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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套支援合作計劃 

教師培訓工作坊 
（適合視藝科、中文科、常識科）  

1. 計劃背景 

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下稱「工作室」），一直致力推動公眾對藝術文化的認知和

接納。積極透過出版、多媒體展覽及外展工作坊等方式，為學生及公眾提供活潑的傳統藝

術文化教育內容，深受學校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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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空間和繪畫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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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藝術文化教學 

課程、舉辦教師工作坊、多媒體流動展示及設立網上平台。 

第一階段計劃將以看得見的「器物」為主題。生活周遭的器物除了功能之外，更充滿

着各種各樣的「記憶」，器物的材質、造型、紋飾等都是記憶的痕跡，記錄着器物出現的

原因、製造的過程、應用的歲月。課程涉及博物館的藏品、傳統的器物，乃至今天的日常

用品，以互動和創作的方式，探索器物背後蘊藏的文化、歷史和藝術價值，培養學生創意

、美學欣賞的能力和德育發展，成為學生與傳統藝術建立關係的第一步。課程內容旨在配

合視藝科、中文科、常識等科目，連繫生活，提高學習興趣。  

 

2. 教材套支援合作計劃教師培訓工作坊──教材套簡介會 

「看得見的記憶──器物」教材套課程現已上線，教學素材及更多相關資訊可於本計

劃網頁免費下載﹕www.howmemorysticks.org。教材套內容包括教師手冊、教學PPT、多媒體

素材，主要以電子版本於網上發佈，供全港中小學免費下載，方便學校老師利用此教材套

進行教學。老師可按照不同科目的需要，選取適用的部份加入課堂或學校活動中。教材套

共分為四節，將透過日常生活乃至傳統的器物，配合數碼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及擴增 

實境(Augmented reality)技術、多媒體的教材，讓學生對不同的器物議題進行探索及創作， 

引導學生思考器物背後的文化藝術價值，以及面對器物應有的態度。(四課內容詳情請參看

附錄) 

兩節的教材套簡介會將由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代表介紹本藝術教育計劃的理念及結

構，講解每課的重點、使用方法及參考資料，紙質教材套亦會同時在工作坊期間派發。除

了已參加計劃的教師外，亦歡迎全港中小學教師出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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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套簡介會（小學） 教材套簡介會（中學） 

日期：2019 月 4 月 25 日 (四)  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五)   

時 間 ： 下 午 3:30-5 :00  時 間 ： 下 午 3:30-5 :00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會議室AC1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會議室AC2  

對象：全港小學教師  對象：全港中學教師  

 

3. 教師培訓工作坊──專題課堂 

 配合教材套的設計，為了讓學校教師增加相關知識、豐富教學內容，日後可更主動靈

活利用博物館的資源，我們將舉辦四課教師培訓工作坊專題課堂，邀請本地博物館專家及

學者，挑選具代表性的藏品，闡述相關範疇的文化、藝術內涵和與現今生活的關係，分享

欣賞器物的方式。詳情如下： 

 

I) 看得見的記憶──茶具： 

茶具作為陶瓷的一種，當中包含陶瓷藝術和中國的品茗文化。透過茶具文物館的藏品，闡述茶

具從製造到應用上的藝術文化特色，對傳統文化和現今生活的影響，從中探索傳統中國人對待

自然的方式和態度。 

講者：茶具文物館館長  林雪虹博士  地點：藝茶薈茶室  

香港九龍旺角太子道西192號2樓  

日期：2019 年 5 月 3 日 (五 )   時間：下午4：00－6：00 

 

II) 看得見的記憶──香港歷史文物： 

器物記下人類的創造，反映時代的特徵。透過館藏，認識不同時代的香港，在文化、技術、社

會、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歷史。從藝術、科學、歷史等不同學科角度，欣賞這些文物的貢獻，

和流傳至今的種種痕跡。 

講者：古物古蹟辦事處  館長（教育及宣傳）  

孫德榮先生  

地點：香 港 文物探知館 演講廳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日期：2019 年 5 月 11 日 (六)  時間：上午10:30 -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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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看得見的記憶──家具： 

傳統中國家具運用榫卯技術，高度發揮硬木物理和美感上的優越性，成為生活的平台。家具以

身體的姿態引導心態，記錄環境、身分和對生活的要求。透過傳統中國坐具的發展和造型欣賞

，分享當中收藏的生活、文化和藝術記憶。 

講者：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教育總監  

馬健聰先生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會議室AC2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五)  時間：下 午 3:00-5 :00  

 

IV) 看得見的記憶──竹器工藝： 

竹材的可塑性很高，大至房子、椅子，小至筷子、牙簽都可以用竹來製造，更發展成竹雕藝術

。藉着竹器工藝，分享器物中透露的人工技術與自然的關係，闡述從取材、製造到成品中所展

現的對待自然的方式和態度。 

講者：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副教授  

何兆基博士  

地點：Openground Gal le ry   

九 龍 深 水 埗 大 南 街 198 號 地 下  

日期：2019 年 5 月 18 日 (六 )   時間：上 午 10:30-下 午 12:30  

 

教師培訓工作坊的教材簡介會及專題課堂現正接受報名，本工作室誠意邀請  

貴校各位教師參與。請填妥後頁的申請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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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歐小姐查詢。 

  

mailto:hms@cn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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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 

(由主辦方填寫) 

教師培訓工作坊報名表 

I) □ 欲報名參與於2019/04/25 (四) 舉辦的教材套簡介會 (小學)，共_______位。 

□ 欲報名參與於2019/04/26 (五) 舉辦的教材套簡介會 (中學)，共_______位。 

II) □ 本校已報名參與教材套支援合作計劃 

□ 本校有興趣參與教材套支援合作計劃 

□ 欲報名參與專題課堂「看得見的記憶—─茶具」，共_______位。 

□ 欲報名參與專題課堂「看得見的記憶──香港歷史文物」，共_______位。 

□ 欲報名參與專題課堂「看得見的記憶──家具」，共_______位。 

□ 欲報名參與專題課堂「看得見的記憶──竹器工藝」，共_______位。 

 

參與教師姓名： 任教科目： 參與工作坊：(如適用) 

   

   

   

   

   

參與教師總人數：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或團體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資料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傳真號碼)           (辦公室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報名詳情──教材套簡介會 

報名詳情──專題課堂 



                                           

 

附錄：《看得見的記憶──器物》四課內容及重點活動簡介 

 主題內容 藝術及文化內容 重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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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收藏着看不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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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標誌、痕跡背後的故事。 

．「春」、「夏」、「 秋」、「冬」的甲骨文結

構。 

．古時與四季相關的節慶活動及事物。 

．全盒和賀年食物的象徵意義。 

．古畫賞析：《雍正十二月行

樂圖》軸 

．立體四季器物行樂圖（創

作） 

．全盒 AR（AR 體驗遊戲） 

 

2. 記自然 ．認識器物是利用自然材料，通過人工技術創造出來

的。 

．認識器物記下自然特性，也記下了人類對待自然的態

度。 

．認識物料和技術的進步不但影響文明發展，更啟發人

們，引申超越材料和技術的文化含義。 

．從自然而來的器物，可以記住對自然的讚嘆。 

．器物體現了人類對材料的發揮和發現。 

．透過從陶到瓷的發展，帶出材料和技術的進

步。 

．古人從製造器物的過程得到啟發，這些啟發收

藏在一個個中文字裏。 

．透過陶瓷的釉色，看傳統中國人如何用人工留

住自然。 

 

．設計竹器（創作） 

 

 

3. 記生活 ．器物往往留下使用痕跡，記下了主人的喜好、習慣

以至性格，同時珍藏個人寶貴回憶。 

．認識器物收藏功能以外的價值，讓我們在應用過程

中獲得啟發。 

．認識器物從功能、造型到裝飾方面，都可以被加以

發揮，不斷豐富內涵。 

 

．透過中國坐具，認識器物可記下使用者的身

分，提醒人們的姿勢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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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扇子 VR（VR 遊戲體驗） 

．扇子創作（繪畫） 

 

 

4. 記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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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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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器物的現況，認識傳統對待器物的態度，探索

器物與人應有的關係。 

．認識器物可以記下不同時代的技術和生活方

式，其影響和貢獻甚至可超越時代，延續至

今。 

．透過博物館藏品，探索器物的造型、材料、圖

案等特色和背後故事，並嘗試從藝術、歷史、

科學三個角度欣賞器物。 

．透過鋦瓷、金繕、惜字亭等例子，分享昔日珍

惜器物的態度。 

．假如我是館長（分析） 

．珍貴的記憶 AR（繪畫、AR

體驗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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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