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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天主教中學 

2011-2012年度中四新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進度表 

 

週次 媒介 課題名稱 學習重點 評賞及情境脈絡 創作表現及主題 製作媒介和物料 

1 評賞 

 

課程介紹 1. 讓學生認識本科的學習目標 

2. 讓學生認識公開考試各卷要求 

3. 讓學生認識上課守則 

4. 讓學生認識創作集的要求 

 

1. 掌握公開考試的形式 

2. 對視覺元素的觀察和描

述 

3. 分析和比較：梵谷和達利

的畫作 

 

 

1. 初步試寫一段評賞 

2. 【心之風景】繪畫 

 評賞 

 繪畫 

2-3 評賞及 

繪畫 

史前的藝術、 

埃及藝術 

1. 讓學生認識什麼是藝術 

2. 讓學生認識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3. 根據歷史和文化情境，及所運用的

符號詮釋藝術作品 

4. 讓學生認識什麼是藝術評賞 

 

1. 探討史前藝術的特色 

2. 探討埃及當時社會文化

的情態 

3. 初步學習評賞的架構 

 

 

 

1. 運用埃及的藝術特色作

一繪畫 / 設計 

2. 對有關作品寫一段評賞 

 

 繪畫 / 設計 

 評賞 

4 評賞及 

 

羅馬與歌德、

拜占庭與中世

紀藝術 

1. 讓學生認識什麼是藝術 

2. 讓學生認識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3. 明白宗教對藝術的影響 

4. 根據歷史和文化情境，及所運用的

符號詮釋藝術作品 

 

1. 探討史前藝術的特色 

2. 探討當時社會文化的情

態 

3. 比較羅馬式與歌德式的

建築和藝術 

 

 

1. 從生活環境中找尋羅馬

式與歌德式的影響 

2. 對有關作品寫一篇評賞 

 

 評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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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評賞及 

素描 

文藝復興 1. 讓學生認識文藝復興的精神所在 

2. 認識視覺元素、物料和技術在繪畫

中的進步和應用 

3. 根據歷史和文化情境，及所運用的

符號詮釋藝術作品 

 

1. 研習文藝復興時期畫家

的創作，從歷史和文化情

境，及所運用的符號詮釋

這些藝術作品。 

2. 選擇一位藝術家，以一個

段落的篇幅，詮釋其作品 

 

1. 分組報告 

2. 靜物素描練習 

3. 對有關作品寫一篇評賞 

 

 評賞 

 繪畫 

 靜物素描練習 

8-9 素描 人物素描 1. 介紹量度比例的方法 

2. 學習人體結構及比例 

3. 學習畫面的構圖及佈局安排 

4. 認識人物面部五官位置、比例造型

特徵 

5. 掌握以明暗調子描繪人物的樣貌 

 

1. 欣賞文藝復興時期畫家

對人體精確的繪寫 

 

1. 繪畫素描作品數張 

2. 繪畫速寫數張 

 速寫全身 

 素描練習 

 人物面部素描 

12-16  創作集 1 

 

「我是誰」 

1. 透過練習，讓學生認識自我的身

份、形象和欣賞自己。 

2. 透過腦圖、訪問、讓學生掌握資料

搜集、整理的過程和方法。 

3. 讓學生認識創作的步驟。 

4. 由視覺元素在繪畫中塑造的心理反

應(情緒／性格特徵) 

5. 描述及分析所選藝術作品，重點在

視覺元素及構圖所造成的心理反應 

6. 利用視覺元素及構圖所造成的心理

反應來表達自己性格特徵 

7. 描述及分析所選藝術作品，重點在

其視覺元素、物料及技術所造成的

心理效果 

1. 選擇二至三幅自畫像(例

如林布蘭／梵谷／畢卡

索)集中觀察和描述 

2. 探討一位／數位以繪畫、

拼貼及其它物料作畫的

藝術家的作品，例如羅伯

特�勞森伯格、佐治‧布

拉克，及集中談論作品所

運用的物料和技巧及其

如何提升／影響作品所

傳達的信息 

 

 

1. 從多角度認識自己(例如

從藝術家的自畫像，自

傳、傳記等引發思考) 

2. 參考藝術家所運用的視

覺元素、各種人物的表現

方式及構圖，發展一幅繪

畫自己的作品（非寫實繪

畫） 

3. 發展一素描／繪畫，以表

達我在家庭／學校／宗

教團體的角色的感受／意

念關注物料和技巧的感

染力 

4. 發展最少三幅有關自己

及周圍環境的構圖 

 腦圖 

 搜集資料 

 訪問 

 速寫 

 專題創作 

 攝影 

 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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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評賞及 

繪畫 

巴洛克與洛可

可、 

現實與浪漫 

1. 認識這時期繪畫的構圖特色和視

覺元素的應用 

2. 根據歷史和文化情境，及所運用的

符號詮釋藝術作品 

 

1. 研習巴洛克與洛可可時

期畫家的創作，從歷史和

文化情境，及所運用的符

號詮釋這些藝術作品。 

2. 選擇兩位藝術家，以一個

段落的篇幅，詮釋其作品 

 

1. 繪畫一幅富時代意義的

作品 

2. 對有關作品寫一篇評賞 

 

 

 評賞 

 繪畫 

20-25 自由 創作集 1.2 

 

「我與你」 

1. 掌握視覺元素(空間.. )、物料和技

巧在立體作品中塑造的心理反應

(情緒／性格特徵)  

2. 描述及分析所選藝術家／設計師

的藝術作品作(立體作品／裝置)，

重點在視覺元素(空間.. )、物料和

技術，及構圖造成的心理效果 

3. 根據對所選藝術作品的分析，及個

人經驗與情境的知識，詮釋該藝術

作品的意義  

4. 以個人觀感，判斷所選取的藝術作

品在本地情境的重要性利用視覺

元素所造成的心理反應來表現自

己  

5. 選擇和運用合適的物料和技術，以

不同的形式表現 

 

1. 探討數位設計師／藝術

家的立體作品／雕塑 

2. 選擇兩位藝術家／設計

師的作品，對每位藝術家

的作品撰寫一段文字，包

括：對個別作品的整體感

受，分析和詮釋其中如何

運用空間、其它視覺元

素、物料和技巧以傳達信

息，並指出該作品在本土

情境中的重要性 

3. 研習有關設計師／藝術

家，以「我與你」為主題

發展藝術創作意念，創作

一件作品 

4. 實物和混合媒介的組合 

 腦圖 

 搜集資料 

 訪問 

 速寫 

 專題創作 

 攝影 

 雕塑 

 

26 評賞 總結 1. 總結今年美術科所學 

2. 檢討課程及學生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