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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1. 計畫背景 

  

甲、需要更多照顧資優生的特殊學習需要的教學策略及支援服務 

積極培養具獨立思維和創造力的新一代，是香港教育的重要願景。現時中小學人文

學科包括：藝術、語文、文學、通識、歷史、地理等，而藝術正是體現創造力的集

中地。2003年教育當局已在《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指出課程

有助學生獲得藝術和欣賞藝術的經驗，以掌握知識、技能和價值觀。334新學制設

有其他學習經驗，其中藝術教育須加強學生的跨科學習能力、批判思考和創造力。 

2011年至2014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已委託本會「文化地圖」舉辦多項錄像藝

術與人文學科跨科資優教育培訓課程。本會走訪了參與計畫的教師，大部分表示本

會提供的錄像藝術跨科教學模式令學生樂於學習，相關配件能支援校本課程教學需

要。教師表示平日教學既要預備新學制課程和學生的公開試，個人也要參加不少專

業進修。全因人文學科的跨學科學習，涉及不同學科知識領域、技術和教學資源，

非短期能獨力掌握，有需要聯繫不同組織和界別的專業，在有限的學校資源難為之，

故建議繼續開拓與媒體藝術相關教學策略與配件作校外支援。 

 

乙、「中港城市自然與社會」的文化專題 

「一國兩制下」，香港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與

國內城市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可持續發展」

的城市發展方向，是近年香港重要的政府政

策。 

 

一國兩制的政冶體制下，中國國內城市與香港

關係密切，無論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生活上均

唇齒相依。以水源為例，東江水是珠三角地區

人民的賴以生存的天然資源。然而，東江水在可見未來的十年將全面受污染，水源的

保護有賴兩地政府環保政策，更需公民實踐環保生活，兩地城市方能可持續發展。 

 

教育方面，「城市和自然」的專題學習，往往在定位上以城市發展如何影響「城外」

的自然環境的二分法作討論。然而自然資源，在城市生活中並不一定「自然（natural）」，

從近日本港討論購買東江水和未來淡水供應問題，涉及政治和經濟等民生問題可見一

班。考慮到香港學生的學習發展水平，對中國國內的社會情況急需進一步認知，計畫

將利用接近日常生活的經驗，引導學生進入可持續發展教育，以填補中港城市間「社

會與自然」兩者議題學習的空白。 

 

2. 計畫長期目的及發展方向 

計畫旨在運用錄像藝術（評賞與創作）的形式 (form)為載體，促進「城市與自然」的文

化專題作內容 (content)，成為資優教育的學習內容，喚起學生的環保意識，以提升公民

責任和人文素質。計畫針對人文學科跨科學習的要求，提供經驗式的教學策略和配件與教



錄像藝術評賞與創作校本抽離式人文學科資優培育計畫－中港城市自然與社會 

 

2 
 

師應用。策略和配件的設計，將配合資優生的認知和評鑑能力，探索城市空間內，社會與

自然的互動關係，再進行文字或錄像創作，以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與

社交能力。 

 

計畫主題鎖定為「中港城市自然與社會」。主題既能促進學生對自身生活和居住地，有關

「社會與自然」議題下的人與事物的關心和對居住地的歸屬感，也能建立對身處的環境空

間，涉及不同的自然資源和物種及社會各階層市民，以至城市文化和經濟價值等的關聯，

繼而思考中港兩地的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的變化。讓學生關懷地球村內不同公民的生存狀

況，喚起他們深度的保育意識，對居住地的歸屬感，長遠可改變個人的生活態度，提升學

生的公民責任和人文素養。 

 

3. 短期目的： 

對象  目的  

教師  1) 透過工作坊等，啟發人文學教師進行或設計互動的資優教育課程或學習活

動，提升教學水平。 

2) 藉受訓教師把計畫的資優/可持續發展教學策略和資源，進一步推廣給同工，

以在正規課程注入資優教育的三大元素，即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

及社交能力，以提升教學效果。 

學生  動畫是較受歡迎的藝術形式，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計畫以定格動畫藝術為載體

的創作學習活動： 

1) 能培養資優生的藝術知能；  

2) 提升高層次思維技巧和個人和社交能力； 

3) 啟發創意潛能； 

4) 反思城市可持續發展社會和個人的關係，以提升人文素質。 

 

4. 理念架構：以藝術創作為學習方式，主題為人文學科跨科學習的內容，發揮學生創造力，

提升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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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計畫理念，以藝術評賞與創作為方法，由生活切入，培養藝術涵養；在多元智

能的概念下，啟發學生思考、培育創造力及個人與社交的能力，讓「人文素養」最

終得以提升。 

 

乙、人文指「人類的文化」，人文主義，則指「任何以人類福利為本位的觀點或態

度」。「人文素養」即「指人文及人文科學等的認知與知識，經由學習、內化的過

程，進入生命本體，影響並轉化人的觀念、態度、習性、氣質與行為。最終極目的，

為落實對人的關懷」。1 

 

丙、「中國城市自然與社會」為主題，作自我探索，激發創作：以定格動畫創作，

配合探討「城市與自然」的社會議題，可發揮資優學生的創造力，建立他們看世界

的獨特觀點。學生對有關議題與自身關係的反思和情感表達，有助學生建立正面而

具人文關懷的個人價值觀和負起公民責任，人文素質遂得以提升。 

 

5. 基本概念介紹： 

甲、城市： 

 

 

 

 

 

 

 

 

 

 

 城市，由自然 資源與人類文明

所交織而成，是現代社會生活的載體。但大多數城市的專題學習，自然環境，

常以人造/自然二分法了解。 

 

 人類社會與環境的關係微妙。人類透過不斷改造自然環境，以切合城市大量人

口的生活，但城市發展卻同時受制於自然環境。Lisa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便在《Cities and Nature》一書的開始，以1995年芝加哥

市的一場被指為「天然災害」的熱浪襲擊，持續高溫令市內一星期死去700人的

                                                       
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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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作出提問：如果那是「天然災害」，為甚麼統計數字顯示死者大多是獨居

長者？「災害」未必全然自然，個案反倒突顯了芝加哥市獨居長者缺乏照顧等

的社會問題，2突顯了自然的社會性。就如汶川大地震並非純粹「天災」，如果

社會不是貪官污利橫行洐生大量的豆腐渣建築，地震傷亡人數不會如此驚人。

自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有需要作出深入探索。 

 

乙、城市是社會－環境辯證（society-environment dialectic）：「城市是社會－環境辯證」

是計畫的主題的理論核心，將參照 Lisa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

在《Cities and Nature》，以城市是社會－環境辯證的社會學為切入點，探索自然、

城市和社會權力間的關係。城市社會生活與環境過程密不可分，「城市是社會－環境

辯證」著重自然的社會面向，探討三個主題：「城市是生態系統（ecosystem）、城

市裡的自然、以及都市可持續發展性（urban sustainability）」。 

 城市 

城市往往處於「自然」或「原始」的對立面，或被理解為從「自然界」區別出來的

人類發明。城市常被視為與自然物理世界隔絕，獨立自存的環境。事實上，過去十

年異常的全球氣候變化，令城市今天成為各類環境問題的發源地，另一方面，也是

解決這些生態問題的關鍵。城市，盛載著人類的夢想，也同時製造各式各樣的問題，

是個既複雜且矛盾的空間，值得各國政府認真地思索如何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下，

促進生態城市的發展模式。 

 

人類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和城市化的短短三百年，少數的西方國家便消耗了地

球資源超過60%，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氣體濃度增加五倍，影響著人類的生存環境。

相反，佔全球21%城市人口的中國，只佔全球7%的耕地、7%的淡水資源、4%的石

油儲存量、2%的天然氣存量。中國的資源有限卻負起全球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如

果按美國模式（以單佔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以上的資源與能源），需要三

個地球支持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中國根本不能搬西方的模式作城市化發展。（仇保興，

城市中國第41期）中國迫切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對傳統的城市開展模式進行深

刻的反思。 

 

 中國內地的生態城市 

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生態環境建設的探索，1987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城市與

城市生態研究及在城市規劃和發展中的應用國際討論會」，推動中國生態城市的發

展。 

 

2007年8月19日，深圳共156公里的光明新區正式成立，為深圳后工業化時代建設一

個不同於以往工業城市的低碳排放的綠色新城。2010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低

碳經濟合作項目動員大會」，廣東省成為「國家低碳經濟試點」。 

 

2010年3月5日，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政府

                                                       
2 Lisa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 Cities and Nature: Routledge Critical Introductions to Urbanism and 
the City, New York: Rou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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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指出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加強適應及減緩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

大力開發低碳技術，推廣高效節能技術，積極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強智能

電網建設。加快國土綠化進程，增加森林碳匯，新增造林面積不低於592萬公頃。

要努力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徵的產業體系和消費模式，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

合作，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取得新進展。」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中國城市發展模式轉型趨勢──低碳生態

城市》一文表示中國發展低碳生態城市的主要特點與優勢，首先，中國城市發展轉

型伴隨著工業化，而不是發達國定的後工業化產物，因此必須結合城市產業的轉型

與低碳工業模式的建立。 

 

第二，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在未來三、四十年的城鎮化（見下頁關鍵詞）的高峰

期，預期全國每年有1,500至2,000萬農民進入城鎮，每年新建築約為二十億平方米，

即中國每年將消耗全球約40%的水泥和35%的鋼鐵。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空間可塑性

較已發展大。例如歐美發展國家降低一吨二氧化碳的氣體排需投資二百歐元以上，

中國則可能只需其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投資。 

 

第三，中國以農立國，傳統農耕文化造就了天人合一、天人相付、天人一體等原生

態意識。如果政府政策能強化此方面的傳統機智慧，將有助低碳生態城市的實踐。 

 

第四，中國正推行的園林城市或山水城市的形態強調山水與城市強調和諧共存，成

為永續城市不繼增值的資源。 

 

第五，中國的低碳生態城市發展需要多樣性以對應遼闊土地的不同特性。例如在南

方，可採取遮陽降溫方法減少對空調的使用，以自行車等綠化交通工具減少能源的

使用。北方的嚴寒地區，改用太陽能代替傳統燃料供熱。 

 

第六，中國必須走城鄉互補發展的路，城市和農村必須結為夫婦，煥發新的生機和

孕育新的文明。以農業生態角度而言，農業發展與第三產業服務業（見下頁關鍵詞）

相互依存，用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鞏固農業的循環經濟發展。 

 

第七，氣候變化是全球共同面對的生態危機，國際間的合作能促進創新城市的發展

模式。 

 自然 

我們常把自然當成物理資源與文化意義的容器，卻較少用自然對比社會。計畫培訓 

課程，將以「自然」指涉包括人類在內的物質世界，當中自然與環境兩字將在課程 

內容中交替使用。 

 

 城市是生態系統（ecosystem）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認為「都市研究長期忽視城市的物理特

性；重點放在社會、政治與經濟，而非生態上。然而，城市也是生態系統，奠基於

由社會和經濟力量之複雜稜鏡中介的物理世界。」近年城市生態系統的研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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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環境議題和都市考量之間，以及社會網絡與生態系統的複雜關聯」。 

 

自然地理學家 Ian Douglas主張城市可被視為生態系統，輸入能源和水，輸出噪音、

氣候變遷、污水、垃圾和空氣污染。「城市是社會－環境辯證」的其中一方法，可根

據輸入與輸出數量作衡量。例如在城市會以能源改變室溫（炎夏開動空調降溫，寒

冬開動暖氣增溫）以進行活動。城市耗用大量能源，能源比較昂貴的城市，人口密

度會比能源比較便宜的城市高，而且比較倚賴公共運輸。能源改變室溫，也同時排

出大量二氧化碳造成空氣污染。 

 

本工作坊將集中以水、城市的垃圾和城市中的物種看城市生態系統的循環，如何影

響社會上不同人的生活或者生存狀況。 

 

 城市裡的自然：水 

當陸地被人類分割成不同國家的領土時，水依然通過河流、地下水流或空氣貫穿各

政治空間，不分國界的流動。「水是基本的生命要素。」城市的淡水可得性（availability）

是決定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北方氣候乾燥少雨，缺乏水源，政府便進行耗資

鉅額的「南水北調」（見下頁關鍵詞）工程，改變了原有河道的流域從南方引水供

北方使用。放眼地球城市生態，這邊廂已發展國家美國城市拉斯維加斯本是沙漠，

看似擁有用之不盡的「自來水」，實只是美國政府投放昂貴的水利工程，從其他城

市輸送淡水到該地，並廉價價錢供應賭城使用。當賭城能繼續夜夜笙歌，過著揮霍

無度的生活，地球的另一邊有多少因得不到潔淨水飲用，生命處於水深火熱？發展

中國家爭相以美麗城市樣貌示人，好像忘記了貧民窟的劣境，例如：菲律賓的的首

都馬尼拉，受污染食水仍然是社會最底層致病的源頭當中以兒童最為受害。 

 

 相關資料 

1. 2000年中國大部分地區降雨量偏少，北方大部分地區春夏大旱，南方

部分地區也發生春旱和秋旱，全國有三百個城市缺水。 

2. 2004年華南地區大部分出現秋旱的情況，南方降雨量持續偏少，為自

1951年來降雨量最少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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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與垃圾 

 
 

「城市的主要輸出是垃圾。」城市中大量消費製造的垃圾，不是於垃圾場堆積

如山，就是經焚化爐造成空氣污染。環境管理的議題與社會公義息息相關，不

少有關環境正義的文章指出，垃圾處理的設施都坐落在收入較低或地處邊緣的

社區。中國的首都北京已經出現垃圾圍城，王久良導演的紀錄片《垃圾圍城》

特別對北京垃圾山和貧民窟人民的生活情況有不少描述。導演金華青的紀錄片

《呼嘯的金屬》，描述了值得致敬的國內環保大軍，回收廢金屬的農民工的生

活。 

 

另外，隔鄰深圳市政府實施環保政策綠籬行動，當中停收回收塑膠，造成香港

回收塑膠堆積如山的事件，已影響香港環保政策的可行性，也影響相關行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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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與城市 

 

「自然往往以出乎預料且未經規劃的方式現身城市。紛雜多樣的野生生物

不斷在城市尋找棲位（niche）。透過城市與野生生物關係的敘事，可以描

寫出都市的各種張力。無論是城市裡眾多的老鼠故事，或是特定城市中的

老鷹故事裡，都市的動物地理（animal geographies），都可以告訴我們

很多有關城市－自然辯證的道理。… 

 

城市裡還有更具自我意識的自然參照。…沒有海德公園（Hyde Park）的

倫敦，沒有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的紐約，或沒有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的華盛頓特區都是難以想像的。…現在的城市公園不僅追求美感，

也為了拓展遊憩機會。都市規劃者體認到，成功的自然參照是營造合適氣

氛的重要因素，而且往往與經濟再開發息息相關。」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 

 

香港漁農處投入不少資源跟蹤沙田馬騮山的猴子的行走路徑，並替猴子進行絕

育手術，皆因遊客過度餵飼猴子，影響其生理狀況所致。香港大嶼山或新界地

方的流浪牛，是香港工業化下受遺棄的動物。流浪牛缺乏照顧，在已變成新市

鎮的大嶼山馬路上到處遊蕩，或者找食物，不時會因此被車輛撞倒。近年更有

人故意撞死多隻流浪牛，引起不少的公眾輿論。導演黃勺嫚紀錄片《牽牛花》

紀錄一名女子，還有她的一百多隻流浪牛，道出她對城市中人和牛的遺憾和關

懷。 

 

 

 

丙、城市可持續發展性 

 「城市可以在環境上存續的想法」為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性。「可持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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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生活態度及

方式均需要改變，亦要認識人類各種決定如何影響三個範疇的平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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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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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生活態度及方式均需要改變，亦要認識人類各種決定如何影響三個範疇

的平衡發展。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乃指 「人類的發展能夠滿足當代的

需求，且不致危及到我們的子孫滿足其需要的能力」（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永續發展的重要精神在於追求社會、

經濟與環境三面向的均衡發展，即： 

 

社會層面 (Social)：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 

經濟層面 (Economic)：主張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環境基礎上的持續經濟成長。 

環境層面 (Environmental)：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 

（撮要自http://bud.tncg.gov.tw/bud/doc/cp/tnsus/index.files/01.htm） 

 

 

 城市產生環境成本，長遠將影響城市發展。高速發展的城市，特別是發展中國

家的城市，其發展付出的環境成本相對高。這些城市往往缺乏環境管制政策，

未有將環境品質控制視為政治議題。以中國為例，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雖

帶來經濟快速增長，卻令空氣、水源和土地嚴重地受著污染。全球首屈一指的

GDP驚人增長背後，中國是付出了沉重的，甚至不可逆轉的環境代價。作為發

展中國家，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國。中國的能源效率低，而且過度

使用媒炭作能源，其做成的環境污染，是中國未來廿年中國必須面對的嚴峻問

題。 

 

http://bud.tncg.gov.tw/bud/doc/cp/tnsus/index.files/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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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炭經濟」的概念，首先見於2003年英國的《我們的未來能源－創建低炭經

濟》白皮書，自此低炭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漸受各國所重視。中國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於2009年11月2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2020年中國單位GDP

的碳排放量的目標要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中國面對史無前例的生態危機

中，香港的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香港與珠三角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性 

距香港最近的國內城市：深圳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1980年深圳首

先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河的另一邊就是香港，是首先進入內地開放

窗戶者。除了深圳經濟特區提供大量廉價勞工和廠房，吸引本港企業率先將香

港原有的工業生產線北移外。（深圳最初的城市規劃目標常住人口只是30萬，

也有一群香港城市建設專業，包括今日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受邀參與規劃的。可

見中國現代化發展與香港政治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也可以說中國的生態問題，

始於深港等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城市發展。 

 

企業開設的工廠由深圳，珠海，廣州，惠州等珠三角地區擴散，使中國成為了

「世界工廠」，逐步令珠三角地區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發展，加速了全國

城市發展的步伐。改革開放令大陸人民生活水平在某程度上得以改善，但城市

發展帶來環境污染問題嚴峻，已影響不只是港深的珠三角地區，還有全國人民

生活。 

 

城市人口密集，產生大量廢物和污水。以逾一千萬常住人口的深圳為例，每日

過百萬噸城市污水，長年經由市內十多條天然河流排入海洋。也令居於珠三角

的市民甚至海洋生物，例如：中華白海豚等瀕臨絕種。 

 

深圳本身並不缺乏水源，但過去三十年的快速經濟發展，市內全數河流逐一成

為了排污溝渠，最終河水無法飲用，深圳市民被迫高價購買東江水使用。東江

是珠江四大水系之一，供應著粵港近五千萬市民日常用水，但東江水估計在未

來十年也會受到污染至再不適宜飲用。空氣指數中碳排放量已超過山林和綠地

所能吸收的兩倍。除了氣候暖化，香港固體垃圾將沒有足夠空間處理。因此香

港環保局近年積極推動全港的「減廢節能」運動。 

 

不論已發展或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皆努力建造擁有潔淨水源、清新空氣等優

質環境品質。大珠三角地區（包括：深圳，珠海，廣州，佛山，惠州，東莞，

中山，江門，肇慶9個內地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共享的空氣、水源、土壤和

嶺南文化的成果。城市與城市有地域之分，但環境資源卻大家共有的。在面對

生態危機的前題下，大珠三角地區就是命運的共同體，粵港有迫切需要攜手推

動環境保育，以改善當前的生態危機。在環境保護方面，大珠三角也應成為中

國聯市環保運動行動中的「橋頭堡」。 

 

有見生態危機影響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於2012年6月25日，廣東省住房和城

鄉建設廳、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工務司共同公佈



錄像藝術評賞與創作校本抽離式人文學科資優培育計畫－中港城市自然與社會 

 

11 
 

了「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提出從環境生態、低碳發展、文化民生、空

間組織和交通組織五個領域提出合作建議。當中三地政府表示鼓勵區域內居民

的跨界文化交流和跨界教育合作。 

 

6. 關鍵詞介紹： 

甲、資優三大元素，即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 

高層次思維技巧：在「中港城市與自然」議題下，學員應用「多角度藝術評賞電影」

作為高層次思維技巧，觀看短片和動畫錄像，並透過分組討論和講解，了解導演如

何表達意化。學員將從參照導演的思維技巧，再以理性分析問題。導師引導學員作

出探究以尋求答案，建立對事物的獨特見解。創見將有條理而理性地表現在堂上的

「錄像導賞實習」和「藝術評賞」作業中。 

 

創造力：「錄像導賞實習」和「藝術評賞」創作，能大大提升資優生五個方面的創

造力 (five abilities of creativity)。學生要就「中港城市與自然」議題創作「藝術評

賞」，將產生感觸，再形成立場和表達的內容，這是「敏覺力 (sensitivity)」。「錄

像導賞實習」要求學生在短時間內運用大量台詞與觀眾產生交流，能鍛鍊學生的「流

暢力(fluency)」。交流中，學生需具有轉換話題的能力和與觀眾突發的應對能力，

「變通力(flexibility)」得以提升。學生在兩種學習過程中，需尋找與眾不同的立場和

角度，這便是「獨創力 (originality)」; 此外，在極短的導賞過程中（5分鐘），學

生需準確把握時間，不斷優化表達內容，便是「精進力(elaboration)」。 

 

個人及社交能力： 課程涉及分組討論和匯報，將提昇學員的社交能力。「錄像導賞

實習」也將提升學生的個人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 

 

乙、南水北調 

南水北調工程的根本目標是改善和修復北方地區的生態環境；近期的供水目標為：

解決城市缺水為主，兼顧生態和農業用水。 

 

南水北調東線和中線工程涉及7省直轄市的44座地級以上城市，受水區為京、津、冀、

魯、豫、蘇的39座地級及其以上城市、245座縣級市（區、縣城）和17個工業園區。 

 

從五十年代毛澤東提出「南水北調」的設想後，經過幾十年研究，南水北調的總體

布局確定為：分別從長江上、中、下游調水，以適應西北、華北各地的發展需要，

即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和南水北調東線工程。 南水北調工程分東、

中、西三條調水線路。建成後與長江、淮河、黃河、海河相互聯接，將構成中國內

地水資源「四橫三縱、南北調配、東西互濟」的總體格局。(引自：中國網「南水北

調」簡介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data/zmslgc/2008-05/23/content_154346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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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城鎮化 

城鎮化是人口向城鎮集中，城鎮人口增多的過程；是城鎮數量增多、城鎮用地規模

擴大的過程；是城鎮景觀的推進過程；是一種社會現像，意味著城市生活方式、城

市文化和價值觀向農村的擴散；是經濟結構的一種轉化，即農業活動部分地向非農

業活動轉化的過程。(引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程教材研究所，“城鎮化”與“城市

化”的區別 

http://www.pep.com.cn/peixun/xkpx/czdl/jcdy/201009/t20100917_905488.htm) 

 

丁、第三產業 

三次產業的範圍： 

第一產業是指農、林、牧、漁業（不含農、林、牧、漁服務業）。 

 

第二產業是指采礦業（不含開采輔助活動），制造業（不含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

修理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築業。 

 

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是指除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行業。第三產業包括：

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

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

管理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

會組織，國際組織，以及農、林、牧、漁業中的農、林、牧、漁服務業，采礦業中

的開采輔助活動，制造業中的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業。(引自：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統計局「三次產業劃分規定」 

http://www.stats.gov.cn/statsinfo/auto2073/201310/P020131031320428286085.pdf) 

 

戊、綠籬行動 

內地執法部門在2013年2月開展「綠籬行動」，按照國家現行的廢物進出口管制法

規，在全國的口岸加強堵截所有有可能污染環境的違規進口廢料，並加緊查驗進出

口的可回收再用物料，嚴格執行相關的國家標準。(引自：立法會六題：「綠籬行動」

及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答覆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1/20/P201311200622.htm) 

 

 

7. 錄像鏡頭運用 

鏡頭（shot）是最基本的「電影語言」元素。鏡頭的運用，可算是電影藝術其一獨特之處。一部

電影是表現一個故事（story）；故事則由場（scene）組成，而組成場的，就是一個一個的鏡頭。

如果把一部小說與一部電影作比較，兩者在語言結構上有以下類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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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小說（Novel）         ＝ 一齣電影（Movie） 

一個章回（Chapter）          ＝ 一段 戲（Sequence） 

一個段落 （Paragraph）    ＝ 一場 戲（Scene） 

一句句子（Sentence）      ＝ 一個鏡頭（Shot） 

一個  字（Word）           ＝ 一格影片（Frame） 

 
因此，鏡頭可算是電影最基本的單位。以下將簡介鏡頭的基本「電影語言」： 

鏡頭大小（Shot Size） 

遠景 

(wide shot) 

用於交代或介紹環境（establish shot）、表現出主體或主角與環境的關

係。給觀察的感覺相對冷靜。  

全身景 

(full shot） 
主要交代主體或主角的外觀。 

中景 

(medium shot 
常用於表現主體或主角的某些上半身動作。 

特寫 

(close up) 

常用於表現、強調某些重要的表情、動作、部位，由於特寫的壓迫力

較大，故給予觀眾的感覺相對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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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角度（camera angle）:  

 

拍攝時放置鏡頭的不同角度，在觀眾的視覺心理上亦有不同的效果。這些視覺效果是每一個

人共有的，是由小孩長大成人潛移默化的效果。例如嬰孩（弱者或需求者）經常是由低向高

望著成人或父母（強者或供應者），又例如站在高臺演講的領袖。 

 

低角度 

(low angle) 

 

即攝影機比主角的視平（eye level）為低，拍出來的效果，將會是

帶給觀眾一個仰視的角度，被攝的主角頓時變得高高在上、高大威

猛了。  

 

高角度 

(high angle) 

 

即攝影機位置於主角視平之上，拍出來的效果，則是一個從高向低

望的角度，主角像是垂頭喪氣似的，主角的地位在觀眾的心理上變

得低微了。 

 

 

主觀鏡頭 

(POV ,  

point-of-view shot) 

 

 

攝影機代入了某一位角色的視點，稱之為主觀鏡頭。這種鏡頭可讓

觀眾完全代入角色，看角色所看。這種手法，在恐怖片中甚為常見，

因為恐怖片如能讓觀眾完全代入角色，其恐怖的效果會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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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電影欣賞與電影評賞的分別 

甲、 「賞」——電影欣賞 ﹕  

i. 常會簡介故事或電影工業的背景歷史資料； 

ii. 觀眾對文本的個人主觀好惡，對故事主題或情節的合理性作分析及批評，對情節

的流暢度或觀映經驗或快感作評價。偏重電影欣賞價值高低的個人喜好。 

乙、 「評」——電影評論： 

i. 是針對某角度在有力的理據下對電影作出具分析性的批判思考書寫，以建立個人

對電影的觀點，從而對某些社會議題作反思，甚至開創對事件的新看法。 

ii. 評論可分多組結構，結構間互相影響： 

以故事論述分析 例如：主題、角色設計、情節、場景、社會經歷或音樂氣氛營造的要點

分析。 

以電影語言分析 例如：美學上、音效、美學風格。 

跨學科主題分析 政治社會學︰探討影片反映出來的社會意義，如角色中的社會階級、政

治認同及宏觀的社會結構。 

生態學︰探討文本中的生態、環保、保育、污染及發展議題。 

性別研究︰從電影的內容、主題及整個電影機制上，探討性別的差異與

平等問題。 

文化研究、哲學、符號學、倫理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分析方向。 

 

10. 相關生態錄像介紹 

甲、城市與垃圾 

 王久良《垃圾圍城》http://www.youtube.com/watch?v=W73eKAjyNXs 

有媒體報導，從 2001 年申辦奧運會成功到 2008 年 7 月北京奧運會開幕之前，北京市在

環境保護方面共投入了 1400 億資金。但在王久良的鏡頭裡「垃圾從來沒有離我們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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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北京有關部門通過 3 次航空遙感發現，面積在 50 平方

米以上的垃圾堆，在 4 環路以內有 4700 多個。在王久良的地圖上，400 多個黃色的小圓

點大多數分佈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之間。隨著中國各大城市的快速擴張，昨天罕無人跡

的郊野，今天就成了車水馬龍的市區。上面蓋房住人，但鮮有人追問地下的真相。據王

久良記錄，首都國際機場附近一處垃圾堆在掩埋平整之後，上面赫然建起了一座高檔小

學。而在他的另一張照片中，一個正在打地基的建築工地，將地面挖開後，露出的是一

層又一層的腐臭垃圾。 

 

 金華青《呼嘯的金屬》Heavy Meta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3MzQxOTA0.html 

《呼嘯的金屬》是金華青歷時 3 年完成的紀錄片。二十多年前，日本、美國、澳大利亞

等國的廢金屬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東部小鎮──峰江。來自中西部貧困地區的五萬多

民工組成了拆解大軍，他們用最原始的方式處理每年近二百萬噸的廢金屬。本片跟蹤拆

解民工老張和秋霞一家的故事，瞭解他們艱苦而危險的工作和不幸的遭遇。 影片榮獲第

7 屆首爾綠色國際電影節最佳長片獎和 2010 第 12 屆巴西國際環境電影節 FICA 最高

獎。 

 

 《登綠珠三角》第 4 集：綠色旅遊城市，享受環保生活（澳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Y9F31DptW8 

 

乙、城市與物種 

 《牽牛花》/黃勺嫚/Can/Chi/20’ 

http://iusvc.tech-ex.com/2014/177/ 

 《登綠珠三角》第 3 集：珠海擔杆島的獼猴天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0NRPBByqo 

 

 《登綠珠三角》第 2 集：惠東海龜島，返璞"龜"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ciyeBvsyE 

 The Cove《血色海灣》/English /Chinese/60mi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peW6lSeUFc 

 《海底交易：魚從哪裡來?》戴梓橋/Can/Chi/about 35mins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d=2013-08-19&p=5985&m=epi

sode 

 Polar Bear (廣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is7Y1ikIQ 

 值得省思的動畫-人類是地球最大的危機( 3’3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oHysUOx9vo 

 

丙、城市與天然資源 

 《登綠珠三角》第 6 集：萬綠湖，千錘百煉的環保品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zvrHKF5rE 

http://iusvc.tech-ex.com/2014/17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0NRPBBy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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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Climate Change Advert: Act on CO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2WTK94c1U 

 珠江急需解毒 (Green Peac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pIB7RuWENQ&list=PL2D9425F49D30F044&

index=14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higlxga-4 

 

丁、參考動畫風格 

 B/W Graphic Style: Be the change - Connect4Climate iChange competi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pxv6zLGnk&list=PL9R0MYGYsvksN6ap-

H-L9B27V7LnBSwC 

 Pop-up ready made objects: Make it livab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_qf6l0LmpA&list=PL9R0MYGYsvksN6ap-H-

L9B27V7LnBSwCi 

 Paper/Similarity/gather to another object: Saving The Environ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q_srFGW5I 

 Cube/colors+shapes/gather to another object: A Very Funny Animation Short! - 

Environment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0fKGfTrpfE 

 Pop up book: A Very Funny Animation Short! - Environment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xUqgStyKk 

 Rubik's Cube Stop Motion - Joe Penn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nszW4J9vdY 

 Elephant(Visual Impact)Funn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0fKGfTrpfE 

 

戊、We Can Make it! 

 《牽牛花》/黃勺嫚/Can/Chi/20’ 

 The Girl Who Silenced the World : Severn Suzuki Speech in Rio Summit 1992 

(English & Indonesian Subtitled) 

 (Unite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Jun 3-14,199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boj54GT8I 

 新聞報導: 2013 年 06 月 27 日萍果日報要聞港聞專題：拯救大象 14 歲真光妹感動

世界 Cantonese/Chi/3mins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627/18314284 

 

8. 參考書籍 

甲、Lisa Benton-Short & John Rennie Short (2012), Cities and Nature (Routledge 

Critical Introductions to Urbanism and the City) Routledge 

乙、《城市中國》第 21, 32, 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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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化地圖： 

文化地圖(CultaZine Ltd.) 成立於 2008 年，是專注推廣視覺藝術和視覺文化教育的藝

術非牟利組織，機構的董事會和會員均來自中港藝術與文化界以及學界。旨在透過舉

辦展覽、放映會和講座，推動本港藝術發展和珠三角地區的文化交流。藝術教育方面，

本會積極聯同教育界推動藝術與通識教育，以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和人文素質。除舉辦

不同教育活動，也設計、編寫和出版課程和教材。本計畫屬開拓創新的人文學科跨學

科學習的資優教學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