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藝復興— 藝術 
 
 

年級：中二級 
 
課題：文藝復興 
 
簡介：反思老師過往在課題上的教學策略，並檢示工作紙，察看學生能否在文藝復興這課題
 上達至老師預期的目標。 
 
 
 
 
第一部分：過往的教學目標、策略及評估 
 
I) 過往的教學目標： 

 
 期望學生在完成工作紙後，能夠： 

1.  認識文藝復興在藝術上的特徵。 
2.  分辨中古時代及文藝復興在藝術作品。 
3.  認識及評鑑文藝復興時期兩位在藝術上的主要歷史人物。 
4.  製造文藝復興時期兩位在藝術上的主要歷史人物的「身同感」。 

  
 
 
II) 過往教學方法： 

 
1. 課堂教授：利用光碟、課本。 
2. 工作紙 
3. 人造模型 

 
 
III) 過往教學程序： 

 
1. 老師透過教學光碟、課文先讓學生了解及分析文藝復興時期與中古時代的藝術作
品的分別。 
 

2. 老師在完成教學部份後，讓學生完成作業，鞏固其已學的知識。 
 

3. 老師介紹達芬奇、米開蘭基羅及拉斐爾三位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代表人物。 
 

4. 老師再而邀請學生透過網頁的搜尋，完成工作紙，讓學生自學地了解及分析達芬
奇及米開蘭基羅的作品（見附件一），評估學生能否在課堂的講解、課業的完成
及網頁的自學後，準確地分析及評鑑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作品。 
 

5. 與美術科老師合作，讓學生製作自我人像模型，製造與藝術家的「身同感」。



（附件一） 

 

中二級歷史科 

文藝復興— 藝術 

 
姓名：      班別：   ( ) 
 

 
大作家，達芬奇還是米開蘭基羅？ 

 
你是生於 1564 年的作家，很欣賞達芬奇和米開蘭基羅這兩位藝術家，想替他們寫一本傳記

，但很可惜，你只有出版一本傳記的錢。經過下列的資料搜集，最後你會選擇誰當主角？ 

 
 達芬奇 米開蘭基羅 

(I) 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   

出生年份   

出生地點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                                              

樣貌 
(請劃出他們
的樣貌) 

  

(II) 學歷 畢業於                                               畢業於                                                   

(III) 專長 



(i) 繪畫  

 

 

 

 

 

 

作品：(a)                                            

特色：                                              

                                                             

 

 

 

 

 

 

 

作品：(a)                                                

特色：                                                  

                                            

  

 

 

 

 

 

 

作品：(b)                                            

特色：                                               

                                                             

 

 

 

 

 

 

 

作品：(b)                                               

特色：                                                   

                                                                 

(ii) 設計  

 

 

 

 

 

 

 

機械設計：                                          

設 計 於 :                                              

年 

特色：                                                 

 

 

 

 

 

 

 

 

建築設計：                                          

設 計 於 :                                               

年 

特色：                                                  

(iii) 其他才能 解剖學/醫學 雕刻 

 
 

  

 
 



  

 

 

 

 

 

 

 

獨特之處：                                        

                                                             

                                                            

 

 

 

 

 

 

 

 

 

雕像名稱：                                          

獨特之處：                                         

                                                              

(iv) 創作宗旨                                                             

                                                            

                                                            

 

                                                               

                                                               

                                                               

 
 
結論 

選定人物：達芬奇/米開蘭基羅 

 

你最欣賞他的作品是：             

 

原因：                               

             

             

      

其他理由：            

             

              

 

 

參考網址： 

1. www.ceiba.cc.htu.edu.tw/fineart/datebase/painter-wt/davinci.htm 

2. www.celebrity.50g.com/htmlpage/newpage2.htm 

 

  



第二部分：反思 

老師在過往的教學策略主要集中在課堂教學，老師透過多種不同的媒體，例如課本、作

業和光碟，讓學生達成目標。 

 

而老師則利用工作紙（附件一）及雕塑造型，作為學生能否達至教學目標的評估方式。

但是從學生交回的作業及工作紙顯示，學生只能在部份項目上達標。例如：學生能分辨

中古時代及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的特徵（只能在口頭上作評估）、對文藝復興時期兩

位在藝術上的主要歷史人物有初步的認識和了解（工作紙的成績）、亦能為學生帶出與

藝術家的「身同感」（雕塑的製成品）。 

 

但學生並未能自我分析及欣賞藝術作品，並且大部份同學亦未能指出達芬奇的著作蒙羅

麗莎— 永遠的微笑，對藝術發展有何重大意義，甚至不能了解藝術作品對歐洲社會的發

展有何關係。故此，設計更多、更詳細的工作紙，使學生更能深入了解文藝復興時期藝

術作品及其意義。 

 

 

第三部分：重新釐定的教學目標、策略及評估方法 

 

I)前言 

課程設計模式— 目標模式/泰勒模式（Tyler 1940） 

 要重新設計更有效的課程，新的課程會根據近代課程設計的其本原則— 泰勒模式，以

 目標為本，內裡包含了四個重要的原素：課程的取向（即目標的訂立）、理念（以學

 習經驗為主導）、課程本身的組織及其結構及如何評鑑學習者的表現（目標是否達到

 預期的成果）。為藍本，使學生更投入學習。 



 

 

 

II)教學目標： 

 (1) 培養學生對歷史學科的認知和理解能力 

 目標預期學習者能夠掌握研習歷史的基本概念和辭彙，在此課題，要求學生能說明封 建

時代的社會架構、認識「復興」一詞的意思；認識和理解文藝復興時期的主要特徵； 找

出主要歷史事件和社會架構發展的演變（由封建制度至人文主義的興起）。 

 

 (2) 對歷史學科知識的運用 

 目標預期學習者能夠明瞭及正確地使用歷史的基本概念和辭彙；描述史料的特徵。 

 

 (3)對歷史資料能作出分析、研究和歸納 

 目標預期學習者能夠從史料（各份工作紙）中作出歸納和推論；分辨歷史事實和見解

； 運用想像力重組往事及選取、組織和運用史料，有條理地表達。 

  

 (4)透過歷史研習，培養態度和價值觀 

 目標預期學習者能夠與自我本身的生活連上關係，培養正確和積極的價值觀，能夠欣

 賞藝術家的堅毅和探索精神，和科學的發展。 

   

III)教學程序改進（策略） 

 

 在初中歷史科的課程綱領內列明，老師可就著四大方向，給學習者製造共同經驗。包



 括：採用史料、使用多種教學資源、透過閱讀學習歷史和透過活動學習歷史1。而這

 四種方法，也就是應用了不同的社會環境2，讓學生主導學習3。試就著這四大範疇，

 老師製作這些「工作紙」及雕塑的創作，讓學生從多元化的角度學習文藝復興這課 

題。 

 

 為針對學生在「經驗學習」的過程上能獲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從而達至老師預期的目

 標，建議利用四份工作紙，透過學生學習初步鑑賞藝術品，再而讓學生從史料中學習

 歸納和推論；分辨歷史事實和見解；運用想像力重組往事及選取、組織和運用史料，

 有條理地表達。故此，工作紙的設計必須是連續性的（連續性是指從連續的學習中所

 得的各種技能，都是為了帶出一個結果— 即是目標4）、序列性的（序列性是指每一

 個經驗的提供，是配合後續的經驗，再而達到目標。）及整合性的（持久性，學生是

 否能夠把知識應用於生活上）。 

 

 教學程序有如下的改進： 

1. 引發動機：完成工作紙（附件二）。先讓學生欣賞達芬奇的作品蒙羅麗莎— 永遠的

微笑，讓他們發揮其創意、想像力及分析能力，從而引發他們評鑑藝術作品的興趣

和技能。 

 

2. 當學生能初步掌握欣賞藝術作品的能力，再設計工作紙（附件三），讓他們進一步

分辨中古時代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的分別。 

 

3. 講授：老師透過教學光碟、課文，鞏固學生從經驗學習得來的知識，並完成作業。 

 

4. 當學生了解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的題材後，老師再介紹達芬奇、米開蘭基羅及拉

斐爾三位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代表人物，從而了解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的特徵，

                                                 
1初中歷史科課程綱領。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1。 
2Dewey,J.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n Boydston, J.A. (ed)(1980). 
3Doyle,W.(1992), curriculum and Pdagogy, in Handbok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eduted by P.W. Jackson,p.507. 
4Tyler,1949. 



及更深認識「復興」一詞的實例。 

 

5. 讓學生完成改良工作紙（附件四），透過網頁的自學，分析及評鑑文藝復興時期兩

位著名藝術家的成就，學習歷史詞彙，更可讓學生從藝術家的生平裡，學習成功應

有的態度和價值觀。 

 

6. 當學生了解兩個時代藝術作品的分別後，老師再透過工作紙（附件五），讓學生運

用想像力重組其他同學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選取、組織和運用二手史料，有條理地 

中作出歸納和推論，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發展與改變社會封建制度的關係。



IV)工作紙目錄： 

 

1.  文藝復興— 藝術：達芬奇的永遠的微笑（附件二）。 

2.  文藝復興— 藝術：達芬奇的永遠的微笑及中古時代的繪畫（附件三）。 

3.  文藝復興— 藝術：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附件四）。 

4.  文藝復興— 藝術：文藝復興的藝術與社會關係（附件五）。 

 

V)評估方式 

 在泰勒的對評估的定義當中，認為評估是證明目標達成的證據。形成評鑑（ 

 Formative Evaluation）的採用可循序漸進的考核，可表現學習者技能的提升度，證明

 目標的存在。 更相信教育評估應最少以兩種方法進行，才能提供確切的證據5。 同

樣 地，香港課程發展署所提供的歷史學習綱領內，也要求老師採用的評核方式與課程的

 目標及結構緊密配合。老師也該讓學生在不同方面的表演來評核其成績。而循序漸進

、 持續性的評核，亦有助學習者的進步。但最終亦要求老師則重學生寫作方面的能力以

 作評核6。 

 

 故此，老師可透過連續性、序列性及整合性的工作紙，持續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 

 

 再者，老師不再單止在課業成績上評鑑學生，提議保留與美術科老師合作，讓學生製

 作自我人像模型的部分保留。除製造「身同感」外，也可從中評估學生有否學習得到

 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作品的特徵及其態度和價值觀，例如：堅毅、負責任的態度。 

 

                                                 
5Tyler(1949)p.108. 
6初中歷史科課程綱領。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1。 



（附件二） 

 

中二級歷史科 

文藝復興— 藝術：達芬奇的永遠的微笑 

姓名：      班別：   ( ) 

你對達芬奇繪畫蒙羅麗莎這一幅著作，有何評價？你認同同學的說法嗎？ 

      

「她以微笑看著觀眾，但眼神卻很神秘，看似含著淚水般，心裡像是滿懷心事，有很多

說話要告訴我們，微笑也不是真心的。」    — 2D黃秋靜 2003 

 

你看到的又是什麼？ 

             

             

              

 



（附件三） 

 

中二級歷史科 

 

文藝復興— 藝術：達芬奇的永遠的微笑與中古時代的繪畫 

姓名：      班別：   ( ) 

當同學看完「永遠的微笑」後，知不知道它為何會震撼當時整個歐洲的藝術界？試從以

下中古時代的作品作一比較，你便會知道了！ 

            

達芬奇— 永遠的微笑    中古時期的作品 



 

 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 中古時代的作品 

題材   

人物眼神   

人物神情   

線條   

背景  

 

 

畫面構造                        立體/平面                         立體/平面 



改良版（附件四） 

 

中二級歷史科 

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 

 
姓名：      班別：   ( ) 
 
除了繪畫以外，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均在其他方面創造了出色的成就，可從以下史料研究。 

 
大作家，達芬奇還是米開蘭基羅？ 

 
你是生於 1564 年的作家，很欣賞達芬奇和米開蘭基羅這兩位藝術家，想替他們寫一本傳記

，但很可惜，你只有出版一本傳記的錢。經過下列的資料搜集，最後你會選擇誰當主角？ 

 
 達芬奇 米開蘭基羅 

(I) 個人資料  
英文姓名   

出生年份   

出生地點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                                              

樣貌 
(請劃出他們
的樣貌) 

  

(II) 學歷 畢業於                                               畢業於                                                   

(III) 專長 



(i) 繪畫  

 

 

 

 

 

 

作品：(a)                                            

特色：                                              

                                                             

 

 

 

 

 

 

 

作品：(a)                                                

特色：                                                  

                                                                

  

 

 

 

 

 

 

作品：(b)                                            

特色：                                               

                                    

 

 

 

 

 

 

 

作品：(b)                                                

特色：                                                   

                                                                 

(ii) 設計  

 

 

 

 

 

 

 

機械設計：                                          

設 計 於 :                                              

年 

特色：                                                 

 

 

 

 

 

 

 

 

建築設計：                                          

設 計 於 :                                               

年 

特色：                                                  

(iii) 其他才能 解剖學/醫學 雕刻 

 
 

 
 

  



  

 

 

 

 

 

 

 

獨特之處：                                        

                                                             

                                                            

 

 

 

 

 

 

 

 

 

雕像名稱：                                          

獨特之處：                                         

                                                              

(iv) 創作宗旨                                                             

                                     

                                                            

 

                                                               

                                                               

                                          

 
結論 

選定人物：達芬奇/米開蘭基羅 

 

你最想描繪他生平那部份？：             

原因：                      

           

 

你最欣賞他的才能是：             

原因：                               

             

              

在過往學習歷史的經驗裡，你覺得達芬奇/米開蘭基羅和其他成功歷史人物有何共同特質？ 

 

你最欣賞的歷史人物：           

原因：            

              

 

他與達芬奇/米開蘭基羅共有的特質：        

  



              

      

你應為他最值得你學習的地方是：        

              

 

這些特質如何應用於你的生活上？ 

             

              

 

參考網址： 

1.www.ceiba.cc.htu.edu.tw/fineart/datebase/painter-2.

 2.wt/davinci.htwww.celebrity.50g.com/htmlpage/newpage2.htm



（附件五） 

 

中二級歷史科 

文藝復興— 藝術：文藝復興的藝術與社會關係 

姓名：      班別：   ( ) 

我們可試從同學們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對兩位藝術家的評價，再分析藝術作品對當時歐洲

社會的影響。 

I)米開蘭基羅  

「我最欣賞是米開蘭基羅的大衛像，他盡顯聖經中大衛這歷史人物的霸氣，並且精細的雕
出了人體的曲線美。我想他一定對這聖經人物十分崇拜。」 

                                                                                                                         
— 2C劉國榮 2003 

 

「他的畫功很精細，不像中古時代的那樣，這樣才算是一個畫家。但是他卻不能如自己所
願，鑽研雕刻，卻要花上一生去設計聖彼得大教堂和完成教堂的裝飾。」 

                                                                                                                          
— 2A黃子欣 2003 

 

「雖然我覺得米開蘭基羅不是很全能，但是我很敬佩他的毅力。他為了完成西斯汀大教堂
的繪畫，連自己的身體健康也不顧。最後更是瞎了，但也堅持完成他的作品。」 

                                                                                                                        
— 2E駱偉聰 2003 

 

1. 從同學的評價中，你可知道當時社會勢力最強大的是誰？ 

               

2. 強大的勢力有否影響當時的創作潮流？有何證據？ 

               

               

3. 從米開蘭基羅的創作看，試猜兩個原因，為何當時藝術創作的主題全是要配合社會勢力

？ 



              

             



 

II) 達芬奇  

「我覺得達芬奇很勇敢，他沒有理會當時教會的勢力，偷偷地對人體進行解剖，使後世人
明白人類的結構。這不但令藝術邁進一大步，也成就了醫學的發展。」 

                                                                                                               
— 2D林文俊 2003 

 

「我欣賞達芬奇的才能，他不單是一個藝術家及科學家，在他生命裡，利用敏銳的觀察力
，研究世間上每件事物，再轉化成自己的知識。」 

                                                                                                                
— 2B謝靄婷 2003 

 

「達芬奇並沒有做金錢的奴隸，他沒有替富有的商人們作畫，卻是不斷研究科學，創造了

很多奇蹟。如坦克的設計，他的思想比當時的人快了幾百倍！」 

                                                                                                                

— 2D許文鋒 2003 

 

4. 比較米開蘭基羅與達芬奇的創作，在當時社會強大勢力的背後，是否有另外一社會勢力

正影響他們的地位？你猜想會是誰？ 

               

5. 試就你所知，為何這股新勢力會漸漸興起？ 

               

6. 試猜猜，新勢力的抬頭，對當時整個社會的結構有何改變？ 

              

              

7. 社會結構的改變，有利於那方面的發展？試舉出證據。 

               

               



8. 人類各方面都得以發展，對生活有何影響？ 

               

第四部分：總結 

 

I)改良後課程的優點 

 

改良後的教學過程，是根據泰勒的課程設計思想模式，比以往有系統。在目標上，老

師更容易掌握各學生的程度，從而調適教學進度。 

在目標上，學生更容易達至老師要求的目標，老師也可在過程中不斷評估該目標是否

達到。 

在學習過程中，以學生為主導，學生可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滿足感，因為很多的

答案都沒有標準，學生可運用自己的創作力、想像力和認知能力，去學習歷史。 

評估方面，學生不需要強記歷史資料，卻是透過自學方式、創造力的發揮，達至老師

的要求。這樣評估的方法，好讓學生更輕鬆、更活動、自主的學習。 

 

II)改良後教學過程的缺點 

 縱然有清晰目標的釐定、老師對學習者製造目標相關的經驗、有確切的課程組織和評

 核方法，學生本身的學習能力、認知能力也並非相同。所以制定目標，也未必能收到

 預期的效果。況且，預期的效果也缺乏彈性，也削奪了學習者本身的學習空間，得出

 來的結果亦未見衍生性。故此，學習應由學生為主導，讓他們發掘學習的興趣，從而

 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和社會生存的技能，這才是教育最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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