；並建議雙方互相協調，相互補位，如其

中一方因事缺席，另一方亦能掌握教學進程（徐香蘭，2011）。從《藝術教育工

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整理的藝術家駐校計劃似乎開始看到「需求者主導」的

傾向，即由學校主導去聘請藝術家駐校，以發展校本的藝術教育；但香港藝術

發展局作為邀約撰寫《藝術教育工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的機構卻傾向建議學

校與藝術家最好能各取所長，共同設計與合作教學，以達至「靈活對話」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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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式（徐香蘭，2011）。 

 

綜觀以上不同的合作方式，研究者發現藝術家與教師的合作方式隨著藝術

家駐校計劃的目的與學校需要會有不同變化。Downing 提出的四種合作方式清

楚劃分了彼此的職責與角色，但實施起來卻有不同變化和側重的協作方式。究

竟母校參與由大專院校提供的藝術家駐校計劃採用了甚麼合作方式，背後有何

思考因素？ 

 

2.4 香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成效  

無論是香港藝術發展局及教育署合辦的「藝術家駐校計劃」、「薈藝教

育」，由民間團體舉辦的「空降計劃」，或《藝術教育工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

展示的七個各有不同的計劃範例，都是為學校引入藝術家，協助學校發展藝術

教育。這些計劃的成效大致可從學生、教師及藝術家三方面看到。由於此研究

只集中探討學生及教師因素，表 2-2 整理了各項計劃對師生參與其中的成效。 

 

表 2-2：香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成效 

計劃名稱  年份  對象  成效  
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藝術家駐校計劃」 1997 年及

1998 年 
 ✓  • 提高藝術興趣 

• 增加藝術創作過程的

了解和體驗 

• 推動學習新事物 

• 增強想像力 

• 提升個人能力 

• 增強自信心 
 

「薈藝教育」計劃 2000 年  ✓ • 學習如何與學生互動

及溝通 
• 改善教學 
• 有效鼓勵定期進行專

業進修 
 

• 提升學習興趣 
• 提升學習動機 
• 擴闊藝術經驗 
• 豐富視覺藝術知識及

技巧 
• 啟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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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其他學科領域的

學習 
• 提升生活技能 

 

「空降計劃」 2000-2002
年 

✓ ✓ • 增進個人的藝術知識

與技巧 
• 擴寬藝術教學活動與

方法的視野 
• 認識如何啟發學生創

意及引導思考的方法 
• 有助反思及修正個人

教學 
 

• 可自由分享個人創作

理念 
• 豐富個人的藝術知識

及技巧 

《藝術教育工作者與

學校合作手冊》的七

個計劃範例 

2003-2011 ✓ ✓ • 改善教學 
• 培養藝術興趣 
• 加強行政統籌能力 

• 啟發創意 
• 認識專業創作技巧及

知識 
• 啟發不同藝術潛能 

 

 

「藝術家駐校計劃」在 1997 年推出，對象是高中學生，其計劃成效亦集

中在學生方面。為期三年的「藝術家駐校計劃」，學生可以透過工作坊、參觀、

交流、寫生等活動，認識音樂、繪畫、話劇等不同的藝術形式 (香港藝術發展

局，2000)。在「97/98 藝術家駐校計劃成效研究」中顯示，此計劃增加了學生

對藝術創作過程的了解和體驗，提高他們對所參與的藝術項目的興趣，有助增

強想像力及個人能力，同時推動他們學習新事物及增強自信心（香港藝術發展

局，2000）。 

 

「薈藝教育」可說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延續，於 2000 年首次推行，

亦是一個為期三年的藝術教育試驗計劃。張翁偉儀（2005）從研究資料總結出

「薈藝教育」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由於活動內容與學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加

上藝術家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及探索形式的學習過程，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及學習動機；擴闊學生的藝術經驗，豐富其視覺藝術知識及技巧，啟發創意；

有助學生對其他學科領域的學習，如語文、文化習俗、道德教育、建立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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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升學生生活技能，包括與人溝通合作、自信心、觀察力、自律能力、分

析力。 

 

然而「薈藝教育」在推行期間亦遇到不少困難，包括學校行政、同工參與

及支持、藝術家的教學經驗、人力及其他資源等。張翁偉儀（2005）認為如能

解決以上問題，藝術家進入學校對老師是有幫助的，教師可從藝術家身上學到

與學生的互動及溝通技巧，改善教學；能有效鼓勵教師定期進行專業進修，豐

富其藝術技巧、知識及經驗。由此可見，如活動推行得宜，即使活動對象只是

學生，對參與其中的教師都有正面的果效。 

 

至於「空降計劃」的對象是小學美術教育的全體老師，基於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發現每一位小學教師，無論是持有美術教育專業資格與否都有機會任教視

藝科，因此分別於 2000 年展開為期一年的試驗計劃，透過藝術家到校，在教師

發展日為全校老師舉辦 3 小時的工作坊（黃素蘭、區愛潔和劉仲嚴，2005）。其

後，應學校要求在 2001-2002 年再次舉辦第二個階段的空降計劃，稱為「美術

教師培訓與協作計劃」，讓入選學校自行選擇協作藝術家和藝術活動，將小學環

境較少接觸到的藝術媒介帶入學校（陳世樂，2002）。「協作計劃」的重點是讓

視藝科教師直接觀察藝術家與學生的互動，掌握創作過程與製作技巧，然後通

過藝術家分享的教學設計與實施的經驗，提升小學教師的視藝教學專業水平

（黃素蘭，2003）。黃素蘭（2002）透過問卷調查分析「空降計劃」對教師及學

生的成效；超過九成教師表示藝術家進入學校對其教學是有幫助的，包括增進

個人的藝術知識與技巧，擴寬藝術教學活動與方法的視野，認識如何啟發學生

創意及引導思考的方法，有助反思與其修正自己的教學；學生方面，由於上課

氣氛不同，學生可自由分享個人創作理念，透過藝術家的試範及體驗多元的創

作媒介，豐富個人的藝術知識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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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工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亦總結了的七間本地學校參與不同計

劃的師生成效。教師方面，藝術家進入學校，有助教師改善教學，培養藝術興

趣，加強行政統籌能力；學生方面，透過參與計劃，可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

從藝術家身上認識到專業創作技巧及知識，啟發不同藝術潛能（徐香蘭，

2011）。 

 

綜合以上各計劃對教師及學生的成效，視藝科教師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對

學生及教師皆有正面影響。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到校」計劃意圖獲得什

麼成效？教師的期望與學生實際的得著匹配嗎？ 

 

2.5 總結  

總結各相關文獻，研究者發現香港藝術發展局、民間藝術團體或大專機構

都致力推動藝術家駐校計劃，協助藝術家與學校間的協作，以提升學校的藝術

教育水平。綜合各計劃的成效，藝術家進入學校能為教師及學生帶來正面的影

響。究竟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是項計劃採用了哪種協作方式，背後有何思考因

素，協作過程中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經歷都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本研究分析

架構如下，先了解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到校」的目的與信念，再探討教

師與藝術家在合作過程中傾向哪種協作方式，還是再修訂過，背後的思考因素

是什麼。另外，過去藝術家到校的成效是否教師為學校引入藝術家的思考因素

之一（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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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研究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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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焦點是探討母校視藝科教師為何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她參與藝

術家駐校計劃有何目的，實際執行時採用了什麼合作形式等，由於研究重點傾

向探討藝術家駐校計劃背後的思考因素和具體的實施情況，因此較適合採用質

性研究方法搜集資料，例如通過參與觀察、創作成果，以及與教師、學生和駐

校藝術家作深入訪問才能得知。Strauss 和 Corbin（1998；吳芝儀和廖梅花譯，

2001）指出質性研究目的是從原始資料發現它們之間的概念和關係，然後組織

成一個理論性的解釋，即為母校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提出研究分析與洞悉。下

文分別交代研究方法、對象及研究日程。 

 

3.1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一般而言是透過訪談、觀察及文件作資料搜集，並以「三角檢

測法」提高研究的可信性和有效性（Strauss & Corbin，1998；吳芝儀和廖梅花

譯，2001）。Grix（2004；林育珊譯，2008）指出「三角檢測法」是研究者利用

兩個或以上的方法，以不同角度來觀察研究目標。以本研究為例，研究者受到

母校視藝術科教師的邀請，有幸參與其中，並將個人的觀察及與師生間非正式

的傾談以日記的方法記錄下來，編成六篇「觀察日記」（見附錄 1）。同時，研

究者已將學生的創作過程及完成作品以拍攝的方式作紀錄，方便在訪談時引起

受訪者的回憶及聚焦。由於研究者是在母校開展計劃後才加入，對於視藝科教

師與藝術家的前期準備工作缺乏深入了解，所以必須透過訪談，分別與藝術

家、教師及學生面對面交流，了解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到校」的目的及

思考因素，與藝術家的合作方式，以及檢視對學生創作影響，再以「觀察日

記」及創作成果互相印證受訪者的說話，增加研究分析的信度與效度（見圖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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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三角檢測法 

 

在質性研究中，訪談內容會採用開放式問題，當中涉及研究者希望得到

的資料，因此，研究者選擇「半結構化訪談」。Grix（2004；林育珊譯，2008）

指出在「半結構化訪談」中，研究者已預藏了一些個人想知的問題，為了較易

處理，預設問題不應超過十條。 Marshall 及 Rossman （2011；李政賢譯，

2014）認為「深度訪談」可分為四類，包括非正式會話訪談、一般性訪談大綱

法、標準化開放式訪談及協同建構訪談。一般性訪談大綱法是質性研究中最常

用的訪談方法，研究者須預先準備訪談大綱，亦即問題清單，可自行選擇在訪

談前與受訪者分享與否。有見及此，研究者會在訪談前，根據本研究的問題及

文獻探討中的發現，並針對不同受訪者設計訪問問題。它的好處是可根據實際

情況作出追問，受訪者能自由講出自己的想法，能夠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出現

意外的訊息。 

 

母校共有兩名視藝科教師，只有其中一位教師負責「藝術到校」計劃

（以下稱為張老師）。張教師曾向研究者透露自己已有三十年的教學經驗，然而

研究者就讀母校期間從沒參與過此類活動，為何張老師近年才為學校引入藝術

家？因此，研究者將訪問張老師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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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麼會撰寫計劃書參與「藝術到校」計劃？ 

2. 在活動過程中，您與藝術家是怎樣合作的？ 

3. 您認為參與「藝術計劃」對教師及學生有何影響？ 

4. 如下次再有同類計劃，視藝科教師會再參加嗎？為何？ 

5. 這個計劃哪些方面值得欣賞？有哪些方面有待改善？ 

 

至於學生的晤談方面，由於共有五位受訪者，研究者會以「焦點團體訪

談」方法進行。Marshall 及 Rossman （2011；李政賢譯，2014）指出「焦點團

體訪談」可由 4 至 12 人組成，好處是訪談氣氛比一對一訪談輕鬆自在，令受訪

者有充足的時間思考問題，可儘情表達個人觀點；同時，此方式較為彈性，可

在討論過程中有機會發掘出意料之外的議題。「焦點團體訪談」的晤談內容主要

是探討藝術家進入學校如何影響學生的創作經歷，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與

視藝科教師期望的匹配，因此與張老師的訪問問題不同。研究者為了喚起學生

的記憶，在進行晤談前會向學生展示一系列作品及創作過程的相片，晤談問題

如下： 

1. 你們知道這個計劃是做什麼的嗎？ 

2. 在參與計劃的過程裡，你們從藝術家身上學到什麼？ 

3. 你們認為藝術家進入學校有助哪方面的學習？ 

4. 在計劃中，你們認為哪些地方值得欣賞及哪些地方有待改善？ 

5. 你希望藝術家經常進入學校嗎？為什麼？ 

 

藝術家方面，透過與藝術家的訪談，研究者能深入了解學校與藝術家之

間的合作方式，以及如何影響學生的創作過程，以便與張老師及學生們的訪問

結果作比對及互相印證。因此，晤談問題如下： 

1. 您與張老師的合作模式是誰決定的？整個合作過程是怎樣的？ 

2. 您與張老師的角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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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與張老師是如何分工？ 

4. 您與張老師在合作過程中有什麼地方需要磨合？ 

5. 如果再做一次這個計劃，您認為有何改善？ 

 

除了準備以上晤談架構外，陳向明（1996）認為研究者應記錄全部訪談內

容，觀察所有場景的細節，有關人物的言語和行為，有助日後進行檢驗及增加

研究結果的效度。因此，研究者會於訪談期間觀察受訪者的表情、語氣等，並

記錄在錄音謄寫稿裡。為了方便教師與學生，研究場所設定為學校；而藝術家

方面，則因應她的需要設定訪談地點為她的工作室。由於本研究晤談對象涉及

藝術家、教師及學生，晤談內容繁多。Marshall 及 Rossman （2011；李政賢

譯，2014）指出將資料編訂編碼可協助研究者對晤談內容有系統地整理，有助

分析思考。研究者會先謄寫晤談內容，再將文獻探討中所建立的分析架構設定

為分類架構，然後重複檢視謄寫稿並進行編碼分類。 

 

3.2 研究對象  

研究者會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邀請研究者母校的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

家駐校計劃的學生及藝術家接受訪問。研究者母校的視藝科教師於 2013 年間親

自撰寫計劃書，參與「藝術到校」計劃並成為入圍學校，主辦機構派出一位本

地藝術家協作師生創作，當中包括十五位中四學生（現就讀中五），其中只有十

位學生家長提交受訪同意書；在這十位學生中，研究者選取出席率最高的五位

學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增加資料的可信性。總的來說，研究對象為負責計

劃的張老師、藝術家李小姐（見表 3-1）及五位學生（化名為學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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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研究對象的個人資料 

身份  職位  教學/創
作年資  

學歷  畢業年份  

張老師  

（化名） 

中學視藝科教師 35 師範畢業 1980 

李小姐  

（化名） 

藝術家 23 • 教育榮譽學士（中學） 

• 藝術美學碩士課程畢業 

2012 

2015 

 

研究者會先訪問學生，了解學生在計劃中的學習成效，方便研究者向張

老師作進一步的追問，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果會否受教師與藝術家的協作方式影

響，以及與教師的期望是否相同。研究者最後才訪問藝術家，利用與藝術家的

晤談內容與師生的晤談結果作比對，印證教師與藝術家之間的協作方式。 

 

3.3 研究日程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是先探討及確立研究題目、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再從

各文獻資料中探討藝術家駐校計劃並確立分析架構，從而修訂研究設計。然

後，研究者將參與及觀察母校「藝術到校」計劃的過程記錄在「觀察日記」

中，並與視藝科教師、學生及藝術家進行深度訪談，將資料整理及進行分析，

與「觀察日記」互相印證，最後提出研究結果。本研究日程如下（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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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研究日程 

 

3.4 研究限制  

雖然焦點團體訪談有其優點，然而在是項研究中卻體驗到其弱點；可能由

於研究者的訪談技巧欠佳，未能妥善引導團體聚焦，以致在訪談過程中一度離

題，偏向討論如何處理完成作品。另外，由於晤談的地方在母校的視藝術室進

行，期間視藝科教師不時進入視藝室拿取物料，學生們立即從輕鬆的姿態變的

戰戰兢兢，此舉有機會影響本研究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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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以三種方式收集資料，包括參與其中並記錄非正式觀察日記、拍攝學

生創作過程及完成作品照片，以及與學生、教師及藝術家進行晤談，協助研究

者分析母校視藝科教師為學校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思考因素，以及藝術家進

入學校對學生的學習經歷有何影響。以下根據研究者收集到的資料進行互相比

對、分析及說明。 

 

4.1 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計劃的思考因素  

與張老師晤談得知，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到校」計劃的思考因素包

括計劃目的能切合學校的需要、教師的個人期望，以及與中四學生程度吻合；

另一方面，藉著參與計劃，可獲得外校的資源，並減輕教師的工作量；和達到

教師專業成長的目的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現分析如下： 

 

4.1.1 學校美化校園的需要與計劃匹配  

「藝術到校」計劃其中一個目的是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設計及翻新日常生

活的用具，參與學校亦會獲得一位藝術家進入學校協助及材料費資助。基於

此，張老師表示母校正正有美化校園的需要，促使她主動撰寫計劃書參與是項

藝術家駐校計劃；張老師說： 

 

「⋯⋯會有藝術家進入學校幫忙，可以教授學生額外的知識，協助

更新及美化校園，而學校也有這方面的需要，計劃切合學校需

要。」(晤談，張老師，B01) 

 

由此可見，藝術家駐校計劃如能與學校的需要配合，可促成雙方的合作關

係。符合教師個人期望亦可促進張老師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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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教師的個人期望  

張老師多次指出藝術教育應讓學生接觸不同範籌的藝術創作，而新高中課

程緊逼，教師可透過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讓學生擁有不同的藝術學習經歷。

張老師說： 

 

 「我有一個信念，藝術創作的範圍很廣闊，學生應該接觸多一些藝

術創作，但學校的環境有一定的限制。」(晤談，張老師，B21) 

 

「我希望中五（當時是中四升中五的暑假）的同學能接觸更多不同

的藝術創作，始終課堂時間有限制。」(晤談，張老師，B01) 

 

相信學生也體會到張老師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目的，因此與學生晤談時

也能引證張老師的期望，例如： 

 

「藝術家能教我們做一些課堂裡不能接觸的東西，例如製作凳子。

這是視藝堂沒有的。老師也不會有空教我們這些額外的技巧。」(晤

談，學生 1，A504) 

 

可見是次「火鳳相傳」（張老師撰寫的創作活動名稱）的創作活動的確能

讓學生認識到新的創作形式，學生指出藉著這個活動，他們擁有首次創作凳子

的經驗，擴闊藝術視野，增加藝術體驗的機會，打破常規課堂的局限。從晤談

中，研究者可以感受到張老師對藝術教育的熱忱及信念，即使已有三十多年的

教學經驗，亦曾於非正式訪談中表示自己體力不如前，仍堅持為擴闊學生的藝

術視野而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由此可見，教師的個人信念會影響其參與藝術

家駐校計劃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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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計劃要求與中四學生程度吻合  

「藝術到校」計劃要求作品水平較高，屬於大型創作而且是一項全港性的

比賽，張老師表示她考慮到計劃的要求與中四學生程度吻合，因而參加是項計

劃。張老師說： 

 

「選擇中四學生的主要原因是我認為中四學生的能力較高，初中生

對於創作的認識不深，我預計活動效果未必那麼理想。選修視覺藝

術科的中四學生對藝術較有興趣，能力較高，較能達到此活動的成

效。而且中四學生較為集中，聯絡他們也比較方便。」(晤談，張老

師，B02) 

 

事實上，選修視覺藝術科的中四學生集中在一個班級，共有 15 位學生，

張老師思考到學生的程度及聯絡方面的方便性，而選擇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

另外，從學生的創作過程及成果可引證張老師的說話，符合中四學生程度，作

品組件如下（見圖 4-1、圖 4-2 及圖 4-3）： 

 

   
圖 4-1：凳子設計 圖 4-2：環保掛飾 圖 4-3：書架 

 

學生的創作分成三份組件，包括凳子設計、環保掛飾及書架，是一項較大

型的創作。無論是在設計階段及製作階段都需要各同學互相協作及完成，張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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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表示： 

 

「我有告訴學生這個計劃的內容，目標是做怎樣的設計，然後吩咐

每個同學構思一個草圖，當時有十五位學生，再收集他們的草圖。

當中牽涉設計的實際性及家俱設計，設計意念是否創新，大家會一

起討論⋯⋯但收集回來的設計圖中只有兩三張是不錯的，當然仍有

改善的空間，始終他們不熟悉設計，無法分析何謂簡潔的設計，所

以每份設計圖都較為瑣碎，我將大家的意念集合在一起，各取所長

⋯⋯而「火鳳相傳」的意念則來自學生 3（化名），設計方面就集合

某幾位同學的草圖再作修改⋯⋯」(晤談，張老師，B34) 

 

從上述可見，凳子（見圖 4-1）的設計理念及外型設計皆來自不同的學

生，取長補短，集大家的設計圖而成。由於張老師要求簡約的設計及創新的意

念，設計時更需要考慮到實際性，要求較高，適合中四學生的程度。 

 

另外，根據研究者觀察，除了設計方面，凳子的後期加工亦需要同儕間的

互相協作才能完成，後期加工情況如下： 

  

圖 4-4：為書架批灰 圖 4-5：為凳子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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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塗上油漆 圖 4-7：量度軟墊尺寸  

  

圖 4-8： 剪布 圖 4-9：運用釘槍固定軟墊 

 

創作作品的後期加工程序包括為書架和凳子批灰（見圖 4-4 及圖 4-5）、塗

上油漆（見圖 4-6）、量度軟墊尺寸（圖 4-7）、剪布（圖 4-8）及運用釘槍固定

軟墊（圖 4-9) ，規模龐大，而且需要他人協助。從創作過程的圖片可見，學生

全部都是兩人以上為一組，同共負責一個組件，例如圖 4-4，兩名學生一起為書

架批灰。由此可印證張老師的說話，是次藝術家駐校計劃的要求較高，規模較

大，學生需要共用協助才能完成，加上中四學生比較集中，他們亦可藉此增加

個人的藝術學習經歷，張老師考慮到這些因素，因而參與是次藝術家駐校計

劃。除了以上的思考因素外，教師參與是項計劃亦會考慮會否獲得額外的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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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獲得校外資源  

張老師表示透過參與「藝術到校」計劃，她可借助外力教授學生有關美化

校園的藝術創作知識，這亦是她為學校引入藝術家的思考因素之一。在藝術家

駐校計劃中，主辦單位委派一位藝術家進入母校教授及協助學生創作，創作活

動牽涉產品設計及美化校園的元素，張老師表示她有意欲讓中四學生學習這方

面的藝術知識。 張老師說： 

 

「⋯⋯當中牽涉教授一些美化校園的藝術創作，參與這計劃可借助

外間團體的力量幫助我們教授學生這方面的知識，其實是一舉兩

得。」(晤談，張老師，B21) 

 

根據研究者參與觀察所見，「藝術到校」計劃是以課外活動的形式進行，

節省張老師在課堂上的教學時間，同時亦可減輕教師的工作量，張老師指出： 

 

「⋯⋯因為時間有限，非常繁忙⋯⋯引入藝術家進入學校支援教

學，我認為是很好的。」(晤談，張老師，B40) 

 

至於為何要在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下，首次為學校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

張老師表示她曾經從報章雜誌得知近年增加了很多藝術家駐校計劃，而且成效

顯著。張老師說： 

 

「⋯⋯我有時會看一些藝術家進入學校的報導，從中得知一些成

效。」(晤談，張老師，B27) 

 

不過，最大的誘因可能是主辦機構為每間學校提供三千元的資助，讓學校

可以購買物資美化校園，因為張老師在晤談時興奮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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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為每所學校提供三千元的資助，資助買一些物料美化校

園，這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除了藝術家進入學校協助教學，又有

經費，我認為是有吸引力的。 」(晤談，張老師，B22) 

 

其實，教育局每年都會為學校提供視覺藝術科的工具材料費用，張老師表

示足夠的，但她認為藝術創作可以「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如有額外的支助會

大大提升教師引入藝術家的吸引力。中介機構以第三者的身份協助教師參與藝

術家駐教計劃亦是教師參與是項計劃的考慮重點之一。 

 

4.1.5 中介機構的協助  

張老師強調中介機構的協助能減輕教師的工作量。教師除了處理日常教學

工作外，還需要處理不少行政工作。是次計劃由大專院校作為中介機構，協助

教師處理與藝術家合作所需的文件資料，張老師表示只需在報名參加時撰寫計

劃書而已。張老師說：  

 

「參與這計劃無須處理行政上的工作，只是在開始時需要撰寫計劃

書，計劃開展後亦無需處理文件工作。對老師而言，不是太大的負

擔。其實我們都害怕寫報告，這亦是我的考慮因素之一。我曾申請

過優質教育基金，它會提供一大筆資金讓我們舉辦一些活動，但期

間需要寫很多報告。我們沒有太多時間負擔這些文件工作。」(晤

談，張老師，B23) 

 

由此可見，中介機構在藝術家駐校計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是減輕教師

的文書工作量，成為教師為學校引入藝術家的很大誘因。張老師主動地以「優

質教育基金」為例，抱怨期間需要撰寫很多報告，亦表明自己無暇處理這些文

書工作，由此可見撰寫報告及其他文書工作會令教師對藝術家駐校計劃計劃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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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4.1.6 期望計劃能協助教師的專業成長  

張老師指出視藝科教師不是對每項藝術創作都有深入的認識，能引入對某

創作範疇具備專業知識的藝術家，有助教師的專業成長。她說： 

 

「為何我有興趣參與這類活動，因為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東西，認

識更多，可讓我了解現時外面的藝術發展趨勢。藝術家進入學校，

同時是引進新的創作形式到學校。例如這次攝影的活動（是另一項

活動計劃）⋯⋯」(晤談，張老師，B25) 

 

研究者在晤談期間針對教師專業發展作了兩次追問，張老師仍無法說出她

在藝術家身上學到什麼。由於張老師以其他活動為例意圖解釋藝術家進入學校

的好處，例如可帶入一種新的創作形式及彌補教師缺乏某項專業知識，而沒有

針對是次藝術家駐校計劃作進一步說明她學到什麼、認識到什麼及了解到什麼

藝術發展趨勢。在最後一次追問時，張老師才承認參與「藝術到校」計劃無法

讓她達到專業成長， 張老師說： 

 

「說實話，這計劃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可能是藝術家到校的次數

太少，加上創作過程由意念發展以至定稿都是由校方主導，印象中

藝術家好像主要是提供技術支援。以這次的攝影活動為例，活動有

系列地安排學習課程，師生獲益較大。而上一次『藝術到校』計劃

似乎性質有所不同，嚴格來說算不上藝術家駐校計劃。」(晤談，張

老師，B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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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老師舉攝影活動為例子可見她對活動的期望，認為藝術家駐校計劃的

主辦機構或藝術家應有系統地編排教學內容，除了能讓學生有效地學習外，亦

可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而研究者則認為課程的編排須建基於雙方的互相溝

通，因為教師才是最熟悉學生的，即使藝術家單方面編排課程亦需要得到教師

的協作，雙方才能互補長短。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在二人共同出席的工作坊

裡，沒有一位主要教授者站出來向全班講解是次工作坊的學習目標、製作技巧

等，只見張老師向藝術家交待了當時的進度便開始各自帶著不同的學生在不同

的地方進行創作。由此可見，二人缺乏事前的溝通、課程編排及教學技巧。教

師期望透過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協助教師的專業發展，當中必須涉及有系統地

編排課程、妥善的溝通及教學技巧，才能發揮計劃的成效。另外，張老師多次

提及藝術家進入學校的數次太少，導致出現教師主導的情況。然而，教師根據

個人的期望，在藝術家進入學校的有限次數裡，意圖獲得藝術家的技術支援，

這亦她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誘因之一。 

 

4.1.7 期望藝術家提供技術支援  

張老師表示她期望藝術家能教授學生製作凳子的技巧及提供技術上的支

援，張老師說： 

 

「我期望她（藝術家）在技術上有較多的支援 。」(晤談，張老師，

B25) 

 

由於主辦機構規定藝術家只能進入學校三次，張老師表示她在參與計劃前

已得知藝術家進入學校的次數，但仍選擇參與計劃。從張老師的晤談內容可見

她較著重藝術家能否提供技術上的支援，因而將個人與藝術家的合作方式分為

三個階段，務求從後期加工階段獲得藝術家的技術支援。雙方的合作方式如下

（見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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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教師與藝術家的分工 

 

從分工圖可見，前期的設計草圖階段由教師主導，教授學生如何設計及繪

畫產品設計；第二階段，完成設計圖後，由藝術家協助學校向木廠聯絡，將設

計圖製作成木製傢俱；第三階段是後期加工，將書架及凳子塗上油漆並加上軟

墊，張老師表示此階段由藝術家主導。然而，這種合作方式並不符合藝術家李

小姐的意願。李小姐表示她不認同張老師所說的合作方式。她認為母校的作品

不需要怎樣後期加工，因此，她無法在後期加工階段發揮主導角色。李小姐

說： 

 

「因為她（母校）不牽涉繪畫，前期的設計需要交由木廠製作，所

以設計圖已經好完善，後期又不需要怎樣加工，所以我可以做到的

角色不多。」(晤談，李小姐，C30) 

 

就研究者觀察，研究者在後期加工階段參與了共六次的工作坊觀察，李小

姐只出席了三次。在李小姐沒有出席的工作坊裡，則由張老師擔當主導角色，

如教授學生塗油漆的工序及技巧。當李小姐再次進入學校時，部分加工工作已

經完全。由此可見，主辦機構限制藝術家進入學校的次數及欠缺妥善的活動規

劃，導致藝術家進入學校時出現無用武之地的情況。由於張老師在參與計劃時

已得知這樣安排，所以張老師仍表示很滿意這樣的合作方式，並承認二人事前

沒有溝通而得出以上分工模式。張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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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事前沒有討論過，但一開始就有默契，她可能已經知道我的

期望。」(晤談，張老師，B33) 

 

藝術家李小姐的角度似乎與張老師有極大的出入，當她知道張老師形容二

人的合作是「默契」時，她尷尬地表示不同意。李小姐說： 

 

「又不可以說合作得很好，其實沒有什麼地方需要合作。」(晤談，

李小姐，C41) 

 

「我與張老師事前沒有討論過用這樣的分工方式。我一向都不是用

這樣的合作方式，即使與其他學校合作也不是用這種合作方式，所

以我覺得我在這所學校幫得不是很多。」(晤談，李小姐，C30) 

 

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即使李小姐與張老師出現在同一個課室，兩人皆帶領

著兩組同學各自進行兩種不同的加工工作，例如李小姐與幾位同學在課室的左

邊負責為木凳加設軟墊，張老師則與另外幾位同學在課室的右邊討論圖案設

計，互不交集。當遇到問題時，大家才會聚集在一起討論解決方法，例如如何

為軟墊增添設計圖案。因此，可印證李小姐的說話，她與張老師事前及創作過

程中的沒有合作可言。另外，雙方皆承認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得出所謂的

「合作方式」。張老師在是項藝術家駐校計劃的限制下，根據個人期望發展出她

心目的合作方式，希望能獲得藝術家的技術支援，但雙方欠缺適當的溝通，導

致效果不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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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期望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張老師表示其考慮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與否，其中一個關注點是學生的學

習成效。張老師說： 

 

｢藝術家進入學校令學生接觸藝術家的機會增加，對藝術家的創作更

加了解，藝術家可直接地為學生提供專業的知識。藝術家在某一個

藝術範疇的創作則較為專業，所以他們進入學校教授學生會比我們

更有成效，學生能得到一手資料，創作效果會更好」(晤談，張老

師，B26) 

 

從研究者的觀察，藝術家在進入學校後，沒有一個正式的自我介紹，藝術

家與教師在創作期間沒有一個清晰的主導角色及教授者的角色，藝術家亦沒有

透過任何工具展示個人的背景資料、作品及講解個人風格等，學生無法深入了

解藝術家的藝術創作範疇及獲得一手資料。加上前文提及活動缺乏課程編排，

教師及藝術家在創作前沒有向學生講解當日工作坊的學習目標，所以讓人疑惑

張老師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是真心希望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嗎？另外，從學生

的晤談內容及反應可見他們在創作過程中不知道李小姐的藝術家身份。學生們

在受訪過程中才驚聞李小姐是負責母校的藝術家，大家都誤以為她是助教。學

生們的晤談內容如下： 

 

「誰是藝術家？」（晤談，學生 5，A200) 

「她不是助教嗎？她是藝術家嗎？我以為她是助教。」(晤談，學生

1，A211) 

 

由此可見，張老師根本沒有向學生介紹藝術家，亦沒有提供機會給藝術家

李小姐做一個正式的自我介紹， 以致學生做完成整個計劃後都不知道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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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到校」計劃，更不知道誰是藝術家。在研究者的印象中，張老師亦無正

式介紹研究者的舊生身份，過程中猶如增添了兩名助手協助完成創作。因此，

研究者質疑張老師是否真心期望學生能從藝術家身上獲得創作的一手資料及藝

術創作的專業知識。 

 

4.2 學與教的過程與學生藝術學習經歷的關係  

從張老師、藝術家、學生的晤談內容及研究者的觀察，得知學與教的過程

與學生的藝術學習經歷息息相關。 

 

張老師表示她在整個藝術家駐校計劃開展時，有向學生介紹是次計劃的內

容及說明計劃的目標是做一項產品設計。張老師說： 

 

「我都有告訴學生這個計劃的內容，目標是做怎樣的設計⋯⋯當中

牽涉設計的實際性及家俱設計，設計意念是否創新⋯⋯簡潔的設

計。」（晤談，張老師，B34) 

 

張老師明確地向學生說出是項創作要求包括設計的實際性、意念的創新及

簡潔的設計。 從圖 4-1 及圖 4-11 可見，學生參考鳳凰花並簡化其花瓣造型，設

計出五張凳子，其中一張附有圖案花紋的軟墊亦是參考及簡化鳳凰花的特徵，

並取名為「火鳳相傳」，意義非凡。由此可見，學生的凳子設計能符合教師所指

的創新意念及簡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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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凳子設計 圖 4-11：鳳凰花之舞 

（引自白川吹雪，2005） 

 

至於作品的實用性方面，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張老師在創作期間曾帶領學

生一起到校園的二樓視察擺放作品的環境，以確保作品能配合環境，達到其實

用性。在非正式訪談裡，張老師告訴研究者將會把作品擺放在學校的二樓，目

的是為學校增添一個閱讀空間。但在學生的晤談過程中，他們憤怒地表示結果

不如預期所想，最終作品沒有擺放於學校的二樓，晤談內容如下： 

 

「⋯⋯現在作品擺放在五樓，被雨水滴壞了⋯⋯已經弄污了」（晤

談，學生 3，A407) 

「⋯⋯這塊（環保掛飾）簡直被人沾污了，它被人貼了很多相片上

去。」（晤談，學生 1，A409) 

「被人惡搞了。」（晤談，學生 3，A410) 

 

由於張老師擅自更改擺放完成作品的地點，學生沒有考慮到學校五樓的滴

水情況，導致作品缺乏實用性。從下圖 4-12 凳子的擺放情況可見，完成作品的

各組件沒有被安置在一起，凳子猶如被擱置在這裡，學生無從得知完成作品擺

放一起的真正面貌，教師、藝術家及學生亦無法評估整個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學

習成果。因此，研究者質疑這是否一個完整的藝術學習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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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凳子擺放情況 

 

雖然學生能達到大部分創作準則，但當研究者訪問學生時，問到「你們知

道這個計劃是做什麼的嗎？」，學生的晤談內容如下： 

 

｢製作凳子。」(晤談，學生 1，A100) 

｢薪火相傳。」(晤談，學生 2，A101) 

｢推廣藝術。」(晤談，學生 3，A104) 

｢製作凳子。」(晤談，學生 4，A105) 

｢不知道。」(晤談，學生 5，A106) 

 

這五位受訪學生已是是項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參與者中出席率最高的，只有

兩位學生只知道整個計劃是製作凳子，亦有學生誤以為創作作品的名稱是整個

計劃的內容，而且正確的名稱是「火鳳相傳」，並非學生 3 所說的「薪火相

傳」，甚至有學生不知道整個計劃是做什麼。就研究者觀察，藝術家及教師於每

次工作坊的開始時沒有向學生指出當日的學習目標及完結時總結及評估當日的

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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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張老師及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示範對學生的

藝術學習經歷是有幫助的。以塗油漆的工序為例，研究者於非正式觀察日記中

記錄，張老師有向學生示範塗油漆的正確方法，包括開油，油漆與松節水的比

例，塗油漆的方向、份量等。張老師指出在塗上油漆時需要把木板打斜擺放，

然後由上至下，根據木紋的方向油。張老師補充，第一層油漆未必能完全遮蓋

到木板，必須待油漆乾後才薄薄地再掃上第二層油漆（見附錄 1）。從圖 4-13 的

學生擺放木板的斜度及塗油漆的方向，可見學生能掌握張老師的示範要求。 

 

 

圖 4-13：塗油漆的工序 

 

正如前文所提及，張老師參與是次藝術家駐校計劃沒有正式向學生介紹藝

術家的身份，學生在不知誰是藝術家的情況下，課室裡猶如增添了兩名助教，

加上大部分時間由教師主導，以致學生無法從藝術家身上達到有效學習，藝術

家亦無法名正言順地向全班學生作示範，只能私下教授某幾位學生創作技巧。

因此，有學生說： 

 

「我沒有與她合作過。」(晤談，學生 1，A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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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連她是誰也不知道。」(晤談，學生 3，A218) 

 

由此可見，學生在不知道藝術家身份的情況下，導致部分學生無法即時向

藝術家請教，以致大大減低藝術家對學生藝術學習經歷的影響力。 

 

綜合整個分析，研究者總結出共八項母校視藝科教師為學校引入藝術家駐

校計劃的思考因素，包括計劃目的切合學校需要；教師的個人期望與計劃匹

配；計劃要求與中四學生程度吻合且方便教師聯絡；獲得校外的人力物力資

源；中介機構的協助；期望能協助教師的專業成長；期望藝術家提供技術支

援， 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見表 4-1）。 

表 4-1：教師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思考因素 

思考因素  與教師個人需要有關  

1. 計劃目的切合學校需要   ✓ 

2. 教師的個人期望  ✓ 

3. 計劃要求與中四學生程度吻合且方便聯絡   ✓ 

4. 獲得校外資源  ✓ 

5. 中介機構的協助   ✓ 

6. 期望計劃能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 

7. 教師期望藝術家提供技術協助  ✓ 

8. 期望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O 

 

以上八項教師的思考因素中，只有一項思考因素與學生有關，而且教師在

晤談過程中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可從藝術家身上獲得一手資料」提及藝術家

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生們亦一致以為藝術家是助教，無法向藝術家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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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這是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原意嗎？張舒婷（2008）指出藝術家駐校計劃的原

意是透過藝術家與學生接觸，讓學生直接體會創作者所表達的藝術性及獨特

性，從而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然而學生在不知道誰是藝術家的情況下，教師

亦只從自身的角度出發，整個計劃落實到母校時似乎已經變質了，只務求減輕

教師個人工作量，究竟母校參與計劃仍是「藝術家駐校計劃」嗎？這是香港藝

術教育的普遍現象，還是只有研究者母校如此，有待日後再探究。 

 

另外，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計劃的目的與信念可分為學生與教師兩方面，

透過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讓學生接觸不同的藝術範疇，從藝術家身上獲得第

一手資料，提升學習成效；另外，希望能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減輕工作量。

然而，從教師的思考因素可見「減輕工作量」是較為主要的目的。與文獻探討

中的表 2-1，綜合各計劃的目的和信念比較，張老師參與計劃的目的和信念較為

狹窄，不夠全面，似乎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全人發展、啟發創意等，主要以滿足

教師個人需要為出發點。而「藝術到校」計劃的目的和原意則以學生為主，協

助學生發揮創意、珍惜資源及建立價值觀，與張老師個人的目的和信念似乎不

匹配。 

 

除此之外，主辦機構限制藝術家進入學校的次數，教師與藝術家之間缺乏

溝通，雙方欠缺有系統地編排課程內容，教師沒有提供機會讓藝術家自我介

紹，並於每次工作坊提示學生學習目標，以及完整地展示完成作品等，這些學

與教的過程皆直接影響教師對計劃的期望及學生的藝術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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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啓示及建議  

此章節會根據文獻探討及分析結果作出啟示及建議，以回應本研究的兩個

研究問題：（一）母校視覺藝術科教師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思考因素。（二）

藝術家駐校計劃如何影響參與學生的藝術學習經歷，以分析其參與計劃成效，

並提出改善建議。 

 

5.1 思考因素應以學生為本  

研究者從研究分析及結果總結出共八項母校視藝科教師為學校引入藝術家

駐校計劃的思考因素（見表 4-1），與文獻探討中圖 2-2 比較，綜合出表 5-1 目

的與信念的比較表。研究者發現母校視藝科教師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思考因

素集中於滿足個人需要，只有一項思考因素與學生有關。反觀，文獻探討中各

文獻提出的思考因素較為全面，能考慮到學生的全人發展、提高學生的藝術興

趣、豐富藝術知識及技巧等。在與藝術家的合作過程中，母校視藝科教師只思

考到中介機構的協助會帶來便利，忽略雙方在實際操作上各扮演什麼角色，最

終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表 4-1：教師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思考因素 

思考因素  與教師個人需要有關  

1. 計劃目的切合學校需要   ✓ 

2. 教師的個人期望  ✓ 

3. 計劃要求與中四學生程度吻合且方便聯絡   ✓ 

4. 獲得校外資源  ✓ 

5. 中介機構的協助   ✓ 

6. 期望計劃能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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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師期望藝術家提供技術協助  ✓ 

8. 期望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O 

 

 

圖 2-2 研究分析架構 

 

表 5-1：目的與信念的比較 

目的和信念  張老師  文獻中各計劃  

學生方面  • 接觸不同的藝術範疇 

• 獲得第一手資料，提升

學習成效 

• 全人發展 

• 啟發創意 

• 提升藝術能力 

教師方而  • 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 

• 減輕工作量 

• 有助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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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進一步相信母校視藝科教師為學校引入藝術家的最主要目的

是減輕個人工作量，務求獲得校外資源，這似乎扭曲了計劃的原意。余樹德指

出引入藝術家駐校計劃能為學校帶入新的教學概念（香港藝術發展局，2000），

而非單單的滿足個人需要。再者，教師的個人目的與信念會影響其與藝術家的

合作方式，學生亦表示教師主導了整個活動，影響學生的學習經歷，同時阻礙

教師的專業成長。有見及此，研究者建議教師在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時應有全

面的考慮，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不要先入為主，避免自己成為主導的角色，

影響學生的學習。另外，在學與教的過程中需要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由於學

生的認知及記憶有限，教師及藝術家必須於每節工作坊中提醒學生當日的學習

目標，讓學生在學習的前、中、後期都能緊握創作要求，不應只限於計劃開始

時提及。無論是在計劃開展時或活動過程中，教師與藝術家皆需要以學生為

本，才能達到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真正目的。 

 

5.2 溝通的重要性  

在主辦機構限制藝術家進入學校次數的情況下，母校視藝科教師根據個人

需要，單方面發展出由教師設計、教師與藝術家共同教授的合作方式，接近

Downing 的「需求者主導」合作方式（Oddie & Allen ，1998），但由中介機構

提供經費，滿足了張老師的個人需求，並非與藝術家「靈活對話」的協作模

式。由於雙方在事前缺乏溝通，沒有人願意踏前一步承擔課程設計的責任，即

使二人同時出現在一個課室亦沒有安排其中一位作為主要教授的角色，或是採

用協作教學的模式，學生無從得知每次工作坊的學習目標及檢視創作成效，影

響學生的藝術學習經歷。 

 

事實上，香港藝術發展局出版的《藝術教師工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建議

學校與藝術家應達成「靈活對話」的合作方式，共同設計與合作教學（徐香

蘭，2011）。研究者發現無論教師與藝術家採用哪種合作方式，保持緊密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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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重要的。因此，建議教師在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時，應與藝術家保持良好

的溝通，以及於計劃開展時向學生介紹藝術家的身份，並須有系統地編排教學

內容及運用適當的教學技巧。正如《藝術教育工作者與學校合作手冊》所提

及，由於教師熟悉教學，對學生較了解，可與藝術家共同設計教學活動，雙方

各取所長，共同協作，建立伙伴關係（徐香蘭，2011）。這樣才能將藝術家駐校

計劃的成效發揮到淋漓盡致。 

 

5.3 學校與藝術家錯配  

美國林肯表演藝術中心提倡「教育藝術家」的概念，當藝術家接受專業教

學培訓後，可兼負藝術家及教師的教學工作，有助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推行（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部，2009）。負責母校的藝術家李小姐具有教育榮譽學士的

學歷背景，可見她符合「教育藝術家」的資格。然而，母校所創作的作品屬於

產品設計，李小姐表示自己沒有產品設計的經驗。如果藝術家對產品設計有一

定程度的認識，知道設計階段是整個創作活動的重點，便能及早介入母校的

「藝術到校」計劃，不會出現藝術家在創作後期無法發揮其角色的情況。由此

可見，學校與藝術家之間出現錯配的情況，影響計劃的成效。即使現今藝術家

有很多身份重疊，建議中介機構在配對學校與藝術家時，須考慮學校的需要與

藝術家的專業範疇是否匹配，同時不應限制藝術家進入學校次數，相信能藉此

提高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成效。 

 

5.4 總結  

綜觀以上啟示及建議，研究者發現教師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目的與信念

能影響教師與藝術家的合作方式及學與教的成效，雙方的合作方式與計劃成效

亦有密切關係，三者環環相扣（見圖 5-1）。當中有四個元素必須包含在內，有

助推行藝術家駐校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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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藝術家駐校計劃的三環關係 

 

研究者發現要在學校推動藝術家駐校計劃，首先，教師在為學校引入藝術

家時需要有全面的考慮，不應只滿足個人的需要；在合作期間，教師應與藝術

家保持緊密的溝通，共同發展可行的合作模式，配合適當的教學技巧，如示

範、明確地指出學習目標、共同檢視學習成效等；另外，中介機構或學校方

面，必須根據學校的需要配對適合的藝術家，在資源限制下，教師與藝術家必

須達成共識，各展所長，發展協作夥伴的關係，以致將整個計劃的協作效果發

揮到最大。如能達到以上的元素，相信能有助提升整個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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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的觀察日記 

觀察者： 曹海茹 

 

2015 年 5 月 21 日 

我首次與藝術家一起到母校與視藝科林老師商量如何美化木櫃、桌子及木

凳，並看看木廠供應商運到母校的傢俱。這些傢俱的造型都是根據學生的設計

圖所製作，包括花瓣形狀的木凳及書櫃。 

 

期間，林老師告訴藝術家母校的實際情況。由於完成作品將會擺放在校園

某一樓層的一角，校工們一星期會大清洗校園一次，他們習慣用水喉沖洗學校

每一個樓層的地下，書櫃有可能完成後會掛在牆上，但木凳放置在地上，遇水

將會容易破爛。藝術家建議林老師到五金舖或旺角某些店舖購買一些輪子，可

安裝在木凳底部，校工洗地時，他們可以隨意推開木凳，而且加設輪子可讓木

凳遠離地板，避免被沾濕。 

 

另外，木廠製作的書櫃與林老師及藝術家的預期有少許出入。林老師覺得

書櫃的設計不符合成本效應，雖然空間大，但無法擺放太多的書本。藝術家建

議林老師量度書櫃的尺寸後，可到五金舖要求老闆𠝹一些木板作為間隔用途，

增加書櫃的實用性。 

 

最後，林老師、藝術家以及學生們共同商討物料的使用、設計、工作日程

以及完成作品時間。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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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26 日  

這天，張老師需要上課，而藝術家則有事沒有出現，只有我負責帶領學生

依照張老師的吩咐完成今天的目標。學生們一起為木凳子、書櫃「掃灰」，撫平

凹凸不平的表面。而這種學生口中的「掃灰」技巧聽聞是藝術家李小姐教他們

的。 

 

 

2015 年 7 月 2 日 

張老師需要帶隊出外參觀，她在事前訂立今天的目標是完成油漆工序。由

於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張老師在出發前，向學生們及我示範油漆的正確方

法，包括開油，油漆與松節水的比例，掃油漆的方向、份量等。張老師指出在

掃上油漆時需要把木板打斜擺放，然後由上至下，根據木紋的方法油。張老師

補充，第一層油漆未必能完全遮蓋到木板，必須待油漆乾後才薄薄地再掃上第

二層油漆。我問張老師：「為什麼您懂得這些技巧？」張老師說：「我以前有報

過一些有關裝修的課程，所以懂得基本的裝修技巧。」說完便出發帶中一級學

生出外參觀了。然而，藝術家有事，沒有出席這一節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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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0 日 

這一節的工作坊，藝術家與張老師皆有出席。她們帶領學生完成上次還沒

有完成的油漆工序及討論下一步的加工程序。就我觀察，在一開始時，藝術家

與幾位學生在陶藝室為木凳子及書櫃油上第二層油漆。至於張老師，則於視藝

室與幾位學生在討論軟墊的設計圖案。當張老師與學生們不知如何做決定時，

才邀請藝術家到視藝室共同討論，徵詢李小姐的意見，應選用哪款圖案設計以

及用什麼方法展現在軟墊上。李小姐建議可用衣車將圖案縫紉上去。由於母校

的縫紉機壞了，最後決定由張老師拿回家，協助學生縫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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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1 日 

這一節的工作坊，藝術家與張老師皆有出席。藝術家與張老師同時出現在

視藝室裡，但兩人分別帶領著不同學生進行創作。張老師與某位男同學在課室

的左邊討論其中一張凳子的圖案設計，李小姐則與另一位同學在討論桌子的圖

案設計，並運用電腦科技檢視採用哪種顏色較好。 

 

另外，李小姐亦會不時走向課室的左手邊教授學生為凳子加設軟墊的技

巧，包括製作紙樣、預留 10 厘米距離作軟墊的厚度及剪布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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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李小姐親自向某幾位學生示範利用釘槍固定軟墊。由於布質的問

題，容易被釘拉扯下出現撕開的情況，李小姐叮囑學生須距離布邊最少兩厘米

下釘，才可避免以上的情況出現。 

 

2015 年 7 月 14 日 

是次工作坊由張老師主導，帶領學生繼續完成上堂還沒完成的工序。期

間，張老師與學生帶著軟墊的紙樣到學校的二樓視察環境，決定凳子及其他組

件的擺放位置。由於空間有限，張老師提議只擺放三張凳子，但學生們堅決反

對，認為只有三張凳子不能代表其創作理念。經過討論後，大家決定暫定擺放

三張，將另外兩張擺放在牆角位置，有需要時才合併五張，以免阻塞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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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完成作品後，學生們爭相上前試坐，有學生更躺在上面，興奮地說：

「沒有想過會這麼舒服。」由此可見，大家對是次的創作成果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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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創作過程及作品相片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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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訪談 

訪問前的準備  

 
1. 訪問的重點：  

藝術家進入學校如何影響學生的學習經歷。 
 
2. 訪問問題：  

• 你們知道這個計劃是什麼的嗎？ 
• 在參與計劃的過程裡，你們從藝術家身上學到什麼？ 
• 你們認為藝術家進入學校有助哪方面的學習？ 
• 在計劃中，你們認為哪些地方值得欣賞及哪些地方有待改善？ 
• 你希望藝術家經常進入學校嗎？為什麼？ 
• 你們對這件創作作品滿意嗎？為什麼？ 

 
3. 訪問的開場白：  

多謝你們抽空接受訪問。學院規定有一份同意書，如果你們超過 16 歲，

即無須家長簽名。你們介意我錄音嗎？錄音的目的主要是不想扭曲你們所說的

話，錄音的內容亦不會公開，只是協助我分析之用。 
 
 
 
 
受訪者：(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學生 4, 學生 5)  訪問員：曹海茹 

 

附錄三 



 62 

深度訪談（教師） 
 

訪問前的準備  

 
1. 訪問的重點：  

教師參與藝術家駐校計劃的思考因素及目的為何，以及與藝術家的合作方

式。 
 
2. 訪問問題：  

• 為什麼會撰寫計劃書參與「藝術到校」計劃？ 
• 您認為參與「藝術到校」計劃對教師及學生有何影響？ 
• 在活動過程中，您與藝術家是怎樣合作的？ 
• 如下次再有同類計劃，您會再參加嗎？為何？ 
• 這個計劃哪些方面值得欣賞？有哪些方面有待改善？ 

 
3. 訪問的開場白：  

多謝您抽空接受訪問。學院規定有一份同意書，本人承諾絕對不會在任何

情況下洩漏您的個人資料。您介意我錄音嗎？錄音的目的主要是不想扭曲您所

說的話，錄音的內容亦不會公開，只是協助我分析之用。由於時間緊迫，我將

於訪談後一星期之內謄寫完錄音內容，讓您過目。如有問題，您可以在謄寫稿

寄出五日內回覆我。再次感謝您接受我的訪問！ 
 
 
 
 
受訪者：張老師（化名）        訪問員：曹海茹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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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藝術家） 
 

訪問前的準備  

 
1. 訪問的重點：  

了解藝術家與教師的合作方式，雙方如何分工。 
 
2. 訪問問題：  

• 您與張老師的合作模式是誰決定的？整個合作過程是怎樣的？ 
• 您與張老師的角色是什麼？ 
• 您與張老師是如何分工？ 
• 您與張老師在合作過程中有什麼地方需要磨合？ 
• 如果再做一次這個計劃，您認為有何改善？ 

 
3. 訪問的開場白：  

多謝您抽空接受訪問。學院規定有一份同意書，本人承諾絕對不會在任何

情況下洩漏您的個人資料。您介意我錄音嗎？錄音的目的主要是不想扭曲您所

說的話，錄音的內容亦不會公開，只是協助我分析之用。由於時間緊迫，我將

於訪談後一星期之內謄寫完錄音內容，讓您過目。如有問題，您可以在謄寫稿

寄出五日內回覆我。再次感謝您接受我的訪問！ 
 
 
 
 
受訪者：李小姐（化名）        訪問員：曹海茹 

 

 

 

附錄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