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2013-2014 年度 視覺藝術科 

 中四升中五級暑期作業及補課 

一 注意事項 
1 繳交日期：2014 年 8 月 25 日檢查， 

2014-2015 年度開課後第一節視覺藝術課或 2014 年 9 月 2 日呈交 

2 評估方法：同學須依指示和要求按時繳交作業，每項作業均有一個獨立的分數，作為下學年

度本科部分平時成績。 

二 作業內容 

1 展覽報告：1 份 

每位同學須於暑期內最少參觀一項有關藝術或設計的展覽，然後完成展覽報告，並附上場刊

資料、海報或邀請卡等，釘裝整齊，一併繳交。 

註：部分展覽節目詳情可參閱海報或網上宣傳資料，部分展覽館資料如下： 

康文署博物館  http://www.lcsd.gov.hk/b5/cs_mus_lcsd.php 

香港藝術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茶具博物館          香港大學美術館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香港藝術中心        油街實現 

2 藝術評賞工作紙：3 份 
(1)  期終考試工作紙：請選答期終考試未曾作答過的考題。(甲)部：藝術評賞(500 字以上) 

(2)  藝術評賞工作紙：保羅．高更 (400 字以上)  

(3)  藝術評賞工作紙：德洛內與歐姬芙(400 字以上)  

註：部分藝術家資料可參考網站如下：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Category:%E8%89%BA%E6%9C%AF 
CGFA-藝術家作品：http://www.cgfaonlineartmuseum.com/fineart.htm  
視覺素養：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index.html 
坦克美術教育：http://www.tankart.org/   
翼報藝文走廊：http://www.ebaomonthly.com/arts_literature.php 
視覺中國：http://shijue.me/home 

 
三 補課：同學必須全部準時出席 6 次補課及參觀。如需請假，請依正常上課日手續辦理。 

暑期補課/參觀詳情如下： 

次序 日期 補課/參觀 補課時間 地點 備註 
1 15/7 

補課 
下午 1:00-4:00 

視藝室  
2 17/7 下午 1:00-4:00  
3 18/7 參觀 下午 1:45-5:30 香港文化博物館 詳情參考家長通告 1314-232 
4 4/8 

補課 
下午 1:00-4:00 

視藝室 

 
5 5/8 上午 8:30-11:30  
6 5/8 下午 1:00-4:00  

  
查詢：羅亦愛老師 [電話：96380585 (請用來電顯示) 或 電郵： lyo@skhsslmc.edu.hk ] 

(請保護個人私隱，勿將資料外泄) 

http://www.lcsd.gov.hk/b5/cs_mus_lcsd.php
http://zh.wikipedia.org/wiki/Category:%E8%89%BA%E6%9C%AF
http://www.cgfaonlineartmuseum.com/fineart.htm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index.html
http://www.tankart.org/
http://www.ebaomonthly.com/arts_literature.php
http://shijue.me/home
mailto:lyo@skhsslmc.edu.hk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 

 評賞寫作應盡量運用藝術詞彙。可參考《描寫視覺現象的詞彙》 
 以下第 9-15 題請參考過去曾使用的課本內容填寫： 

(1) 視覺藝術評賞 1：西方繪畫篇，李桂芳著，精工出版社(中一、中二級課本) 
(2) 新視覺藝術系列之 7：視藝探知館─評賞，李桂芳著，精工出版社(中三級課本)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視覺藝術 展覽報告─作品評賞 

1  展覽日期：                                  

2  展覽地點：                                  

3  展覽名稱：                                  

選取一件作品評賞 

4  作品名稱：                                  

5  創作年份：                                  

6  作品尺寸：                                  

7  作者名稱及資料：(50 字以上)                  

                                                                                                    

                                                                                                     

8 藝術類別：(如：繪畫/書法/平面設計/版畫/立體設計/工藝/裝置/媒體藝術/錄像/動漫…)                          

9 媒材運用：(如：鉛筆/水彩/水墨/陶泥/混合素材/電腦編印…)                                                

10 作品題材：(如：人物畫/敍事畫/風景畫/靜物畫/動物畫/抽象畫…)                                            

11 作品的構圖/空間性/結構/佈局：                                                                        

                                                                                                    

12 作品的視覺元素運用：(如：點、線、形狀、色彩、質感、明度…)                                          

                                                                                                    

13 作品的視覺組織原理運用：(如：均衡/遠近/比例/透視/統一/變化/節奏/對比/重點/連續/重複/漸進…)              

                                                                                                    

14 作品的意念表達：(如：情感/思想探索/反映問題/文化視野/社會觸覺/價值態度/意識形態…) (50 字以上) 

                                                                                                    

                                                                                                    

                                                                                                    

 
 
 
 
 

請貼上評賞的展覽作品相片 

姓名：              班別：       

日期：              成績：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 

15 分析作品：(如：運用的技巧/表達的情感/作品的特點…等。藝術詞彙：eg.聯想/立體化/童真…) (100 字以上) 

                                                                                                   

                                                                                                    

                                                                                                    

                                                                                                    

                                                                                                    

16 個人回應/反思：(50 字以上)                                                                            

                                                                                                    

                                                                                                    

17 聯繫/影響/構思我的創作：(50 字以上)                                                                   

                                                                                                    

                                                                                                    

18 修訂我的創作/引發我的創作新意念：(請用顏色仔細描繪你的創作草圖，可用文字標示你想表達的意念和技巧) 

 

 



2.9.2014 繳交 (500 字以上)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視覺藝術  作品評賞(期終考試工作紙) 
 

 
圖(1A)  畢卡索(Pablo Picasso)，《格爾尼卡》(Guernica)，1937 年，油彩布本，351 × 782cm，

馬德里蘇菲亞王妃藝術中心 
圖(1B)  陳福善(Luis Chan)，《我心清明》(My Heart is Clean)，1980 年，膠彩紙本 135 

x 206cm 
圖(2A)  卡蘿．芙麗達(Kahlo Frida)，《兩個芙麗達》(The Two Fridas)，1939 年，油彩

畫布，173 x 173 cm，墨西哥現代美術館 
圖(2B)  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三人自畫像》(Triple Self-Portrait)，1960 年，

油彩畫布，114.2 x 88.8cm，洛克威爾美術館 
圖(2C)  席勒( Egon Schiele )，《有黑陶罐的自畫像》(Self Portrait with black Earthenware 

Vessel )，1911 年，板上油畫，27.5 × 34 cm，維也納歷史博物館 

下列二題，選答一題    
1  (甲)  描述、分析及比較 圖(1A) 圖(1B) 兩件作品的形式及表現，並詮釋及評價這

兩件作品。 
   (乙)  以《性別爭議 》為主題，創作一件平面作品。 
2  (甲)  從圖 (2A)、圖 (2B) 和 圖 (2C) 三件作品中，選擇其中兩件作品，描述、

分析及比較所選擇兩件作品的形式及表現，並詮釋及評價這兩件作品。 
   (乙)  以《內心的探索》為主題，創作一件平面作品。 
 
創作題號：     (甲)部：藝術評賞:           

                                                               

                                                               

                                                                                       

                                                                                       

                                                                                       

                                                                                       

                                                                                       

                                                                                       

                                                                                       

                                                                                       

                                                                                       

姓名：              班別：       

日期：              成績：       

圖(1A) 圖(1B) 

圖(2A) 

圖(2B) 

圖(2C) 

2013 – 2014 年度 F.4 2ndExam 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1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500 字以上) 

                                                                                      

                                                                                       

                                                                                       

                                                                                       

                                                                                       

                                                                                       

                                                                                       

                                                                                       

                                                                                      

                                                                                      

                                                                                      

(乙)部：藝術創作─我的創作/引發我的創作新意念：(請用 顏色 仔細描繪你的創作草圖) 

 

 

 
 
 
 
 
 
 
 
 
 
 
 
 
 
 
 

創作自白：(約 50 字)                                                                   

                                                                                      

                                                                                      

                                                                                      

 

2013 – 2014 年度 F.4 2ndExam 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2 



【黃色的基督】﹝The Yellow Christ﹞ 
1889 年 油彩‧畫布 92×73.5 ㎝ 

美國水牛城 歐布萊特‧諾克斯藝術館 

【希瓦瓦島的巫師】(The Sorcerer of Hiva) 
1902 年  油彩 92cm×73cm 

比利時列日現代與當代美術館 

後期印象主義時期 
保羅．高更 ﹝Paul Gauguin﹞﹝1848 ~ 1903﹞  

  高更 1848 年

出生於巴黎，父親

是激進的新聞記

者，母親具有秘魯

人的血統。1849 年

舉家移居秘魯，父

親在航海途中死

去。1855 年與家人

返國，1865 年因逃

避單調的農村生

活而去航海，1871 年從海軍退役，進入巴黎股票

經紀公司。1873 年結婚，1882 年因經濟不景改

行專心繪畫。1888 年與梵谷共同居住數月，1891
年在大溪地創作出眾多傑作，晚年貧困和受疾病

煎熬，1903 年因心臟病逝世於馬貴斯群島。 

高更是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雕塑家、陶藝家

及版畫家。 1873 年高更開始繪畫，並收藏印象

派畫家作品。 高更早期的繪畫帶有實驗性，也

很拘謹，令人聯想起在巴比松畫派﹝Barbizon 
School﹞影嚮下畢沙羅的作品。1880 年代早期，

高更將筆觸放鬆、變寬 ，賦予畫面顫動的韻律

特質，色彩仍很拘謹。他把顏色做塊面處理，自

由地加重色澤的明亮感：例如以鮮亮的藍色畫陰

影，以紅色畫屋頂，而使之自背景中突出。 

  1888 年二月，他前往不列塔尼的阿凡橋，

結識了貝納﹝Bernard﹞。貝納的一些觀念受到高

更修正和潤飾，而形成今日為人所知的「綜合主

義」﹝synthetism﹞運動的理論基礎。貝納排拒庫

爾貝﹝Courbet﹞的寫實方式，主張拓展印象主義

領域，乃朝著另一新的方向探索。貝納與高更雙

雙尋求新的表現力量。他們主張藝術應具備有

力、率直而普遍的相同象徵，以捨棄細節及特

徵，並經過壓縮的感覺，強烈而集中地表現印

象、觀念和經驗三者的綜合。高更於是走出了印

象派畫家那種瑣碎的光影、固定短暫景象的意

圖、以及對文學借喻的逃避。 

  1889 年他前往勒普底，在勒普底時，他的

畫呈現最簡潔的形式，色彩強烈，背景簡化成節

奏起伏的形態。此種現象可見於《黃色的基督》

﹝The Yellow Christ﹞。高更對於熱帶樂土的懷

想，致使他於 1891 年抵達大溪地，並停留至 
1893 年。該地的美與神秘，令他深深著迷。他

非但捨不得離開，更去探尋那片原始、未開發的

純真。他把「野蠻人」理想化，認為是受本能引

導、接近自然的人，是真正創作的泉源。此時，

高更已不再使用補色。他變得喜歡並用紅色與橘

紅色、藍色與綠色、紫色與暗褐色，將靛藍當作

黑色使用。儘管此時畫作在色調上比起他早期的

作品來得陰沈些，但是在構圖上卻變得更為直接

而大膽。這些作品同時具有壁畫的風格與份量。 

  1901 年前往馬貴斯群島。儘管一時極端的

消極，高更卻在此段期間完成了他一些最活潑鮮

明、最富想像力的作品。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400 字以上)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保羅．高更 
 

保羅．高更(Paul Gauguin)，《眾神的一日》(The day of 
the God )，1894 年，油彩畫布，68.3×91.5 ㎝  
芝加哥美術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姓名：              班別：        

日期：              成績：        



2.9.2014 繳交 400 字以上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德洛與歐姬芙 
 

 

 

 

 

 

 

 

 

 

 

 

 

 

 

 

 

 

 

 

                                                                                      

                                                                                      

                                                                                      

                                                                                      

                                                                                      

                                                          

                                                                                      

                                                                                      

                                                                                      

                                                                                      

                                                                                       

姓名：              班別：       

日期：              成績：       

二十世紀抽象藝術運動 奧費主義 
德洛內(Delaunay, Robert) 1885 ~ 1941 
《紅色的鐵塔》(The Red Tower)， 
1911-23 年，畫布油彩，163×130 cm   

二十世紀抽象主義 
歐姬芙(Georgia O'keeffe) 1887 ~ 1986 

《暖爐大樓─紐約的夜晚》  
(The Radiator Building at Night- New York) 
1927 年，油彩布本，122× 76 cm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400 字以上) 

                                                                                       

                                                                                       

                                                                                       

                                                                                       

                                                                                       

                                                                                       

                                                                                      

                                                                                      

                                                                                      

 (乙)部：藝術創作─我的創作/引發我的創作新意念：(請用顏色 仔細描繪你的創作草圖) 

 

 

 

 

 

 

 

 

 

 

 

 

創作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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