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及本地視藝網上教學成果回顧展 

本地教學設計招募 

視藝展為本會旗艦項目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的重點活動，去年參與視藝展的人數超過 2000 人次，實在有賴

學界的積極參與。教育節㇐向重視展示本地教師的教學成果，今年疫情令全球學校全面進入數個月的網上學

習，「國際及本地視藝網上教學回顧展」將收集本地及國際中小學視藝科教師在停課期間所製作的優秀教學

設計及其素材，並由本會輯成㇐段紀錄片及展出相關教學成果的學生作品，與參觀者㇐同回顧本年度網上

教學的成果。為推動學界藝術教育發展，本展另設教學成果分享會，讓老師分享其教學精彩內容。 



參展細則 
規格：主題不拘，須以相片或/和影片形式呈交。相關資料／教學素材必需是在 2020 年 2 月至 9 月期間

產出，並針對網上教學的環境下所設計的教學內容有關 (如︰物料運用、電子平台的運用、回饋方法……)。 

影片格式︰wma, mov 及 mp4*，時⾧最多 5 分鐘。 

相片格式︰JPG* 

*如參加者因沒有按照規格而致影片及作品未能順利展出，需自行承擔㇐切責任。

申請數量：每位教師提交教學設計上限為 1 份 (㇐個單元的作品)，並需㇐併提交上限 5 位學生已完成的作品

的圖檔作印刷展出之用 (每位學生只能提交 1 件)。學生如有實物原作亦會在展區展出。 

學生作品媒介及尺寸︰不拘 

參展資格：本地小學及中學視藝科教師 

第㇐階段：報名、提交教學設計資料及相關學生作品圖檔 

請填妥網上表格，並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 (五) 前將參展教學設計素材及學生已完成作品的圖檔（JPG 格式

及 300dpi）電郵至 christineho@hksea.org.hk。逾期遞交或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學生作品的圖片需與

教學設計相符 

第二階段：甄選 

由本會視覺藝術教育節籌委小組選出最多十份本地教學設計素材參展。 

符合規格的教學設計優先考慮。 

第三階段：公佈參展名單 

參展名單將於 2020 年 11 月公佈，有關人士將獲專函通知及送件詳情 (如適用)。 

證書 

每位報名教師將獲發參與證書㇠張。 

每位成功參展的教師及學生將分別獲發入圍獎狀及參展證書㇠張、以及展覽作品集㇠本。 

其中教學設計表現突出的教師則會獲頒「傑出教學設計獎狀」㇠張，以及展覽作品集㇠本。 

配套活動︰分享會 
本會將在參展教案中邀請獲「傑出教學設計獎」的老師在本展期中所舉辦的教學設計分享會中分享其成果，

有關人士將另行通知詳情。 

免責聲明 

1. 主辦單位對是次入選教案及作品擁有展覽、剪輯、攝影、錄影、出版及宣傳之權利。

2. 提交報名表後，請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五）前將教學設計相片或/和影片、以及已完成的學生作品的圖檔（JPG 格式及 300dpi）

電郵至 christineho@hksea.org.hk 。逾期遞交或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3. 如參展作品因版權、歸屬權等問題引起任何爭議，本會概不負責，參展者需自行承擔所有責任，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

並保留㇐切追究權利。

4. 主辦單位已購買第三者保險，如有需要請為參展作品自行購買保險，若在運送途中、展出或陳列期間，因任何意外事故所引致

之任何損毀、遺失等責任，本會概不負責，敬請垂注。

5.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查詢： christineho@hksea.org.hk / 2234 6096（本會項目主任何毅盈小姐）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 2020 

「國際及本地視藝網上教學成果回顧展」 

教學設計招募 報名表格 

請填妥以下報名表格或網上表格，並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五）前將已填妥的表格、教學設計相片或/和影

片、以及已完成的學生作品的圖檔（JPG 格式及 300dpi）電郵至 christineho@hksea.org.hk 。逾期遞交或

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學生作品照片需與教學設計相符 

A. 學校資料

參展老師姓名：   稱謂： 先生  女士  小姐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會員編號：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手提） （學校）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B. 參展教案素材資料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頁書寫)

教案名稱 

年級 

素材形式 相片 / 短片 / 兩者皆有   (請刪去不適用者) 

影片格式 (如適用) MOV  WMA  MP4   

影片時⾧ (如適用) 

提交素材的內容 

(可選多於㇐項) 

*請於內填上

 主要物料運用︰    

(例如︰日常家中物料 – 塑膠、紙、衣夾…；天然物料 – 石、木頭… 



(例如︰攝影、繪畫、混合、拼貼、立體裝置、素描、平面設計…) 

 電子學習平台/新媒體在教學上的運用︰ 

創作媒介︰



(例如︰實時教學、以手機應用程式創作、師生之間的互動) 

 課堂特色︰ 

(例如︰親子互動、觀察家中事物) 

學習重點 

(不多於 300 字) 

線上分享及回饋方法 

(不多於 500 字) 

C. 學生作品資料 (1 份教案單元上限 5 位學生，每位學生只可提交 1 件)

作品名稱 作品形式 作品尺寸 學生姓名 年齡 班別 原件作品 

作品㇐ 平面 

立體  

數碼 

高： cm 

闊： cm 

⾧： cm 

有
沒有 

作品二 高： cm 

闊： cm 

⾧： cm 

作品三 高： cm 

闊： cm 

⾧： cm 

作品四 高： cm 

闊： cm 

⾧： cm 

作品五 高： cm 

闊： cm 

⾧： cm 

平面 

立體  

數碼 

平面 

立體  

數碼 

平面 

立體  

數碼 

平面 

立體  

數碼 

平面 

立體  

數碼 

有
沒有 

有
沒有 

有
沒有 

有
沒有 



 

 

 

 

免責聲明： 

1. 主辦單位對是次展覽的入選教案及作品擁有展覽、剪輯、攝影、錄影、出版及宣傳之權利。 

2. 提交報名表後，請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五）前將教學設計相片或/和影片、以及已完成的學生作品的圖

檔（JPG 格式及 300dpi）電郵至 christineho@hksea.org.hk 。逾期遞交或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3. 如參展作品因版權、歸屬權等問題引起任何爭議，本會概不負責，參展者需自行承擔所有責任，主辦單位

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並保留㇐切追究權利。 

4. 主辦單位已購第三者保險，如有需要請為參展作品自行購買保險，若在運送途中、展出或陳列期間，因任

何意外事故所引致之任何損毀、遺失等責任，本會概不負責，敬請垂注。 

5.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以上參展細則。                                           *請於內填上 

 

簽署：                                          日期：                                  

~如有需要，請自行複印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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