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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 

 

香港長遠的發展 

本港特首於施政報告提出推動教育、醫療、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

文化及創意、環保六項優勢產業來發展經濟。教育、文化及創意、環

保三方面在發展香港經濟中舉足輕重，透過教育提升學生的創意和環

境保育的公民意識有逼切需要。 

 

環保與創意有賴公民教育與創意教育兩者推動 

環境公民教育方面，教育局推行的「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是全

人教育的重要元素，學校應通過各學習領域／學科課程的學與教，以

及其他相關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在

成長路上遇到難題時，懂得基於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判斷，並付

諸實踐，以面對生活上的挑戰。1「可持續發展教育」包括「環境教

育」，納入作當中一跨學科價值教育範疇，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

歷，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1 教育局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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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雖有從校園生活中，推動環保生活的實踐，但不少學校表示，學

生對傳統講課式或說教式綠色教育，漸失學習興趣。相反，多元藝術

形式的教學，更能令學生投入學習。藝術正是體現創造力的集中地，

電影藝術是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對學生有一種親和性。新高中學制設

有其他學習經驗，其中藝術教育即為加強學生的跨科學習能力、明辦

性思維和創造力的重要元素。年青一代的綠色公民教育與創意教育，

將有助香港未來成為綠色的國際城市。 

 

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等種種環境問題，是全球各地的重要議題，佔

全球人口有五分之一的中國，更面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空前的

生態危機。香港作為全國最發達城市在推動中國環保工作上，我們是

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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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長遠目的 

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計畫鎖定「全球化下的都市廢物處理與環境」

為主題內容，電影藝術為載體，針對學校多元學習的要求，為學校提

供經驗式的教學策略和配件，以豐富學校的公民教育／通識教育／資

優教育和多元學習課程發展。教師透過計畫掌握「環境公民教育與電

影」的跨科教學法，並能編寫校本課程自行執教，以發展相關的教學

策略。計畫透過生態電影創作和欣賞，一方面增強學生的多元發展，

另一方面培養學生的明辦思維，對自身、社會、世界作出反思，建立

個人正面的世界觀，在全球化城市發展的當下，成為高質素，有承擔

的世界公民，長遠因關心社會未來，以人文關懷的心，在知情、理性

和負責任的，積極以行動回應全球生態環境危機，對居住地產生歸屬

感，最終提升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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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I. 豐富學校多元課程發展的教學資源； 

 

II. 促進學校教師間的跨科教學經驗的交流； 

 

III. 啟發教師應用「環境公民教育與電影」作為跨科教學方式，進行

或設計德育與公民教育課／通識科／校園電視台／人文學科資優

教育／其他學習經驗課，以提升教學水平； 

 

IV. 計畫以校本抽離式課程培育不同學校有共同特質的人文學科學生，

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引發潛能和提升藝術創作水平； 

 

V. 讓學生獲得真實個案經驗，從中反思和建立個人價值觀，認識世

界公民的權責，同時提升對環境保育的意識以致實踐的行動力； 

 

VI. 使學生掌握個人的興趣、性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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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創意 

 

首個以「生態電影」切入「環境公民教育」作為中學跨科學習的教學

策略與配件 

計畫針對支援教師跨科教學和多元學習需要，以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

當中涉及創新概念的知識輸入和輸出。輸入：以「世界公民生態電影

教育」的模式學習，脫離書本教學的單向輸入方式。通過進入社區「實

地考察」，拍攝「生態電影」，用創作深入反思，表達觀點。最後學生

拍攝的「生態電影」，能作「範式轉移」透過學校放映，成為學校跨

科學習的教材，與其他不在考察現場的師生分享經驗，進行多角度高

階思考學習過程，能引發更多學生投入情境作批判思考。學習過程能

引起學生主動觀察身邊的人生百態，逐步積累知識基礎，建立主動的

學習態度，轉化成學習動力。 

 

輸出階段： 學生可以應用紀錄片創作與電影欣賞書寫作反思工具，

提升明辨性思維、表達能力和創造力。可預期，通過實施本計劃，受

訓的教師或學生均能各取所需，獲得教學能力和學習能力的提高。學

生創作的「生態電影」，將回饋學校，成為學校的教材，加強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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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教師也從計畫中豐富了教學能力，能惠及更多學生，兩者均使

計畫得以在學校可持續發展。 

 

學習模式方面，計畫將「世界公民教育」與「生態電影教育」相結合，

運用香港的社區環境為學習素材，作為新高中學制推動的多元學習，

提供了跨科學習的嶄新經驗式教學策略，最終更提升人文素養。 

 

促進交流方面，本計畫各項活動均邀請全港學校參加，「培訓營」和

「導演分享會」中更促進學校間的交流。更難得的，是師生可藉專業

導演的第一身分享了解導演的工作，有助學生培養興趣，有助生涯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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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理念架構 

 

 

計畫的理念背景 

計畫將從「世界公民教育」和「生態電影教育」的脈絡下，運用香港

的城市的生態環境為學習素材，作體驗式學習，以反思個人的身分認

同、世界觀，以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計畫將應用電影教學法，透過

「生態電影創作與欣賞」作為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世界公民意識，

以確立正向的價值觀，成為對地球村有承擔的世界公民，願意為世界

的社會公義和環境保育作出貢獻。 



環境公民教育與電影跨科學習計畫 
 

 9 

計畫理念 

公民教育，教育家杜威認為「教育是生活的實踐」。公民教育也著重

學生的學習，應與生活經驗連接，從而把學到的知識概念具體化，因

此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模式是其主張的學習模式。 

「世界公民教育」和「生態電影教育」兩者有不少共同理念。世界公

民教育分為「信念和意願」、「知識」和「能力」三大範疇（見下表），

當中涉及不少「電影藝術教育」的教學元素。兩者皆重視參與和充權

的學習、與社會建立連繫、用批判思考審視世界，著重以行動回應社

會。 

世界公民教育2 

１．信念和意願 ２．知識 ３．能力 

 尊重人的價值和自

主 

 同理心 

 對社會公義有承擔 

 相信個人能令世界

變得更好／更壞 

 多角度了解與世界

發生相關的重要概

念 

 多角度探討社會不

公平的成因、影響和

解決方法 

 認識自我、個人身分

和個人的世界觀 

 批判思考、自我反思 

 聆聽他人、表達自己 

 能設身處地，以同理

心理解他人能將意

念轉化成行動 

 協作和解難 

 將意念轉化成行動 

 

                                                
2
 陳玉蘭（2012）《戲中探貧窮》香港：樂施會，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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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的「生態電影教育」包括「生態電影創作」（生態電影創作增

潤式資優培訓營）和「生態電影欣賞」（生態電影公民教育學校巡迴

放映等）兩部分。 

 

生態電影（Ecocinema）屬科譜電影類，意指具生態意識(ecological 

consciousness)的電影。它直接回應或反思了社會、歷史、環境或文

化上的迫切議題，並以非人類為宇宙中心的觀點看人類與生態環境的

關係，「最終它是關於生命(life)本身，並喚起觀眾關注環境與生態問

題的電影」。3因此，可作為良好的公民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生

命教育的教材。 

 

「生態電影教育」是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體驗式

學習是指個人直接透過經驗，建構知識，從而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價

值。美國教育家John Dewey提出「直接、具體的實際經驗才是真正

學習的過程」，強調做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倡議「Experience 

plus reflection equals learning.」（經驗+反思=學習）（麥淑華、鄧

                                                
3 Sheldon H. Lu (2009), Chinese Ecocinema In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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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英，2006）4。透過真實的情境，經由個人或團隊互動的學習，以

增強個人成長和組織的互動運作和應變能力，才能學習得以吸收和內

化。 

 

「生態電影創作」方面，環境生態是生活的一部分，學員走出課室，

拍攝生態電影本身就是一種體驗式學習。當學生進入社區作「田野考

察」時，透過攝影鏡頭從生活觀察「真實個案」，了解當中的人和事，

與拍攝對象的直接溝通，學生將能以同理心，設身處地體驗受訪對象

的現實情況，在現場能更立體的了解事件，反思自身與環境之間的關

係事件。拍攝和剪輯生態電影的過程，其實也是學生進行明辨性思維

的過程。學生透過生態影像，呈現和表達了他們的思考過程，以及個

人對事件的觀點。 

 

生態電影創作，以「做中學習」帶來的體驗和過程，使創作者經歷電

影創作行動帶來的力量，以回應當時生態問題，參與改變世界的充權

行動，將讓學員對居住地產生歸屬感。 

 

                                                
4 麥淑華、鄧淑英(2006), 《成長經驗 Debriefing》，香港突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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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以「紀錄片」作為「生態電影創作」部份的形式，也是「生

態電影欣賞」的主要載體。紀錄片不單具藝術的美學價值，John 

Grierson認為紀錄片是一種「對真實具創造力的處理」(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將真實的素材（事件）作創作性的處理與

詮釋（再現），是呈現一種看事物的方式，衡量人性的價值，激發觀

眾情感去參與、去思考、去判斷。作者藉由影像傳達觀念、思想、主

張和展現生活的方式」。 

 

紀錄片具教育作用，王玉燕（2006）認為紀錄片為不斷變動的真實

世界提供一種穩定性，將影像凍結在鏡頭的景框內可供作教育用途。

紀錄片涉及社會文化議題、或其觀點、訴求，促使觀眾關注周遭的事

物，提升社會關懷。另外，她認為「具有社會訴求的紀錄片甚至能夠

凝聚民眾的共識和力量，促進社會改革。…甚至更進一步激勵潛在參

與者投入實際的參與行動。」5 

 

電影是較受學生歡迎的藝術形式，計畫除「生態電影創作」外，也引

入「生態電影公民教育學校巡迴放映」，讓未有參加「生態電影創作」

                                                
5
  引自王玉燕(2006):《紀錄片作為社會運動的載具：【貢寮，你好嗎？】的書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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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以「生態電影欣賞」，透過導演的鏡頭，代入「個案現場」的

不同時空或視點，經驗導演如何以影像回應當前的生態問題。電影中

的受訪對象和社會情境，能為學生提供多元角度了解世界，開拓視野

以審視議題，進而作出個人對事件的多角度反思，認識綠色永續發展

的人文價值。在伙伴學生放映該校學生創作的「生態電影」更是十分

有意義的「範式轉移」，透過觀影經驗，學生可運用個人的聯想力，

投入電影角色，聆聽他人的聲音，將培養學員的人文關懷，用同理心

尊重和理解他人的價值觀，加上批判思考，以反思生態環境議題與個

人和社會的關係、尋求城市可持續開發展的可能。及培養人文關懷和

對社會承擔的態度。 

 

根據以上提及理念框架，將結合專題內容，轉化成一有機體，作為跨

學習領域的學習主題。如把主題融入以下各項範疇推動跨科學習的教

育理念，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發展。*「培訓營」本會將到其中6所學校

觀察訪問和支援教師在教學上進行跨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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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 

及公

民教

育 

此範疇包括「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環境教育」，概念指出平衡城市環

境、經濟及社會三個範疇發展的重要性。6 計畫從世界公民層面，運用

「生態電影教育」，進行生態電影創作或欣賞，在計畫主題「都市廢物

處理與環境」作體驗式學習，反思城市在急速發展下，能否達至的環境、

經濟及社會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資優

教育 

資優教育採用多元智能的概念，「著重啟發學生思考、培育創造力及個

人與社交的能力」7。計畫的「生態電影創作增潤式資優培訓營」，是承

接課程發展署資優教育組「透過電影評賞提升資優/高能力學生高層次思

維能力」校本人文學範疇資優培育計畫 (中學)8，為學習程度與一般學

生有差異的資優學生而設的「增潤式課程」，能滿足具人文學科／電影

方面有潛質，並已掌握一定拍攝或電影評論經驗的資優學生的不同學習

需要，讓學生透過經驗式的電影藝術創作，啟發學生思考、培育創造力。

學生透過團隊合作拍攝電影或在校放映活動中的分享，將能提升個人和

社交的能力，達成資優教育三大目標。 

 

                                                
6
  課程發展處 (2008)：《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香港，政府印務局。 

7 香港資優教育政策的理念及原則：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index.html 
8
 課程發展署資優教育組「透過電影評賞提升資優/高能力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校本人文學範疇資優培育計畫 (中學)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pdp/PDP%20tc%202014-

2015/12-12-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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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教育 

新高中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的主要目標，除了嘗試孕育學生多角度和跨

學科地建構知識，還希望提供學習經歷，讓學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為

自己的學習訂 立目標、擬定計劃、落實計劃和解決問題﹔反思和評估學

習進度﹔成為一個具學習動機和負責任的學習者。」9 

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要「照顧不同學生的興趣和性向」。計畫中的「生

態電影創作」可作為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報告(IES)實地考察的另一學習

形式，照顧校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特別對於語文能力稍遜的學生，

更是鼓勵他們「自主學習」。教學內容方面，學生在「全球化下的都市

廢物處理與環境」主題下拍攝的生態紀錄片，教師和導師將從旁協助學

生思考和給與想像的空間以建構知識。學生的學習成果最後回饋學校，

一方面可和其他同學分享學習成果，另一方面可將豐富教師在校本課程

單元「全球化、能源科技、公共衛生與環境」下的教材。 

 

 

 

                                                
9
課程發展議會 (2002):《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通識教育科）》，香港，政府印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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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電影創作增潤式資優培訓營 

 

I. 「生態電影創作增潤式資優培訓營」是兩周六x8小時，共16小時，

事前教師需參加另一教師工作坊(2小時)，了解如何應用計畫的

「生態電影教育」作為教學策略，以便應用於培訓營中，有效引

導學生反思議題。 

 

II. 「培訓營」的重點：為教師提供培訓，以實際的田野考察，掌握

拍攝技巧，教師在導師引導下，應用「生態電影教育」作教學策

略，引導該校學生進行體驗式學習，作出反思。 

 

III. 「培訓營」後，教師需與學生回校，在校本課程中完成一部15-30

分鐘的生態紀錄片。本會將提供導師到校再作2小時的導修，讓

教師成功使用「生態電影教育」，作為校本持續發展的教學策略。 

 

IV. 參加學校分成「伙伴學校」和「一般參加學校」。 

 

V. 對象：中學教師和中三至中六資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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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目標 

 讓教師經驗和掌握「環境公民教育與電影」的跨科教學方式； 

 促進學校和師生間的教學經驗交流； 

 透過拍攝技術提升，加強學生的洞察力和表達能力，明辨思維、

協作、解難和共通能力以及創意； 

 提升學生個人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公民意識。 

 

VII. 進行方式 

「伙伴學校」必需派出2名教師與學生一同參加教師工作坊和兩周六

的密集式培訓，並需提名六位人文學資優生，並提交人文學科（人文

學科/電影方面）資優學生/高能力學生行為特質量表(附件1)與大會。

再由大會經面試選拔每校最多3位資優生參加。為照顧不同學校學生

的學習差異，教師需與本會導師按學生程度，共同設計課程內容，以

切合校本課程發展，並協助跟進學生在校的延伸學習發展，並於2017

年1月31日，遞交學生完成的生態紀錄片作品。 

 

「一般參加學校」可參加教師工作坊和首周六的講課部分。參加「全

港學生生態電影徵集」的教師和中學生可優先參加。學生需由學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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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學生/高能力學生行為特質量表評核學生並交與大會。 

整個訓練營的分組討論時段和社區考察部分，教師必須與該校學生在

同一分組與導師合作參與教學，認知教學方法，使教學工作可持續在

校內由教師持續深化發展。 

 

VIII. 課程內容 

「生態電影創作增潤式資優培訓營」是「獨立專題探究」課程，要讓

學生經歷自主學習，教師的角色需要由直接的教授者相應改變，轉化

為學生學習過程的促進者（facilitator）。而教師與工作坊導師「在幫

助學生進行獨立專題探究時，須尊重學生的選擇和決定，並給予學生

思考和想像的空間」。 

 

課程單位 時間 課程內容 

入營前的 

教師培訓

工作坊 

2 小

時 

i. 「生態電影創作增潤式資優培訓營」介紹； 

ii. 簡介教師在「培訓營」如何擔當學生學習過程的

「促進者」的學與教角色； 

iii. 生態紀錄短片欣賞 

iv. 分組討論：引導教師就剛觀賞過的生態短片作出

討論，介紹如何引導學生反思。 

v. 介紹引導學生透過電影創作技巧，作為「真實個

案」觀察和理性分析的方法，表達學生對個案的

意見或提出的問題。 

vi. 前線教師經驗分享：如何掌握「環境公民教育與

電影」作為教學策略培訓學生透過明辦性思維作

出反思，以電影創作表達個人的觀點。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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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電影

講座(2 課

節) 

2.5 

小時 

X1 班 

i. 主題內容：「全球化下的都市廢物處理與環境」 

ii. 生態紀錄短片欣賞 

iii. 分組活動：導師引導參加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就

剛觀賞過的生態短片作出反思，並以書寫作紀

錄。 

iv. 鏡頭之眼：學員如何透過拍攝生態電影，「真實

個案」觀察和理性分析，再透過電影創作技巧，

表達學生對個案的觀點或提出問題。 

錄像創作  

(6 課節) 

5.5  

小時

X1 班 

i. 導演分享如何以「真實個案」創作生態錄像、 

ii. 拍攝器材的基本使用方法、 

iii. 剪接技巧 

iv. 如何透過鏡頭表達觀點和個人風格 

讓鏡頭之

眼細看社

區與環境

(4 課節) 

8   

小時 

i. 實地社區田野考察與拍攝訓練（4 小時） 

*此部分為實習課，有需要以小班形式在社區內分組進行

12 師生 X4 小組。* 

ii. 放映和互評（2 小時） 

iii. 教師和學生分享教學和學習經驗與討論（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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