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2013-2014 年度 視覺藝術科

中五升中六級暑期作業及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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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項作品集整理須於 2014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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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作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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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香港文化博物館
茶具博物館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大學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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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字以上)
(2) 藝術評賞─克利與米羅 (500 字以上)
(3) 藝術評賞─仙蒂．史蔻蘭與菲利普．哈爾斯曼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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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世界的 50 名著名設計師：
http://task.baike.com/mission/detail_taskdetail/zAwNWX1leUU9QVnwA/
3 作品集整理：6+2 頁 A4 尺寸(繳交日期：2014 年 8 月 7 日)
以電腦檔案方式整理中五級 2 個作品及研究作業簿內容。嚴格限制為：
6 頁研究作業簿內容+2 頁真品頁，頁數不能多或少，以檔案及列印兩種方式繳交。

三 補課：同學必須全部準時出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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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日期
15/7
18/7
18/7
5/8
7/8
8/8
8/8

補課/參觀
補課
參觀
補課

補課時間
上午 8:30-11:30
上午 8:30-11:30
下午 1:45-5:30
下午 1:00-4:00
下午 1:00-4:00
上午 8:30-11:30
下午 1:00-4:00

地點

備註

視藝室
香港文化博物館

視藝室

詳情參考家長通告 1314-232

繳交作品集整理 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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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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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班別：

日期：

成績：

請貼上評賞的展覽作品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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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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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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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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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期終考試工作紙)

圖(1A)

圖(1B)
圖(1C)
圖(2A)
圖(2B)
圖(3A)
圖(3B)
圖(4A)
圖(4B)

(乙)
2 (甲)
(乙)
3 (甲)
(乙)

4 (甲)
(乙)

選答

日期：

成績：

圖(3A)

圖(3B)

圖(2A)

杜米埃(Honore Daumier)，
《三等的車廂》(A Wagon of the the Third Class)
1863~1865 年，油彩畫布，65.4 x 90.2 cm，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
《社會棟樑》(The Pillars of the Society)，1926 年
油彩布本，200 x 108cm，柏林國家美術館
圖(4A)
韓森(Duane_Hanson)，《超市購物者》( Super-market Shopper )，1970 年
聚酯樹脂和玻璃纖維鑄造，真人般大小
張燦輝(Cheung Chan Fai)，攝於曼谷 (Photograph take in Bangkok)
勞倫斯(Jacob Lawrence )，系列第 10 號 《他們十分貧窮》(They were very poor )
1940-1941 年，複合板蛋彩，30.5 x 45.7cm，美國紐約現代美術館
可口可樂(Coca-Cola)飲品杯設計
圖(4B)
品牌〝 Superdrug〞清潔用品包裝設計
《憂鬱小王子之路》(Little Prince is Depressed)教育網頁設計，2004 年，網頁設計公司 (Westcomzivo Ltd.)設計
廖仕強，
《香港萬歲圖》，網頁插畫設計，2004 年

下列四題，選答一題
1 (甲)

班別：

圖(2B)

圖(1C)
圖(1B)

圖(1A)

姓名：

試卷一：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從圖 (1A)、圖 (1B) 和 圖 (1C) 三幅作品中，選擇其中兩幅作品，描述、分析及比較所選擇兩幅作品的形式
及表現，並詮釋及評價這兩件作品。
以《立法局議會文化 》主題，創作一件平面作品。
描述、分析及比較 圖(2A) 及 圖(2B) 兩幅作品的形式及表現，並詮釋及評價這兩件作品。
以《理想新世界 》為主題，創作一件平面作品。
試卷二：設計
描述、比較和分析 圖(3A) 及 圖(3B) 的兩個包裝設計的設計概念、結構、視覺和傳意效果，並詮釋及評價
這兩件作品。
環保袋設計：「我的地球」(My Earth)是一個關注地球暖化宣傳活動，請為活動設計一個環保袋，以鼓勵大眾
注意環保生態的平衡。設計須傳達關注地球暖化的信息，設計可運用適當的圖像及標語。設計須包括：
活動名稱 (中文、英文或中英並用) 及 兩個立體示意圖，並註明環保袋的大小(長 x 闊 x 高)及使用的物料
描述、比較和分析 圖(4A) 及 圖(4B) 的設計概念、視覺和傳意效果，並詮釋評價這兩件作品。
暑期活動日程網頁設計：為推廣藝術教育，
「挪亞方舟公園」提供多元化的暑假藝術活動給學生參加，請為公
園網站設計一頁暑期活動日程記錄，方便學生查閱。設計須包括以下中文、英文或中英並用的資料：
挪亞方舟公園 ( Noah's Ark ) 及 享受你藝術之旅(Enjoy your art trip)
設計須以橫幅作設計，按比例.放大或縮小至 10.6cm x 17.8cmm

試卷一：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 試卷二：設計 (刪去不適用者)

創作題號：

(甲)部：藝術評賞:

2013-2014 2nd_VA_F.5_視覺形式表達主題&設計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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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4 2nd_VA_F.5_視覺形式表達主題&設計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600 字以上)

二十世紀表現主義
克利﹝Paul Klee﹞﹝1879 ~ 1940﹞

廓。總而言之，克利一生的作品油畫、版畫、水彩都表
現得富有韻律性，畫面佈滿各種象徵與符號，看似兒童
畫著力於使記憶抽象化，與線條攜手同遊。克利的畫處

克利是瑞士畫家，父親

處都充滿音樂性。

是一位音樂教師，母親學過
聲樂，因此他從小就繼承了
父母的音樂天分，小提琴拉
得極好一度成為市立交響

二十世紀超現實主義
米羅﹝Joan Miro﹞﹝1893 ~ 1983﹞

樂的成員。不過，後來受到

米羅出生於西班牙

父親的支持，於 19 歲那年

巴塞隆納。父親是一名金

便決定前往慕尼黑學習造

匠和珠寶商。從小時候，

形藝術。

米羅就對於大自然的風

克利在 1903 到 1906

景非常熱愛，對於自己成

年之間，受到當時象徵主義和年輕風格派的影響，創作

長的地方更是如此。畫畫

出一些蝕刻版畫，如滑稽家、女人和動物等，藉以反映

對於安靜及敏感的他來

出對社會的不滿。到了 1906 年，受到巴黎印象派的影響，

說，似乎是一種習以為常

他開始研究光的作用，如明暗效果。接著透過一些展覽

的工作。他的父親對於天

進而認識當時歐洲革命性的風潮，包括立體主義、野獸

文很有興趣，而此興趣多

派和未來派。這些流派對克利而言是指引他開創出一條

少也影響到米羅。有著對

自己屬於自己的路，他分解平面幾何、將色塊面分割並
且逐漸走向抽象的風格。

藝術敏銳的小米羅自然會對環境有著強烈的感覺。
14 歲時，米羅進入巴塞隆納的 St. Luke 藝術學院。

1914 年爆發了世界大戰，這促成克利完全擺脫實象

這些似夢幻般的畫作，像《荷蘭室內景一號》﹝Dutch

而走向非物象。克利認為：世界越可怕，藝術就越抽象，

Interior I﹞，通常都蘊藏著異想天開、反覆無常及幽默的

而幸運的世界則越具體表現它的面目。1916 年入伍，他

趣味。再加上扭曲的動物、變形的有機物體、和特別的

在戰爭封閉的歲月中以抽象符號為主要的表現方式：箭

幾何構造，使他的作品更顯得特別。他的畫通常是架構

號、星星、旗子、眼睛、心、數字、字母、驚嘆號、休

於平面的底層加上明亮的色彩，尤其是藍、紅、黃、綠、

止符等等。由於單純的符號的常有多重象徵意義，無法

黑這幾種顏色，無形狀的阿米巴圖﹝Amorphous Amoebic﹞

以邏輯的方式去定義，於是克利在第二層的創作中帶入

成形於銳利的線條、點及花色，完全以不協調的架構成

詩意的標題。在他的作品裡，標題常是解答圖畫之謎的

圖。1950 年代米羅同時也投入蝕刻和平面印刷的工作了

門徑。例如淚水的眼睛、一枝離枝的花都是痛苦的表徵。

許多年，同時也畫了許多水彩、粉蠟筆畫、及在銅板及

克利在 1920 到 1930 年之間，任教於威碼的包浩斯

纖維板上作畫。

學院，認識了康丁斯基、費寧格等人，這對他的藝術發

米羅的畫風，總是有一種天真、無邪、貪玩的風格。

展有決定性的影響。他也開始利用丁字尺、角度尺、圓

他以有限的記號要素做畫，達到現代畫自由表現的境地，

規來輔助畫畫，在包浩斯任教的末幾年，產生許多優秀

其作品幻想雖然神秘，表現卻是明晰，畫面充滿了隱喻、

作品。到了 1931 年，他因反對主事者因公用主義將繪畫

幽默與輕快，表現孩童般的純樸天真，並且富有詩意。

視為多餘以及學校落入政治的騷動中，便離開了包浩斯

他主張繪畫所表現的神秘，必須以具體的自然形象作基

學院，並進入杜塞道夫藝術學院擔任教職。這時他進入

礎。米羅是一名超現實主義的畫家，他企圖要摧毀理性

一生最後的創作階段，它讓自己的手自由運作，進行本

和邏輯的主宰，把無意識和非邏輯心靈的衝力從中解放

能似的創作方式，減少智性的參與，也逐漸加入非理性

出來，並且探測不可見領域和視覺世界的奧祕。

的和形上的東西，因此產生錯綜的線條，面面相疊的輪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視覺藝術科 作品評賞

姓名：

班別：

日期：
克利(Paul Klee) 《往帕納塞斯山去》(Ad Parnassum) 1932 年
油彩‧畫布，100 x 126 公分 瑞士 伯恩藝術館
(250 字以上)

米羅(Joan Miro)《哈樂群的狂歡節》(Harlequin’s Carnival) 1924-1925 年
油彩畫布，66× 93 ㎝紐約州水牛城歐布萊．諾克斯畫廊 (250 字以上)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視覺藝術 藝術評賞─仙蒂．史蔻蘭與菲利普．哈爾斯曼

姓名：

班別：

日期：

成績：

圖2

圖1
圖 1 仙蒂．史蔻蘭(Sandy Skoglund)，《狐狸遊戲》，1989，照片，140 x 180 厘米

圖 2 菲利普．哈爾斯曼(Philippe Halsman) 《原子的達利》(Dali Atomicus)，1948，照片，大小可延伸。

(甲) 描述、分析及比較圖 1 及圖 2 兩幅作品的形式及表現，並詮釋及評價兩幅作品。( DSE 2013)
(乙) 以《好玩》為主題，創作一幅平面作品。
(甲) 部：藝術評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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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2014 檢查，2.9.2014 繳交(500 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