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馬會「看得見的記憶」藝術教育計劃
教 材 套 支 援 合 作 計 劃 (第 二 階 段 )
（適合視藝、中文、常識、文化科及跨學科活動）

1. 計劃背景
為加強香港年輕一代對傳統中國藝術文化的興趣和認識，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設
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主辦的「賽馬會『看得見的記憶』藝術教育計劃」，於 2018 年正式展開。計劃
為期三年，以器物、建築和繪畫為主題，結合數碼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及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技術，開發適合高小及初中的藝術及文化教學課程、舉辦教師工作坊、多媒體流動展示及設
立網上平台。
本計劃的第一階段於 2018/19 學年順利完成，學界對活動反應良好，師生迴響正面。第二階段
計劃於 2019 年 10 月展開，將提供「器物」和「建築」兩大主題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創意、美學欣
賞能力和德育發展，以互動和創作的方式，探索主題背後蘊藏的文化和藝術價值。課程內容可配合
視藝、中文、常識、文化科及跨學科活動。

主題一：器物
記憶可以捧在手。器物記下人類與自然的合作、創造及應用器物時帶給我們的啟發，更記下每
個時代的貢獻。從個人以至文化的角度出發，透過傳統以至現今的用品，探索當中收藏的種種
記憶，學習在生活中珍惜每件來之不易的器物。

主題二：建築
記憶更可以走進去。居所記下家人如何在自然中安頓，花園記下各種想像，不少歷史建築更記
下重要的意義。建築是我們成長的重要空間，也是值得深思的文化遺產。古今中西的建築風格，
組合成我們身處的城市，既可以感受學習，也是啟發創作的泉源。

現誠意邀請全港中、小學校報名參與。請填妥附上的申請表格，並電郵至 hms@cnc.org.hk 或傳
真至 3998 3187。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 3998 3151 向駱先生查詢。

2. 計劃內容
教材套支援合作計劃為學校教師提供教材套及教學支援。

2.1 教材套
包括導師手冊、教學簡報（PPT）
、多媒體素材等。主要以電子形式於網上發
佈，供全港中小學校免費下載，方便學校教師利用此教材套進行教學。教師
亦可以配合不同學科的需要，選取部分內容應用於課堂或學校活動中。
教材套及更多相關資訊可於本計劃網頁免費下載：www.howmemorysticks.org
器物和建築主題簡介請參閱附錄。

2.2 教學支援
工作室將為參與此計劃的學校教師提供教學支援：
授課前

工作室教學專員前往學校進行課程簡介，並示範多媒體教材的應用，協助教
師備課。

授課期間

工作室教學專員出席教師主持的其中一課，協助教師使用教材。

完成課程後

與教師評估教學成效，收集師生的回饋，作為修訂和優化教材套的參考。



日期：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7 月 (2019/20 學年)



對象：高小、初中學生



科目：視藝、中文、常識、文化科及跨學科活動



課堂：每一個主題均有四節課，每節約 1 小時（老師可因應情況調整）



費用：全免

2.3 電子資源配合
為達至最佳的教學效果，校方或需準備以下的電子器材設備：


電腦



投影機、投影幕



iPad



VR 虛擬實境裝備

3. 注意事項


申請機構必須為本港註冊學校。



收到報名表後，工作室將聯絡申請者商討活動時間及其他細節。



教材套支援合作計劃為一項免費參與的項目，工作室將會提供教具的數碼檔案及實體教材的
購買方法，學校需按參與學生人數印製及準備相關素材。



工作室將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協助參與教師掌握教案內容和教材套使用方法，敬請參與教
師撥冗出席，有關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本計劃教材套內的所有文字及圖像版權均為本計劃所擁有。學生於活動期間創作的作品，則
屬於參與學校學生所有。本計劃將記錄部分學生作品及上課情況作教育推廣的用途，包括：
印刷、網絡平台及展覽等不同形式。



涉及本計劃的對外推廣宣傳，需在發佈前得到工作室及校方同意。



附上的報名表只用作申請參與此計劃的用途。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十八、二十二條
及附表一載列的第六原則，申請者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
(由主辦方填寫)

賽馬會「看得見的記憶」藝術教育計劃
教材套支援合作計劃報名表

學校資料
名稱：
地址：
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聯絡：

職位：
(手提電話)

(傳真號碼)

(學校電話)

(電郵)
申請詳情
參與主題(一)：

 器物

參與教師：

人數：______ 科目：____________

參與學生：

年級：______ 班數：______

每班人數：______

總人數：_________

預計活動日期：
(收到申請後將與 貴校商討課堂具體日期及時間)

預計活動場地：
(如校內課室、圖書館或活動室等，需配備電腦、投影機、投影幕等)

參與主題(二)：

 建築

參與教師：

人數：______

科目：____________

參與學生：

年級：______

班數：______

每班人數：______

總人數：_________

預計活動日期：
(收到申請後將與 貴校商討課堂具體日期及時間)

預計活動場地：
(如校內課室、圖書館或活動室等，需配備電腦、投影機、投影幕等)

可提供：

 電腦

 投影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影幕

 iPad

 VR 虛擬實境裝備

學校或團體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看得見的記憶──器物》四課內容及重點活動簡介
教學重點
1.

看得見的記憶

．記憶是一種選擇，記下個人乃至文化重視的事情。
．從自然界的事物以至日常生活的器物，看得見的事物收藏着看

記自然

．
《雍正十二月行樂圖》軸中的
四季痕跡（賞析）

．古代與四季相關的節慶活動及事物。

．現今立體四季器物行樂圖

．器物能收藏記憶、承載盼望，不但看得見，更能捧在手，成為
生活的一部分。

．全盒和賀年食物的象徵意義。

（創作）
．全盒 AR（AR 體驗活動）

．器物是利用自然材料，通過人工技術創造出來的。

．鉛筆的起源故事。

．竹篾創作（創作）

．器物記下自然的特性，也記下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和態度。
．物料和技術的進步不但影響文明發展，更啟發人們，引申超越材

．竹材的特性和竹器例子。
．陶瓷的材質、技術特性和對生活的影響。

料和技術的文化含義。

3.

記生活

．從器物製造過程引申成文化意義的日常用語。

．從自然而來的器物，可以記下對自然的讚嘆。

．陶瓷釉色的自然聯想例子。

．器物往往留下使用痕跡，記下了主人的喜好、習慣以至性格，

．中國傳統坐具引申的身分含義。

．扇子 VR（VR 體驗活動）

．中國傳統坐具的造型設計與身分和應用方式的關

．扇子創作（繪畫）

同時珍藏個人寶貴回憶。
．器物更收藏功能以外的價值，讓我們在應用過程中獲得啟發。
．器物從功能、造型到裝飾，都可以被加以發揮，不斷豐富內
涵。
4.

記時代

重點活動

．姓氏、地名背後的故事。
．
「春」
、「夏」
、「秋」
、「冬」的甲骨文含義。

不見的記憶。

2.

藝術及文化知識

係。
．扇子的種類和相關故事。
．在扇子上發揮的書畫、造型和表演藝術。

．器物記下人類的創造和貢獻，反映不同時代的特徵，今天仍可
以找到昔日器物留下的痕跡。

．不同時代器物所收藏的歷史文化記憶，如青銅器、
鐵農具、竹簡等。

．器物見證文明發展的成就，值得我們從多角度學習解讀和欣
賞。

．博物館藏品的藝術、歷史及科學內涵，包括：大盂
鼎、硬木家具、各種釉彩大瓶等。

．了解器物的現況，認識傳統對待器物的態度，探索器物與人應

．透過鋦瓷、金繕、惜字亭這些例子，分享昔日珍惜

有的關係。

器物的態度。
* 以上課程簡介供參考之用，主辦方保留課程內容及細節的最終決定權。

．假如我是館長（分析）
．珍貴的記憶 AR
（繪畫、AR 體驗活動）

附錄：《看得見的記憶──建築》四課內容及重點活動簡介
教學重點

藝術及文化知識

1. 記住家

．思考建築的基本特質和記憶內涵，提醒同學本身也是建築精
神的支柱。
．發掘理想居所的條件，認識人和自然是兩個主要思考方向，
不同的居所演繹不同的處理方式和概念。
．探索傳統四合院中，與家人共處和與自然共生的建築方式，
思考今天理想居所應該擁有的內涵。

．假如我是建築師（設計）
．四合院 AR（AR 體驗活動）
．設計今天的合院（設計）

2. 記園林

．建築可以是記着個人情感、故事、無數可能的創作。傳統園林
是其中一種例子。
．體驗自然事物作為創作元素的特色。
．認識傳統園林不但可以收納山川河岳，還有情感、經歷、文化
修養，及對自然的尊重。
．認識住居和園林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兩者組合成傳統的理想
生活空間。
．建築不只解決生活起居的問題，更盛載重要的價值。
．認識不同建築設計手法，嘗試建構空間，傳遞不同感受和價
值。
．思考「文化遺產」和「保育」的意義，學習多角度思考和尊
重不同意見，選擇合適的保育方法。

．透過中國、香港及西方的古今建築例子，認識建築
的基本特質：空間造型、大小比例、功能目的、感
受記憶。以及當中收藏的內涵：個人與群體、實用
與精神、材質與技術、古與今的記憶。
．原始穴居的基本結構與意義。
．傳統四合院的基本結構與空間佈局，當中反映的自
然與人倫記憶。
．透過有趣的建築例子和與石頭相關的故事和創作，認
識自然既是創作元素，也是創作的提示。
．園林是一種以自然為靈感的創作，它記着自然對人的
啟發，同時也記着創作者自己。
．以清代的乾隆花園為例，認識園林可以承載回憶丶情
感和理想，也是乾隆作為皇帝身分的補足。
．從造園手法認識傳統園林的創意和對自然的態度。
．透過成語認識建築所記載的道理和啟發。
．從比例、造型、光線三個層面分析建築空間。
．透過中外及香港的歷史建築，思考「文化遺產」的
意義。
．透過 1970 年代拆卸舊尖沙咀火車站的例子，思考
「發展」與「保育」的議題。
．認識不同文化和時代的建築技術及元素。
．了解香港建築風格的多樣性。
．通過設計實踐，學習建築的造型分析和轉化。

．風格隨意門 VR（VR 體驗活動）
．留住香港風格（設計）

3. 記價值

4. 記風格

．認識風格是看得見的文化記憶。
．認識不同的西方建築風格和中國建築風格的特色。
．風格帶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回顧傳統是前行的動力，促使人
類文明不斷進步。從中建立連繫傳統與將來的思考角度。

* 以上課程簡介供參考之用，主辦方保留課程內容及細節的最終決定權。

重點活動

．湖石創作（創作）
．營造園林 AR
（繪畫、AR 體驗活動）

．建構價值（積木立體創作）
．尋找「世界文化遺產」
（討論）
．活化火車站（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