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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新學制的改革轉變過程中，《視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課程發展議會，

2004) 為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定立了兩大主要學習範疇：「視覺藝術評賞、視覺

藝術創作」，以筆試形式評核學生藝術評賞能力部分。而新高中視覺藝術科（下稱：

視藝科）在新舊學制的銜接過程中，教師由於缺乏歷屆教學範例及明確統一的教學指

引，令學生對藝術評賞方式感到迷惘。為了將藝術評賞教學課程發展得更具體、明確

方向、結構，以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效能，裝備學生應對評核要求。（黎錦莊，

2007）以找出現時新高中學制下的視藝科教師評賞課堂教學的教學模式方向。 

 

本研究發現教師在常規的視覺藝術評賞教學中，常以舊有的教學模式，以教師作主導，

學生處於被動，然而，教師應以學生作為教學的主導，以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為方向、

以引導提問及啟發，提高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興趣、成效及能力。從前後測搜集的

資料及教學觀察所得，在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研究過程中，學生在評賞藝術作品的結

構方面全部均有明顯掌握：而在評賞藝術作品內容、藝術用詞及個人評價方面學生均

有明顯的提升。而與學生教學過程的交流訪談中得悉，學生在教學中的掌握及投入度

對提升其評賞藝術作品的自信心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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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1.1 研究背景 

新高中學制（下稱：新學制）推行至今踏入第五年，新學制的改革轉變過程中，《視

覺藝術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課程發展議會，2004) 設立了四個主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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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藝術的情

境」；其中，為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定立了兩大主要學習範疇：「視覺藝術評

賞、視覺藝術創作」，以筆試形式評核學生藝術評賞能力部分。而新高中視覺藝術科

（下稱：視藝科）在新舊學制的銜接過程中，教師由於缺乏歷屆教學範例及明確統

一的教學指引，令學生對藝術評賞方式感到迷惘。 

 

1.2. 研究動機 

在新高中學制下修讀視藝科的學生，除了要透過創作，表達個人情感外，學生亦需將

評賞與創作聯繫。因此，學生除了學習藝術創作和美學知識經驗的同時，亦要從學中

學習，學會從藝術評賞部分進行有系統方向的學習，從藝術評賞中建構視藝學科知識，

大大減低學生的學習動機。 

 

現今學制的改革轉變，改變了以往視藝科教師的教學方式。在新學制的新「學」與「教」

的新制度下，藝術課程是八大領域中，最能表現學生自主性、創意思維和學習歷程，

在此學生要成為學習的主導，而教師則轉變成學生學習的促進者（課程發展議會，

2003）。 

 

“研究的問題應通過有意義的方式增加現有的知識或有助於教育的發展”（袁振國，

2000）。藝術評賞是近年中、小學視藝科老師極其關注的教學部分，而視覺藝術科課

程指引亦提及現今藝術評賞成了視藝課程中的一大範疇。藝術評賞在課堂中變得更為

重要，而在三三四學制改制後，亦是個重要的考核重點。為了將藝術評賞教學課程發

展得更具體、明確方向、結構，以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效能（見圖 1-1），裝備

學生應對評核要求。（黎錦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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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評賞藝術作品的過程（曹永強，2012） 

 

1.3 研究目的 

視覺藝術評賞是以文字方法讓學生學習如何評論藝術品，「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概念已伴隨世界性的教育改革，被演繹至應該與學習緊連的「促進學習的評

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甚或是「學習即評估」(assessment as learning)（Earl，2003）。

而在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諮詢檔曾指出，視覺藝術是除了藝術創作外，同時是透過藝術

欣賞培養學生運用視覺元素及美學知識相關詞彙，鼓勵學生表達個人對藝術作品的分

析、評價和感受，從而提升及培養其高階思維的訓練，對視覺藝術能夠有更深入的認

識（梁子光，2007）。 

 

而研究學校本身有意推行費德門評賞模式作評賞教學，雖然，研究學校的教師本身有

近三十年視覺藝術科教學經驗，而面對新學制下的視覺藝術評賞仍在實行的初步階段，

研究者希望探究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見圖 1-2）如何提升學生自身對藝術評賞的學

習信心及學習成效及藝術評賞能力。同時，研究結果能夠給予教師一個方向，引導學

生透過對藝術作品本身，培養出的一種批判性欣賞和判斷過程，彌補學生對美術評賞

的薄弱知識，從而提升學生對藝術作品的藝術評賞學習效能與成效。 

 

圖 1-2：費德門評賞模式（Feldman's Method） 

 

 

 

 

 

 

 

 

作品資料及描述：列出藝術品包括的內容及描述你看見甚麼	  

分析：描述中所列示的東西之間的視覺元素關係	  

詮釋：以你的觀察陳述或推測藝術作品背後的意思	  

評價：以個人經歷和作品的情感，聯繫藝術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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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以「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對提升新高中學制高中生視覺藝術科藝術評賞的影

響」為題。探討現時新高中學制下： 

   問題一：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成效及學習自信？  

   問題二：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如何提升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 

 

1.5 名詞釋義 

關鍵詞：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自變項）；新高中學制高中生視覺藝術科藝術評賞的

影響（依變項）yes or no, how to improve 因為什麼因素 （個人觀察、原任、學生）；

新高中學制高中生視覺藝術科藝術評賞的學習效能定義為：在新高中學制下，選修視

覺藝術科的學生對藝術作品的藝術評賞，從課堂藝術評賞、前後測表現作準。 

 

二、 文獻分析 

「費德門在 1970 年提出其藝術批評方法的結構和要點。並先後提出描述、分析、解

釋、判斷四個方法或程式，並就各項方法注入教育理念，標定探討的重點和內容（郭

禎祥，1990）。」 

 

「藝術評賞是視藝課程中一大範疇，藝術評賞亦成為近年視覺藝術科老師十分關注的

重點教學部分。藝術評賞在課改過程中變得更為重要。在三三四學制下，亦是重要的

考核項目。有老師已漸漸希望將藝術評賞教學課程發展得更具方向、更具結構以好好

裝備學生面對將來藝術評核的要求。可是，有老師則表示，在實際推行藝術評賞教學

時，卻遇上很多問題，例如語文能力較低的學生在表現評賞能力上遇到很多限制（黎

錦莊，2007）。」 

 

「香港的美術教育向來最受批評的是藝術評賞的教學做得不足，而在新高中的視藝課

程下，評賞部分亦顯得格外重要，引來視藝老師的一陣恐慌，擔心自己教不來，學生

也學不成（梁志芬，2007）。」 

 

「老師教藝術評賞，一般把藝評家的評論告訴學生，而不是激發聯想，引導感知，探

討結構、意涵與象徴意義，學生就覺得要記知識。（陳美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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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在七十年代初期已被推崇，但在藝術評賞在新學制的改革下遇到重重

的難關，新高中學制相比舊有學制藝術評賞更顯重要性，即使有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但

教師在缺乏明確教學的指引和培訓模式下，很難在其教學中發揮其教學效用。只有在九十

年代初期，郭禎祥亦曾在《談藝術鑑賞教學與評量的某些理論與實務》（郭禎祥，1990）

研究中，曾列出費德門評賞模式的結構框架，而現時對藝術評賞的指引或研究中，並沒有提及

費德門評賞模式的任何明確的教學方法或實際用法。因此，本次研究將探討費德門評賞模式

教學對提升新高中學制高中生視覺藝術科藝術評賞的影響，以得出如何透過費德門評賞模

式教學直接提升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以提供一個明確的教學模式。 

三、 研究設計及方法 

3.1. 研究對象及取樣方法 

本研究將以選修視藝科的中四、中五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由於，中六級學生正忙

於整理及提交校本評核作品集，故只以中四及中五級學生作為本次研究對象。） 

! 研究課進行年級：中四、中五選修視覺藝術學生 

! 研究課進行時期：一星期三次為期 9 次（20/4-2/5） 

本次研究取樣範圍會集中進行。於一星期三次，為期 9 次約一個月的課後兩小時時

間進行，參與研究學校的中四、中五級視藝科選修班學生會先後進行前測及後測，

中四 7 人；中五 6 人，共 13 名學生參與研究。 

 

3.2. 研究取向 

本次研究將採取質性為主的「教育行動研究
1
」。透過實地研究（Field study），以科學

方法研究從自身實習經驗中所遭遇到的問題，以「行動」與「研究」的結合（見圖

3-1），作出改善方案。教師可在其教室情境中驗證知識並建構知識（Stenhouse, 1975；

陳惠邦，民 87），原任教師參與在研究之中，而視藝科學生則作為共同參與者，透過

觀察、前後測問卷，測定教育成效（邵永良、莊允吉、童國飛，1999）。 

 

 

 

 

 

 

	  	  	  	  	  	  	  	  	  	  	  	  	  	  	  	  	  	  	  	  	  	  	  	  	  	  	  	  	  	  	  	  	  	  	  	  	  	  	  	  	  	  	  	  	  	  	  	  	  	  	  	  	  	  	  	  
1「教育行動研究」是個集合詞，它代表教師於班級情境中，決定改變教室情境，選擇使自己成為自我班級

實務研究者(Hustler	  et	  al.,	  1986);教育行動研究	   也可視為教師實務行動的「秘訣」(recipe)或「計劃」

(blueprint)，二種不同的	   研究取向觀點，關注的焦點也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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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行動研究的螺旋式循環步驟（勒溫，1940）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作主要研究方法，透過教學筆記、觀察、問卷及訪談（見圖 3-2），以及

前後測作研究搜集，並以「三角檢測法」來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性及有效性（Strauss & Corbin，

1998；吳芝儀和廖梅花譯，2001），以多方面、多角度來觀察研究的過程，繼而作出準實

驗的設計方案（見表 3-1），並作出適當的調適。並以「學會看」學習評分量表作量化結果。

由於，本次進行研究的學校是實習學校，在本身課堂上與研究學生已有面對面發課堂上的

交流，瞭解學生在參與費德門評賞模式視覺藝術評賞前或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為避免在

實際教育情境中，影響學校行政、日常課堂程式及家長的擔憂，因此，本研究將在課後額

外進行教學，以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筆記、觀察、問卷及口頭訪談，以增加研究結果的準

確度。 

 

圖 3-2:研究方法 

 

教學筆記：讓學生更簡單、
更直觀的瞭解費德門的評
賞結構，隨時參考筆記進

行藝術評賞 

觀察：教室通過觀察課堂上
學生的學習進度和掌握知識
的能力，改善和調整教學計

畫以及教學目標 

問卷：通過發放問卷掌握
學生學習費德門評賞能力
前後自身對藝術評賞的自

信心和能力 

訪談：通過訪談學生們的老
師，初步掌握學生們對藝術
評賞的能力和認知，以便教
師可以制定更合適於學生的

教學計畫和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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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研究問題與方法 

研究問題： 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提升學

生自身對藝術評賞的學習信

心及學習成效？ 

費德門評賞教學如何提升學

生的藝術評賞能力？ 

研究方法： 觀察、前後測、問卷及口頭訪

談 

研究教學筆記、觀察及口頭訪談 

 

 

表 3-2：教學內容及課堂效果分析 

課次 日期 教學內容 課堂效果分析 

1 4 月 20 日 • 簡介費德門評賞模式評賞藝術作品

的四大結構： 

• 以文森特·梵高－《星夜》作實質範

例解析費德門評賞模式 

• 四大結構：作品資料、分析、詮釋、

個人評價 

 

• 通過簡單的例子來讓學

生瞭解費德門評賞模式

的四大結構，大多數學生

可以有所瞭解，不足之處

對於學生會過分的依賴

範例和筆記 

2 4 月 21 日 • 以費德門評賞模式分組評賞藝術

品，讓學生嘗試利用費德門評賞模

式評賞：第一組：評賞馬諦斯《綠

色條紋的馬諦斯夫人》；第二組：孟

克《吶喊》 

 

• 通過分組把費德門的四

大結構更加深刻化，不足

之處在於分組後討論的

時間較短，大家沒有完整

的交流自己的看法和意

見 

3 4 月 25 日 • 以分組評賞不同的作品，讓學生利

用費德門模式作互評學習《綠色條

紋的馬諦斯夫人》及《吶喊》的內

容分析、結構，加強學習評賞的方

法 

 

• 開始讓學生從內容、結

構，分析藝術作品，不足

之處在於學生不懂得如

何去比較兩個藝術作品 

4 4 月 27 日 • 費德門評賞比較的特質：學會藝術

評賞的比較詞、連接詞、中心句及

論點的分析。以範例馬奈畫的陽臺

與哥耶《傌雅在陽臺》與學生分組

• 讓學生學習如何對比評

價兩個藝術作品，集中重

點講解詮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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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分別採用質化作研究工具，主要包括以「教育行動研究」進行教學研究，

其中包括及教師訪談（見附錄一）、學生前後測比較（見附錄二）、學生藝術評賞的

學習動機和效能問卷（見附錄三）、教學筆記（見附錄四）及費德門評賞模式研究工

作紙（見附錄五）。研究過程需設計教學教材，並根據每次教學後反思作出修改調整。

並從研究教學過程中，探討費德門評賞模式對藝術評賞教學的影響。 

 

3.5. 研究實施程式及時間表 

日期 研究範圍 備註 

~2 月 1 日 資料搜集（研究問題）  

~2 月 3 日 暫定題目  

～2 月中 擬定及修定研究題目  

3 月 7 至 4 月 29

日（實習期） 

與實習中學原任教師協作研究學生進行藝術

評賞時常遇到的問題及可作出的教學改善 

 

4 月中下 修定研究議題及研究方案  

5 月 2 至 9 日 擬定研究提案  

9 月 15 日 與參與研究之老師商討研究安排及可參與之

班級。 

已肯定為：中四及中五

級選修視藝之學生 

9 月 25 日 通知研究學校老師 科主任：曹老師（化名）、

任教老師：柯老師（化名） 

已口頭通過學校老師同

意進行研究 

討論分析費德門比較評賞的做法 

 

5 4 月 28 日 • 利用學到的藝術知識加入費德門評

賞模式中：介紹竇加－印象派風格

及阿方斯·穆哈－新藝術運動 

• 讓學生重點分析評賞比較較難掌握

的詮釋及個人評價部分，並引導學

生加入個人獨特見解 

• 集中讓學生學習藝術的

專業用詞並運用到藝術

評賞中 

6 5 月 2 日 • 各組分組評賞、互評及討論費德門

評賞模式《芭蕾舞星(The Star)》及

《舞蹈(Dance)》提升藝術評賞的能

力 

 

• 讓學生互相評賞，互相交

流後評價對方的看法，並

可以提出建議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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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 與任教老師口頭訪問：學生開始研究前在評

賞藝術作品時會遇到的困難 

已通過大學道德倫理審

查進行研究 

4 月 20 日 開始研究：派發前測問卷  

4 月 20 至 5 月

20 日 

進行一星期三次為期 6 次的研究 

 

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

（筆記配合討論） 

5 月 2 日 與學生進行後測及試後討論  

5 月 2 日 I. 與學生討論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對各自

學習效能的影響 

II. 任教老師訪談 

後測問卷討論 

5 月 2 至 3 日 資料整理： 

前後測對比 

 

5 月 4 日 研究匯報  

5 月 12 日前 網上提交研究報告（Turnitin）  

 

3.6. 資料處理及統計方法 

計劃於每節行動研究課節後，根據學生課堂整體表現、學生課堂回饋及教學活動成效等課 

堂實況作出課後反思、改善。 

研究完成後根據前後測、問卷及訪談進行分析，從前後測的內容、結構、藝術用詞及個人

評作出比較分析。 

四、 研究結果分析 

研究結果分析方向 

本研究以三角檢測法進行及收集研究資料，包括透過研究中的訪談、教學觀察、問卷及前

後測作為研究資料的搜集，達至實現研究最初設計的目的、期望與成效（見圖 4-1），以研

究及分析中學視覺藝術科引入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成效及學

習自信，以及如何透過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提高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以下將根據本次研

究收集所得的各方資料從兩大研究問題作出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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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費德門評賞模式基本架構 

 

4.1 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成效及學習自信 

此次的研究目的之一是為了探索學習了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讓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

習成效及學習自信有所提高，為此，在實驗研究前後給學生們做了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圖 4.1 

 

如圖 4.1 該圖顯示了學生在學習瞭解費德門評賞技能之前，對自己掌握費德門評賞技術後

的藝術評賞能力自信程度，經調查，42%的學生表示些微同意，8％的學生表示不同意，

50%的學生表示些微不同意，沒有學生表示同意、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表示在進行教

學前，學生對於自我的藝術評賞能力較為一般，偏向不自信。 

 

 

 

 

 

0%	  

8%	  

50%	  

42%	  

0%	  0%	  
前測:藝術評賞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自信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些微不同意

些微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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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如圖 4.2 該圖顯示了學生在學習瞭解費德門評賞技能之後，對自己掌握費德門評賞技術後

的藝術評賞能力自信程度，經調查，50%的學生表示些微同意、20%的學生表示同意，30%

的學生表示些微不同意，沒有學生表示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表示在進行 

教學後，學生對於自我的藝術評賞能力已有所轉變，偏向自信。 

 

圖 4.3 

 

如圖 4.3 該圖顯示了學生在學習瞭解費德門評賞技能之前，對於藝術評賞能提升學生的學

習效能的調查，經調查，45%的學生些微同意，36%的學生些微不同意，14%的學生同意，

5%的學生不同意，沒有學生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表示在教學前，學生對藝術評賞能

提升學習效能的觀點看法不一。 

 

 

 

0%	  0%	  

30%	  

50%	  

20%	  

0%	  

後測:費德門評賞教學能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
自信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些微不同意

些微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0%	   5%	  

36%	  

45%	  

14%	  

前測: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
習成效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些微不同意

些微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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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如圖 4.4 該圖顯示了學生在學習瞭解費德門評賞技能之後，對於藝術評賞能提升學生的學

習效能的調查，經調查，41%的學生表示同意，42%的學生表示些微同意，7%的學生表示

些微不同意，7%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3%的學生表示不同意，沒有學生表示非常不同意，

表示學生在教學後，對於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習成效看法認知大

多相同，表示同意。 

 

4.1.1 學生對評賞的自信心與藝術評賞的掌握程度成正比的提升 

研究教學前，學生在訪談中表示，藝術評賞的掌握或能力直接影響他們對藝術評賞的自信

心，而他們班的學生一般都不太願意上藝術評賞課，只感覺無聊和無力，對藝術評賞完全

沒有信心。通過研究教學前後對學生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到，大多數學生對費德門評賞模式

能提高藝術評賞的學習成效和學習自信表示認同。老師表示學生在費德門評賞教學後，藝

術的評賞能力有很明顯的進步，而在研究後期的藝術評賞中，可見學生對藝術評賞的自信

也隨之而提升，評賞的學習效能也明顯的體會在這幾次的研究教學中。可見學生的自信隨

著對藝術評賞的掌握程度而逐步提高。在教學過程中，對本次研究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方法

也進行了很多的修改和變動，例如採用了教育觀察法中的直接觀察法
2
，在本次研究中，

觀察者在六次研究教學的時間內，對參與者進行直接觀察，探索發現問題，繼而進行教學

反思，不斷調整教師的教學計劃細節，以便於輔助學生來解決他們存在的問題，學生亦表

示在老師的細心教導下，通過學習和反思，自己已經可以獨立地去對一件藝術作品進行簡

單的評賞，並且從原來對評賞的沒信心、不主動，變為現在的自信心強、可以自己主動的

評賞。 

 

	  	  	  	  	  	  	  	  	  	  	  	  	  	  	  	  	  	  	  	  	  	  	  	  	  	  	  	  	  	  	  	  	  	  	  	  	  	  	  	  	  	  	  	  	  	  	  	  	  	  	  	  	  	  	  	  
2直接觀察法是以直接通過觀測者的感官考察被研究者活動，獲取具體的第一手資料的方法，觀察是課題選

擇和形成的重要來源，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前提。	  

0%	  3%	  

7%	  

42%	  
41%	  

7%	  

後測:費德門評賞教學能否提升學生對藝術評賞的學
習成效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些微不同意

些微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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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透過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如何提升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 

4.2.1 了解學生能力設計教學內容及在每次教學後作出即時教學修改提升教學質素 

本次研究在每次教學後會與原任老師進行定期的訪談
3
，為了更好的制定教學計劃和教學

安排，在教學前、教學中及教學後，對學生的老師進行了訪談，以了解學生的藝術評賞能

力及課堂表現的即使跟進。在研究教學開始後，由於研究教學的人數不多，研究者會隨著

學生的能力和問題進行即使教動調整和安排互動的活動，以針對學生的問題而進行研究教

學，除了可以提升學生藝術評賞的能力，學生能感覺到研究者的用心而令其在研究教學的

過程中更加投入，而且研究者能與學生一同解決的問題，參與在研究教學中，提升教學質

素。 

 

4.2.2 加入分組互動教學及分享討論以提高學生學習效能 

在是次教學研究中通過觀察所得，在研究教學的初期，學生對於藝術評賞無從下手，藝術

評賞的能力較低，明顯表現為自信心偏低，不願意主動的，自主的對藝術品進行評賞。老

師發現以上的情況之後，當場就作出了及時的調整，允許學生參考費德門教學評賞筆記，

卻發現在上交的隨堂功課中，很大一部分同學過分依賴教學筆記，出現大量的抄襲情況。 

所以在第一次教學結束後，為了加強學生對於藝術評賞的興趣和費德門評賞模式的應用性，

調整了第二次教學的教學計劃，主要的改變體現為教學課堂中，加入了分組評賞的互動教

學，保證每一位學生都可以說出自己的觀點，通過小組分享交流，了解費德門評賞模式的

不同評賞方法，以便於在之後的教學中靈活運用。分組討論的形式，也對於學生從多方面

評賞和分析有很大的幫助，例如，在研究教學中，讓學生分成兩組評賞兩個藝術作品，再

讓學生進行討論和分享，可以提升教學的效率，也讓學生透過小組討論和分享，學習不同

類型的藝術作品，可以有不同和多方面的評賞方式，也從其他的同學分享中學習到不同的

評賞方式。 

 

4.2.3 教授藝術專業用詞以及提升學生評賞的藝術用詞的應用性 

教學開始前，學生只單一以主觀角度評賞藝術作品，以作文的方式，利用自己猜測的意思

評賞作品，並沒有太多的藝術用詞進行評賞。而在前四次的教學實踐中，發現學生的藝術

用詞很匱乏，很多時候不懂得用專業性的用詞來表達自己的評賞和看法，雖然，有少部分

學生對一般的藝術用詞略有認識，但當應用在藝術評賞時會不知道怎麼加入在評賞當中。

以導致學生不懂得怎麼把學到的應用出來。因此，在第五次的教學實踐中作出調整，加入

了新藝術運動風格的藝術背景知識，對學生專業藝術用詞的詞庫進行補充，並利用所學的

	  	  	  	  	  	  	  	  	  	  	  	  	  	  	  	  	  	  	  	  	  	  	  	  	  	  	  	  	  	  	  	  	  	  	  	  	  	  	  	  	  	  	  	  	  	  	  	  	  	  	  	  	  	  	  	  
3訪談法又稱晤談法，是指通過訪員和受訪人面對面地交談來了解受訪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心理學基本研究方

法。因研究問題的性質，目的或對象的不同，訪談法具有不同的形式。根據訪談進程的標準化程度，可將

它分為結構型訪談和非結構型訪談。訪談法運用面廣，能夠簡單而敘述地收集多方面的工作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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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用詞加入課堂的評賞活動中，即時加以提升學生對藝術用詞的運用性，並即堂作出教

學反饋，作出即使跟進。 

 

4.2.4 提供費德門評賞模式結構框架教學筆記提升學生對評賞結構的掌握 

在教學開始前學生會對課堂上的評賞藝術作品工作紙無從入手，只簡單寫幾句藝術作品的

資料便坐座位上發呆，大部分學生不懂得如何作藝術評賞的分佈，只懂得堆堆砌砌。其次，

也是有部分學生將所有對藝術作品的資料和認識，抄寫在評賞工作紙上，完全未經消化，

或經常會在不同段落重複同樣的資料，甚或會以過多的分段進行評賞，學生在訪談中表示

在藝術評賞時，對於評賞的結構不了解，以導致會以中文作文課的作文結構進行藝術評賞。

他們亦表示一直認為藝術評賞就和一般作文沒有區別，只要把知道的資料全寫進評賞裡就

可以，資料越多代表評賞內容越豐富。教學研究後，原任老師及學生均表示，研究的教學

筆記不像在研究初期那樣是學生的依賴，反而成為學生進行藝術評賞時的好幫手，可以讓

學生有大概的藝術評賞結構，並且，可以在教學中，幫助學生整理評賞的藝術作品的資料，

同時，在筆記中也有一些參考性的藝術用詞，學生可以平常作為溫習之餘，也讓學生能夠

把學到的藝術用詞結合教學筆記應用在評賞當中，加強學生藝術評賞的效能和能力，反之，

則可能達不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4.2.5 以公開展示表揚的分享環節及分組共同解難以提高學生學習評賞內容的能力 

而在研究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會以引導和稱讚的方法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也可見

學生在正面的引導和稱讚下，在表達和分享個人對藝術品的評賞時，有明顯的進步，也懂

得怎麼去表達個人的想法。每次教學後，會在教學過程中找出學生的強弱項，再作出下節

課的教學調整。發現，對於學生的強項加以稱讚或表揚，除了讓學生自信提高以外，把學

生藝術評賞的佳句在課堂的屏幕上公開地展示在課堂上，讓該學生分享其佳句，會讓學生

從同學的評賞分享中進行實例學習。而學生較弱的部分則採取不公開學生的方式，在課堂

上提出學生出現的問題，在課堂上和學生一同解決，而研究者作為引導者的身分引導學生

解決問題，然後，再讓學生自行總結問題和解決的方法，加強學生的學習效能和通過實際

的例子加強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 

 

4.2.6 重點加強學生較弱部分及發展個人評賞能力 

在觀察研究教學進行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在作品資料和分析部分經過教學與筆記教

學後，學生很快就能掌握，但在詮釋和個人評價部分，大部分學生都比較難掌握。因此，

在教學時，加入了重點的分組教學，把詮釋部分分拆開分論點和論據，共三組，研究者給

予一定的範例，以釐清學生的概念，然後，要求學生寫出個人「獨特」的見解，再從中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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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佳作分享，然後，再作下一件藝術品的個人評價，再展示分享，如此類推，發現學生在

展示、分享與評賞的循環當中，有很明顯的進步，而且，把費德門評賞模式分拆地進行重

點循環教學，對於提升學生藝術評賞的能力有很大的加強。 

 

4.2.7 學習費德門評賞模式對藝術內容、結構、藝術用詞和個人見解的影響 

圖 4.5 

 

如圖4.5 該圖表示了學生在學習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前後，自我對藝術評賞的內容、結構、

藝術用詞、個人見解四個方面的改變，在內容方面，教學前後由 57%提升為 71%，結構方

面從 14%提升到 85%，藝術用詞方面從 28%提升到 71%，個人見解方面從沒有學生會到

71%，從數據來看，教學前後學生這四個方面的提升是比較明顯的，說明瞭費德門評賞模

式對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有很大的推進作用。 

圖 4.6 

 
如圖 4.6，中五年紀的學生在教學前後四個方面的提升也是較為明顯，尤其是在內容、結

構、藝術用詞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幾乎每一位同學都可以通過以上三點來對藝術進行評賞，

說明瞭費德門評賞模式對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有很大的推進作用。 

 

費德門評賞模式是藝術評賞的理論始祖，經常被引用於各種藝術評賞理論的研究中，如《談

藝術鑑賞教學與評量的某些理論與實務》（郭禎祥，1990）等具有參考性的研究，而本次

教學研究透過費德門評賞模式，找出在現時的新高中學制下，如何透過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

幫助及提升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透過分析本次教學研究，以得出費德門評賞教學的實際

教學貢獻，並將在下一節提出建議及反思，以作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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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建議及反思 

費德門評賞模式的教學最重要在於教師的引導、提問方法。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如只一

昧只使用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筆記的話，很快可從學生在堂上的評賞中的出結論──學生

過分依賴筆記，什至瞭解及汲收不到筆記的重點，出現抄襲筆記的情況，而未能有效地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自信，更甚是評賞能力。所以，教師在教學中所提出的問題必須以引

導學生觀察、鑑賞，以鼓勵啟發學生，利用藝術用詞發表個人對藝術作品的評價。學生越

能夠投入教學中，表示瞭解及學到的也越多，自信心也隨次而有所提升。因此，教師可在

教學中提出兩大類的提問技巧：引導性提問及持續性提問。 

 

5.1 引導性提問 

教師通過問卷和課堂觀察到，學生在進行藝術評賞時，會明顯感覺到沒有自信，沒有方向，

欠缺批判性思考，所以教師在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過程中，可先提出引導、提示式的問題，

以掌握學生對費德門評賞模式的把握程度。教師可先從易至難、淺至深的提問方式，以逐

漸建立學生的投入感、自信心及應用藝術用詞的詞彙。 

 

5.2 持續性提問 

如果只以筆記配合練習的模式進行教學，學生只會抄寫或以單一角度評賞藝術作品。但持

續性的提問配合費德門評賞模式筆記，可以讓學生有多角度、批判性、獨特性的思考及能

夠提升個人評賞藝術作品框架的層次。 

 

 

錯誤的提問技巧： 

1. 切忌在教學初期，直接以較為複雜、專業的名詞進行提問。 

2. 切忌在提問後，要學生作出即時的回答。 

3. 切忌自問自答，在課堂上要多與學生互動，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4. 切忌迴避學生的提問或讓學生問同學，教師是為學生解決疑問，而不是將疑問複雜

化。 

5. 切忌直接指出學生的錯誤答案，要講究方式方法去引導學生得到正確的答案。 

6. 切忌讓學生只產生單一的想法，要多與其他同學進行交流，多方面的考慮問題。 

7. 切忌在教學過程中不要使用較為複雜的教學方法，要使用簡單明瞭的教學方法讓學生

掌握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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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提問技巧： 

下列的提問技巧能更有效提升教師進行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研究： 

1. 提問的用辭簡單易明，一開始提問時可先以學生瞭解的字詞、句子提問，及後才慢慢

加入藝術用詞，以豐富學生藝術用詞庫。 

2. 提問後，給予學生充足的時間思考反應及回答更準確的答案。 

3. 提問後，讓學生回答問題，可作適當的引導，引導學生回答，或可讓同學幫忙。 

4. 學生在回答後或提出疑問時，教師可思考一下答案，再以引導方式讓學生回答自己的

疑問。 

5. 接受學生任何的回答，讓學生不怕回答「錯」的答案，教師可引導修改學生的回答方

向，讓學生多嘗試，鼓勵學生多嘗試回答提問，投入於教學之中。 

6. 教學中，可多以分組／小組形式進行討論活動，以一至兩個問題作分組討論回答，讓

學生明白評賞的多樣化，鼓勵學生進行多角度思考。 

7. 教學中的重點要訣，可在教學中以簡單容易的提問學生，以鞏固學生加深對重點要訣

的理解。 

 

從前後測搜集的資料及教學觀察所得，在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研究過程中，學生在評賞藝

術作品的結構方面全部均有明顯掌握：而在評賞藝術作品內容、藝術用詞及個人評價方面

學生均有明顯的提升。而與學生教學過程的交流訪談中得悉，學生在教學中的掌握及投入

度對提升其評賞藝術作品的自信心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研究反思 

1. 這次研究教學的次數是六次，雖然教學計畫和教學安排已經通過與原任

老師的溝通和與學生的交流修改補充了很多，但由於教學次數有限，學

生並沒有將完整的、系統的費德門評賞模式真正領悟，希望可以長期開

設此課程，幫助學生的成長。 

2. 由於學校選修視覺藝術科的學生人數較少，只有 13 位學生，因此，在

下一次的研究教學中，可以讓更多的學生參與教學研究當中，以提升教

學研究數據的準確性，讓更多在新學制下的學生能夠在費德門評賞模式

的研究教學中學有所得，增加研究的實用性。 

3. 本次研究的學生人數雖少，但不同的學生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強弱項也

各有不同，因此，本次的研究很強調研究者要了解每個人被研究者的藝

術評賞特點，然後，再不停地反思和修改下一次的研究教學，達至可以

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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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本次是學校的額外教學，因此，研究只能安排在課後的兩小時教

學，而課後的教學經常受制於正規的教學，令每次的實際教學時間變成

只有一小時十五分鐘左右，而且，會有其他的學生進出課室，影響研究

學生的集中性。所以，在下一次研究時，把研究的時間安排在正規的課

堂上進行集中、直接的研究教學，會提升研究教學的整體素質，集中提

升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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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7.1 任教老師口頭訪談 

附錄一 

10 月 6 日  

 

1.  訪談的重點： 

瞭解老師在常規課堂教授藝術評賞時學生普遍的能力及教師會遇到什麼困難？ 

 

2.  訪談問題： 

在學生未開始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研究前，學生平日在藝術評賞過程中會遇到甚麼困難或

有甚麼現象可見？ 

 

3. 訪問開場白： 

多謝您抽空接受本次研究的訪談。本次研究會有一份個人資料保密同意書，本人承諾本次

的研究過程中，絕不會在任何情況下洩漏您的個人資料。亦感謝您接受今次的研究訪問！ 

 

4.  訪談回應： 

• 學生會對課堂上的評賞藝術作品工作紙無從入手，只簡單寫幾句藝術作品的資料便坐

座位上發呆。 

• 大部分學生不懂得如何作藝術評賞的分佈，只懂得堆堆砌砌。 

• 有部分學生只單一以主觀角度評賞藝術作品，以自己猜測的意思評賞作品。 

• 有部分學生將所有對藝術作品的資料和認識，抄寫在評賞工作紙上，完全未經消化。 

• 有部分學生經常會在不同段落重複同樣的資料，甚或會以過多的分段進行評賞。 

• 總而言之，學生對藝術評賞的結構分佈完全無概念。 

 

 

 

 

 

 

 

 

受訪者：柯老師（化名）                 訪問員：熊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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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前後測 

附錄二 

視覺藝術科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 

這份問卷調查幫助我們去瞭解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對提升新高中學制高中生視覺藝術科藝術

評賞的影響。您所提供的資料將會嚴格保密，一切資料將只用作研究用途。謝謝您的支持！ 

第一部分：試分析以下作品的藝術表現，並詮釋及評價作品的意義。（約 400 字） 

《記憶的永恆》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1931） 

 

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 

(1904-1989) 

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 

Type: Oil on canvas 布面油畫 

Dimensions:  24 cm × 33 cm (9.5 in × 

13 in) 

Location: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City 

 

《記憶的永恆》，也被叫做《軟表》，是西班牙著名畫家薩爾瓦多-達利的帆布油畫作品。作品曾在 1931

年 6 月 3 至 15 日的達利首場個人展上，即巴黎的 Galerie Pierre Colle。此後，1932 年 2 月出展在紐約 Julien 

Levy Gallery 主題展《超現實主義:繪畫，製圖和攝影》。現存於紐約 MOMA 博物館。  

圖中出現的是黎明中的裏加特港灣。景色很簡練: 大海在深處出現，右側有小型的岩狀物。這幅

畫代表了夢幻般的景色，擴大的空間，各種物體以不固定的形式聯繫起來。左側的第一層平面上有一

個貌似是木頭做的作為桌子的物體，上面有兩個鐘錶和一個不完整的樹，僅有一棵沒有葉子的枝椏。

最大的表是軟的，有一隻蒼蠅從上面跌落，落在桌子邊沿。小的那隻，像一塊懷表，閉合著，螞蟻在

上面爬來爬去。樹上掛著第三隻表，軟軟的。畫面中央有一個類似軟軟的頭部的形象。據達利本人所

說，添加軟表的靈感來自於卡門培爾乳酪，取其柔軟，奢華，獨立與怪癖偏執之意。一隻軟表平衡地

掛在一個枝椏上，再下麵一些，在畫面中央，長睫毛的臉部取材於哈維角的岩石。 

作品仿佛被分為陰（第一層面和右側）陽（深層面個左側）兩部分。構圖方面，地平線為主導，

僅僅被樹幹和中央軟表的曲線打斷，看似為了表現海灘的一絲不安定。 作品設定的方法是畫家本人提

出的矛盾批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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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研究問卷 

附錄三 

第二部分：問卷 

填表須知 

1. 每題沒有標準答案，請根據你自己的理解和實際情況作答。 

2. 請用深色鉛筆或圓珠筆作答： 

        正確填塗方法：! 

        錯誤填塗方法：⊗ ∅ ⊕ ¤ 

3. 若要作出修改，請將填錯的答案完全擦去。 

 

以下問題幫助我們去瞭解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能否提升新高中學制高中生視覺藝術科藝術

評賞的學習動機和效能。請將最能代表你意見的答案塗黑，並回答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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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研究筆記（學生） 

附錄四 

    

 

學會看/ 從看中學會 

1)   學會看 

並非人人都會成為藝術家，但我們都會欣賞及購買藝術品。知道看甚麼及如何看，才能理

解藝術品。藝術評論家就像偵探，擅長觀察及提問。 

我們根據費德曼在1970所作的研究──藝術評論的四個步驟，來嘗試變成一個藝術偵探，

回答藝術評論家的問題吧！ 

 

甲、 流程圖 

要成為藝術家或設計師，你必須學懂如何研究藝術作品；整合研究、寫作、提問及畫室實

踐四個範疇。 

 

 

 

 

 

 

 

提問 

研究 

閱讀、觀察、實驗 

 

寫作 

視覺分析 
論文 
報告 

 

畫室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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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費德門評賞模式(Feldman’s Model) 

i .  作品資料及描述 

" 列出作家姓名(*全名)、作品標題、完成日期 (如有) 

" 作品種類 (例：水彩畫/ 油畫/ 塑膠彩畫/ 素描/ 雕塑/ 山水畫/ 蝕刻版/ 平版畫/ 

電腦作品/ 圖像設計/ 時裝設計/ 裝置藝術/ 數碼藝術/ 中國畫/ 相片/ 拼貼) 

" 物料 (例：油彩/ 混合媒介/ 黏土/ 木/ 布) 

" 作品風格 (例：普普藝術/ 印象派/ 抽象派/ 現代風格/ 文藝復興作品/ 希臘風格/ 

拜占庭風格/ 超現實主義/ 立體派/ 寫實派/ 達達主義/ 新造型主義) 

" 描述你看見甚麼？甚麼是作品的主題？畫中發生甚麼事呢？請細心觀察：作

品內容及其背景 (如有) (例：發源地/ 作家生平/ 受誰影響/ 受社會影響 (例：工業

革命/ 文藝復興/ 世界大戰/ 嶄新的發明)) 

 

i i .  分析 

" 題材 (例：風景/ 人像/ 靜物) 

" 畫家如何安排畫中元素？ (適當排列的線段、形狀、顏色及圖案可令畫作增添趣味) 

" 構圖 (例:對稱/三角形/垂直/水準/圓形/視覺重量/虛實形) 

" 形狀的安排 (例：對稱、三角形、垂直、環形、網格狀) 可用牛油紙作為輔助，找

出大致的規律。 

" 顏色的運用——顏色是否偏光或暗；鮮明或陰暗？(例：鮮明/ 陰暗) 鮮艷/ 單調，

暖色/ 冷色) 

" 明暗 (例：陰暗/ 明亮/ 漸變)  

" 陰影 (例：陰暗/ 明亮/ 漸變) 

" 空間的運用 (例：平面/ 重疊/ 富層次感的) 

" 韻律 (例:引領讀者由一個視覺元素到另一個視覺元素) 

" 作品的媒介 (例：素描/ 繪畫/ 拼貼/ 模型/ 雕刻) 

" 筆觸 (例：動態/ 粗糙/ 鬆散) 無明顯筆觸/ 有明顯筆觸) 

" 線條 (例：直線/ 曲線/ 幼/ 粗) 

" 透視 (例：視點/ 斜線) 

" 焦點 (例：強光突出/ 對比效果) 

" 背景 (例：佈置) 

i i i .  詮釋（藝術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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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要回答兩個問題：「發生甚麼事？」與及「畫家想表達甚麼？」你要詮釋你

對作者的理解並提出相應的論據，即 (Explain or tell the meaning to support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ist's intention.) ，在這一部份，你可以作出揣測及推論。對某些人

來說，詮釋是藝術批評中最困難的部份，但這同時亦可以是最有創意及最有成功感的部

份。 

 

" 論據（看到甚麼？）：你的論點必須以觀察所得作為支持，來源可以是作品本身

或作者的生平等或時代的影響等。作品上有沒有任何符號或顏色象徵。 (例：藍色

代表忠誠) 

" 意見陳述：陳述／揣測藝術家欲表達的意義。 

 

 連接詞  

論據 表達，表現，象徵，安排，展現，彷彿，仿如，就

如．．．． 

陳述 

 

詮釋段（至少３對論據陳述）： 

論據１＋陳述１。論據２＋陳述２。論據３＋陳述３。 

 

iv.  評價（個人角度，運用第一人稱） 

 

在這一步，你需要判斷該藝術作品成功與否，這是讓你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刻。你

可以從社會、文化、心理及環境影響，個人經歷等各方面論述，解釋自己的

內心世界。 

 

1. 我對該藝術作品的感覺 

2. 我認為藝術家想向觀眾呈現甚麼訊息 

3. 個人經歷和作品的情感聯繫：注重符號象徵和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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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格爾尼卡(Guernica) 

 

《格爾尼卡》， 畢加索，1937 年 

 

背景資料及描述： 

《格爾尼卡》屬油畫，立體派風格，畢加索於 1937 年完成這幅著名的畫作，表達戰爭的

恐怖。時值西班牙內戰，德國的戰機炮轟了西班牙城市格爾尼卡。 

 

分析： 

畢加索用線合成動物和人物的形象，他只用了灰、白、黑三種色調，以營造戲劇性的效果。

作品所用顏色陰暗而且灰冷；黑白的對比彰顯戰爭的苦楚。作品平面化，是很緊湊的硬邊

畫法，筆觸並不明顯。 

 

詮釋： 

作品的主題──死亡及爭鬥，顯現在每一個細節，畫中右半部的女人，手臂和臉與暗色背

景形成強烈的對比，手臂向上伸展，顯出內心的憤怒和肉體的痛苦。在《格爾尼卡》的中

心，一個頭骨隱隱若現，隱藏在戰馬的四腿之間，驚心動魄。 

 

評價： 

《格爾尼卡》令我驚慌、痛苦，甚至毛骨悚然。這幅畫的象徵符號是人類頭骨，以及戰馬

傷痕纍纍的身體和四肢，以上觀察不難總結出畢加索對戰爭的仇恨。 

 

 



費德門評賞模式教學對提升新高中學制高中生視覺藝術科藝術評賞的影響	  

33	  
	  

星夜 The Starry Night 

 

文森特·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 

後印象主義 

 Post-Impressionism 

Year: 1889 

Type: 布面油畫 

Oil on Canvas (73.7 cm × 92.1 cm (29 in × 36 

1 4 in)) 

Location: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City) 

背景資料及描述： 

《星夜》屬布面油畫，為後印象主義風格作品，梵高於 1889 年完成這幅著名的畫作。《星夜》這

幅作品充滿憂鬱和悲劇的感覺，主要體現出作者當時躁動不安的情感和迷幻的意象世界。這幅畫

是梵高入住精神病院期間創作，畫中所描述的地點也正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聖雷米。 

 

分析： 

梵高用很強的筆觸表現憂愁的星空景象，主要以旋渦及捲曲旋轉的紋理表現出來。而作品選用藍

色作為主色調，以灰冷色調營造出憂愁、陰沉和不安的感覺。整體構圖中，底部的村落主要以平

直粗短的線條形式表現，而上部則以粗獷彎曲的線條表達，產生高度上誇張的變形和強烈的視覺

對比。 

 

詮釋： 

畫作中，展現了一個極度誇張變形與充滿強烈震撼力的星空景象，以誇張形式表現出畫家在幻覺

和暈眩中所看到的畫面。而捲曲的星雲，一團團誇大的星光，形如火焰的柏樹，彷彿象徵著人類

的掙紮與奮鬥的精神。鮮艷的橙黃色明月從月蝕中走出來，仿如暗示著某種神秘的感覺。 

 

評價： 

《星夜》中線條的帶動，令我感到星空似乎被一股洶湧、動盪的激流所吞噬。令我覺得風景在發

狂，山在騷動，月亮、星雲在旋轉般，而當我看到柏樹時，就如見到柏樹正以黑色火舌的形態，

直上雲端，更令我產生哀愁及不安的感覺。 

丙、 比較評賞：論說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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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比較詞及連接詞 

 

可使用比較詞及連接詞去增強文體的說服力，例如: 雖然…..但是/ 如同/ 相似

/ 接近/ 兩者/ 都是/ 不只/ 所以/ 結果/ 下一個/ 事實/ 仍然/ 除了/ 最後/ 再者 

 

i i .  中心句及論點 

1. 好的段落總會集中在單一議題、想法，第一句通常是中心句式最尾句，將段

落的主旨表露無遺 
2. 每一段落內的論點，都應支持中心句 

例子: 

 

 

 
圖 1  圖 2 

 

馬奈《陽臺》Manet’s THE BALCONY(圖 1) 與哥耶《陽臺上的瑪雅》 Goya’s MAJAS 

ON A BALCANY (圖 2) 在結構上相似。兩者皆有兩個白衣女子身處一個黑衣男子身

前，屬三角形構圖法。經過細心觀察後，發覺男女人物關係懸殊。圖二中的男子隱

身於背景之中，有一種神秘而且不安全的氣氛。另一方面，圖一的男子散發令人尊

敬的氣氛，為整幅畫增添一分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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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活動：小組對答 

評論作品時，比較及對比通常是有用的策略。選擇兩件擁有同一主題、題材或藝術家的作品，

活動以二人小組形式進行，請跟隨工作紙上的指示。在左邊的方格，寫出只有圖 1 的描述，

在右邊的方格，寫出只有圖 2 的描述，在中間部份寫上兩者相同的描述。 

 

戊、 如何舖排文章使其有說服力 

作品資料及描述：分別列出兩幅作品的資料＋比較兩者異同 

分析：分析比較兩者的主題及繪畫技巧 

詮釋：比較你對兩幅作品的詮釋 

評價：指出你對作品的主觀評價 

 

2)  從看中學會 

同學會利用在藝術評論中學會的知識去創作一幅塑膠彩畫。 

 

視覺效果的例子: 

這個創作理念來自馬奈的油畫和美國設計師約翰米羅的平面設計，我嘗試使自己的作

品做到最好，作品的資訊是快樂和浪漫，我配置了一片黃色的嘴唇在一張紫色的面上，

因為我想畫出對比的效果；因為我用了暗色調作為背景，所以明亮的主題在背景中突

顯了出來。 

 

構圖的例子: 

我安排的視覺架構以主題中的小屋為重點，使觀眾先被吸引，再看到畫面中的男人，

最後是一位美麗的女士。 

 

你首先看到顏色鮮豔的方形小屋在畫面的右上角，跟著看到一個身穿藍色衣服的俊朗

男士在左下角，男人畫得比小屋細，面龐向著小屋，最後你會看到一個細小的女士在

畫面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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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學生研究工作紙 

附錄五 

中四、中五級 視覺藝術科：費德門評賞模式工作紙 

 相異：圖（） 相同：圖（）及圖（） 相異：圖（） 

背景資料及

描述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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