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作品選學生作品選

HA PIK HA

 慈航學校

CHOI YAN TUNG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LAU TAK HIM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HO TSZ LING

 太古小學

WU CHING HO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抒發情感

‧了解YCME系統及不同工具的功能及應用

‧掌握創意教育的元素

‧設計和分享創作成果

課程特式及元素︰從理解   掌握   實踐 

主辦學校︰ 
按英文字母次序

‧ 慈航學校 
‧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 太古小學

-> ->

小學創意動畫教育拓展計劃小學創意動畫教育拓展計劃

理解心意

創造夢想

擴充思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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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課程參考課程
視藝科

2011-2012

 創作室:動畫創作創意媒體(動畫):創作系統創作間:繪圖工具創意動畫教育

小鳥入籠(影像殘留)

小帆船 

一個故事(連環圖)

人的三面

毛毛蟲長大了(手翻書)

喜怒哀樂

未來警察

未來都市

 認識匯出工具

背景及文字

簡單線條畫

五顏六色

圖形工具

顏色和文字

文字設計

創作音效

儲存或載入創作

 認識電腦動畫創作 
歷史及種類

認識多媒體創作軟件

認識創意媒體創作系統

創作室

分享創作

 評估表單及量表

認識動畫

基本工具箱

進階工具箱

角色動畫

圖層

角色會說話

角色設計

動畫誕生

題目:  
在白卡紙的一面畫上小
鳥，背面畫上鳥籠，快
速轉動橡皮圈，形成一
連貫圖像。

分題學習目標: 
利用4個圖像創作一個
簡單而完整的故事。

簡介:  
創作動畫簿(手翻書)

學生由拍子簿最後一頁畫
起(學生可依最後一頁的
母片臨摹)，製作連續圖
畫。  

提示學生注意圖畫的大小
及位置。

經快速翻閱，成為動畫
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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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Poetry Writing –  
4 Seasons

Good boys and girlsIs smoking bad 
for us

參考課程參考課程 2012-2013

中文科

文學經典 — 
文言初探: 愚公移山

生活經驗（心靈綠洲）古典精華（神話之謎）

難忘那隻手沙漠之舟─駱駝神奇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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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發情感

以電腦動畫創作為核心，輔以網上學習工具， 
再配合各學科互動，讓學生自由表達所思所想。

傳意傳意
以電腦動畫創作為核心，輔以網上學習工具， 
再配合各學科互動，讓學生自由表達所思所想。

	 	 	「領導者與追隨者的差別就在於創新」	

	 	 ‘Innovation	distinguishes	between	a	leader	and	a	follower’

	 	 	已故名人喬布斯Steve	Jobs曾說過上述的一句話，本人深感認同。在這訊息萬變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作為教	

	 							育工作者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教育下一代孩子努力裝備自己，樂於承擔、敢於接受挑戰、擁有大膽

創新的毅力。在教學過程中，老師努力設計各式電子教材，以多元化教學法啟發學生的學習。然而，老師就是老師，亦非樣樣皆

能，需空間、時間才能發揮所長，栽培我們未來的主人翁，薪火相傳。

設計電子教材，並非老師的專業，而設計教材則是老師的專長，富有教學理念亦同時需要實踐	

才能將教學思維「動起來」。太古小學能夠入選教育局的「電子學習試驗計劃」，成為其中一	

間先導學校，透過設計、體驗及運用新模式進行電子學習，對師生來說是一項挑戰，亦是一項	

承先啟後的任務，是項計劃與另外四間小學及城市大學一同開發動畫平台，讓學生能從創作動	

畫經驗中培養出創作思維，圖文並茂，發揮創意進行學習，為成功踏出第一步。

太古小學太古小學 蕭小燕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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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學生中文科、英文科和音樂科的傳意能力。		

		掌握「動畫構建思維」能力。

逐步掌握使用電子工具和課程進行教學，以配合急速發展的資訊數碼年代。

學生成果:

教師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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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和體會別人的心思、想法和感受
匯聚電子學習四大元素：電子化、效率、成效和趣味

理解心意會意會意

提升理解能力，培養同理心及邏輯思維。

創造有趣的溝通渠道，減輕教學和評估的重擔，並有效照顧學習差異。

學生成果: 

教師成果:	

如何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如何令學生的學習由被動變為主動？	

如何令學生有機會發揮創意及互相分享作品？

以上都是老師經常討論的教學話題。

二零零七年，本校成功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電腦動畫校園」計劃，初見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所提升，創意	

有所發揮，但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仍有待改善；動畫軟件易用的局限性，亦影響計劃的成效。

適逢教育局於二零一一年邀請全港學校參加「電子學習試驗計劃」的機會，本校為延續上次計劃未完成的目標，及拓展動畫教育

的使命，於是與太古小學、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九龍塘華德小學和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聯校申請「小學創意動畫拓展」計劃，結

果成功成為香港電子學習試驗學校之一。

該計劃有幸得到香港城市大學多媒體及互聯網技術創新應用中心給予技術支援，所以，當計劃於三月被教育局採納時，大家隨即

開始籌備工作，定期開會，共同參予設計課程的教學內容。並於同年十月初展開第一階段(電腦與視藝科)學習課程。經過這幾個

月來學生課堂的觀察，感覺學生學習的氣氛較前投入，專注力較集中，創作意念表達各有不同，同學間協作、溝通能力都提高不

少，特別同學在分組向全班匯報的時候，表達能力大大改善，自信心增強，表現令人讚賞。

總括來說，同學在短短時間內，不論在主動學習的精神、創意思維的發展、自信心的表現和表達能力的條理性，都有明顯的進

步，這實有賴於本計劃各老師合作無間，協作學校各位校長的支持及信任，以及城市大學霍惠萍博士提供的寶貴意見及無限量的

技術支援，令到在短時間內，已建立好一個容易操作的網上學習平台，給予學生使用及互相交流學習。在此我謹再向各位辛勞的

同工表示衷心的謝意。

慈航學校慈航學校 梁炳宗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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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和體會別人的心思、想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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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夢想

掌握動畫構建思維能力，應用電腦動畫創作技巧， 
開拓學生無限創意天地。

創意創意
掌握動畫構建思維能力，應用電腦動畫創作技巧， 
開拓學生無限創意天地。

在創作動畫過程中能培養學生邏輯、分析、溝通、解難、批判、藝術、節奏和

應用電子學習的能力。從掌握能力至擴闊自學空間，對於日後投身創意產業奠

定穩健的基礎。

提升教師對創意動畫教育的知識和教學技能。

學生成果: 

教師成果:	

今年我校能夠參與教育局學校電子學校學習試驗計劃，真的非常榮幸，通過是次撥款，我校能與其他	

四間友校共同創建一個全新的網上動畫創作平台，令學生能透過平台發揮創意之餘，同時又可以學習	

中、英、音樂等學科知識，真可謂一舉兩得。

以往，我校的電腦科課程也有包括動畫創作的內容，但是只限在五年級，而部分學生更因專業動畫	

設計軟件的價格昂貴，並不能購買在家中使用，在創作時只能於校內進行，使用的時間也有所限制。現在，	

我們能打破時間、地點和軟件價格等限制，讓學生能隨時隨地一展所長，在家中輕輕鬆鬆地進行動畫創作。	

初學的學生更可以在家中與家長共同創作，從而減少不少技術上的障礙，與家人共同分享動畫創作的樂趣。

另外，是項計劃並不是單純地去開發一個動畫創作的軟件，而是去建構一整個動畫學習的課程，我們不僅要讓學生學會技術層面

上的知識，同時也要讓學生學會動畫的製作原理、創作概念等。正如上述所提及到的，這項計劃是要將不同的科目融合於動畫之

中，動畫創作固然是學生最感興趣的一環，但在創作前，學生還可以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學會不少的學科知識，如視藝科會教授動

畫的創作原理，中文科會從課文和古詩入手，將課文內容融入動畫，英文科則會以創意新詩或簡單寫作為主題，音樂科則會教授

一些基本的音樂原理，讓動畫配上適當的音樂或音效，令動畫更加吸引。

最後，雖然這計劃只是為期三年，而在這起步階段只有五所學校參與，但我們希望在三年後，這動畫創作平台能夠繼續運行，精

益求精，讓更多的學校參與其中，也讓更多的學生能體會到創作動畫的喜悅。

荔枝角天主教小學荔枝角天主教小學 何永聰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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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不同的意見，建構龐大的溝通和支援學習網絡， 
鼓勵協作及分享學習成果。

擴充思域合意合意

	 	 					動畫是深受青少年愛戴的一種媒體，它的魅力跨越年代，跨越國界。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網站的成	

	 	 						功，說明了分享的樂趣。把兩者結合，讓同學可以通過製作動畫，訴說故事，在互聯網上與人分享，確	

	 	 						是賞心樂事。

	 	 					「小學創意動畫教育拓展計劃」的課程理念，正是讓老師在一個相對簡單的平台系統上，教授學生製作動	

	 	 					畫的概念和技巧。同學們應用視覺藝術、音樂、電腦等的認知和技巧，可以發揮他們無限的創意，製作出	

	 	 			有趣的動畫。我們更會結合中、英等語文科，進行橫跨各個學習領域的延展課程。同學可以把他們的創作，	

	 	 透過影像、聲音，再加上文字，製成一個跨媒體作品，放在平台系統上，與其他人分享交流。善用當代的資訊

及通訊科技，觀眾和讀者可以作出回應，與作者進行互動溝道，交換意見，提升各種共通能力，達至終身、自主和愉快的學習。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王伯基校長

在剛過去的一年，我們曾在視覺藝術科課堂內介紹動畫創作的理念，然後在資訊科技科課堂裏教授	

YCME平台內的繪圖及製作動畫的技巧，好讓學生能熟習運用平台裏的各種功能。

在未來的一年，我們會在中文和英文科中抽取其中一個單元，讓學生在該單元中，利用YCME平台繪圖及	

製作動畫，然後於課堂裏向同學匯報其創作動畫的理念，以及想表達什麼。

在2013-14年，我們更希望學生能在音樂科裏應用YCME平台，例如配樂甚或作曲等。

我們希望能藉着YCME平台，發掘學生的創意，並令表達能力較弱的學生有機會利用語言來發表其創作意念。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談鳳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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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創意、帶動思考、並培養欣賞藝術的能力、從而增加自信和學習滿足感。

收集學習成果，通過創作及分享，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學生成果: 

教師成果:	

結合不同的意見，建構龐大的溝通和支援學習網絡， 
鼓勵協作及分享學習成果。



參考課程
總結總結
創意是指發明新事物的能力。它讓人敢於挑戰觀念的限制，從一種新角度、新眼

光看待事情，這正是我們解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青年動畫創作系統是「小學創意動畫教育拓展計劃」所研發的多媒體創作系統，

系統目的是提供一個簡單易用的動畫創作軟件、動畫創作的學習課程、分享學習

成果和帶動創意的平台，讓學生與教師不再需要購買高昂的軟件，便可隨時隨地

在不同的環境發揮無窮創意。

動畫是一種具豐富吸引力的媒體，動畫創作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刺激

思維，鼓勵創新，從而提高學習興趣，培養欣賞藝術的能力及創意思維。藉著動

畫創作與各科互動，輔以網上學習工具，提升學生學習和傳意能力。我們期望學

生，由掌握能力至擴闊自學空間，對於日後投身創意產業奠定基礎。

學習動機和興趣源於信心的建立，而信心建立在成功的學習經驗上。鼓勵學生投

入學習、享受學習過程並欣賞學習成果。「青年動畫創作計劃」YCME無疑是一道

為學生走向未來的門。

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著世界的一切， 

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嚴格地說，想像力是科學研究的實在因素。

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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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小學創意動畫教育拓展計劃回條

回條:� 

如欲參加計劃，歡迎填寫以下回條，並傳真至 3691-8518 ( 致:� Kathy Chan )。   

學校電郵 ：                                                    

學校電話 ：           學校傳真 ：                     

聯絡電郵 ：                                                    

聯絡老師 ：           聯絡電話 ：                    

聯絡電郵 ：                                                    

學生人數 ：         學生年級 ：      P.1       P.2       P.3       P.4       P.5       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