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號

2016年度第2次會員大會及周年聚餐
文：Graca

2016-2017年度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16年度第2次會員大會已於4月23
日（六）下午5:30假本會會址順利舉行。是次會員大
會共有30人出席，其中28人是會員。在會上首先由本
會會長鄺啟德老師致歡迎詞，他表示本會籌辦的活動
能加強社會人士對美術教育的重視、確立美術教育在
教育體制中的地位、提高美術教育素質及美術教育人
員的專業地位、策劃不同層面的活動以提供砥礪交流
的機會及放眼世界、與本港及世界各地美術教育組織
聯繫以積極推動藝術文化發展，並期待本會能以嶄新
形象吸引更多的年青同工參與本會事務或活動。

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會計師
榮譽顧問
劉唯邁博士、高美慶教授、金嘉倫先生、
楊懷俸先生、張智彥先生、徐秀菊教授、
施子清博士、郭禎祥教授、
陳智思先生GBS，JP
增補委員名單
梁志芬、吳崇傑、嚴麗萍、徐國堅、
陳雪儀、韓衍姍
*排名不分先後

緊接是副會長胡永德老師介紹本會2016-2017年度的發
展及活動預告；然後由本會財政委員蔡鎮業老師匯報
2014/2015年度核數報告（已上載到本會網頁的關於我
們之核數報告），並得到出席會員一致通過，最後由
副會長王家祥老師公佈2016-2017年度的榮譽顧問、執
行委員及增補委員名單。

本會在此感謝各位送出禮品的嘉賓，為本會會員大會的抽獎活動加添喜慶。
捐贈者

禮品內容

數量

劉唯邁博士(榮譽顧問)

禮物

2份

劉唯邁博士(榮譽顧問)

美酒及酒杯

1套

金嘉倫先生(榮譽顧問)

超級市場禮劵 每張100元

5張

金嘉倫先生(榮譽顧問)

禮物

2份

廖美玲會計師(榮譽核數師)

現金每份100元

3份

胡永德老師(副會長)

茶具及茶葉

1套

梁志芬老師(增補委員)

禮物

1份

吳崇傑老師(增補委員)

茶具

1套
晚上7:00是一年一度
的周年聚餐，陳炳添
先生（前榮譽顧問）
的出席為此聚會增添
氣氛，因為席間許多
老師都是他的學生，
大家緬懷往事，歡樂
無比，年青會員亦因
此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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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2015-2016

拉坯工作坊匯報
文：楠

由「視藝教師培訓計劃」邀請自得窰工作室舉辦的拉坯工作坊已於4月10日順利完成，導師鄭明輝先生
示範講解拉坯技巧，參加者以拉坯機塑造陶泥的形狀，他們表現積極，耐心地製作器皿，工作室最後
替作品塗上釉料，增添作品色彩。

第三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簡介會匯報
文：Andy

本會於4月16日(星期六)下午2時假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樓AC1會議室舉行第三屆「創意學生獎勵計
劃」簡介會。是次簡介會首先由「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小組主席黃素蘭博士負責向學校老師簡介是項
計劃的內容及目的，並分享上屆活動的成果。再邀請李志達紀念學校視覺藝術科鄭翠老師及洪清雅老
師分享參與本計劃的心得。到了問答時間，參與者十分踴躍地發問，講者也一一為他們作出解答。最
後，由本會兩位副會長致送感謝狀給鄭翠老師及洪清雅老師，簡介會於下午3時順利完成。

「生活創意」教學設計與實踐計劃

「設計教育」的基本概念講座匯報
文：Connie

本會於4月16日(星期六)下午3時15分假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樓AC1會議室舉行「生活創意」教學設
計與實踐計劃──「設計教育」的基本概念講座。首先，講座主持黃素蘭博士向學校老師分析設計教
育的重要性，再由嘉賓陳炳雄先生向學校老師分享日常生活常見的例子及過往教學經驗。接著，黃素
蘭博士向學校老師宣傳「生活創意」教學設計比賽及簡述報名表格的填寫方法。最後，由本會副會長
王家祥老師致送感謝狀給陳炳雄先生，講座亦於下午4時30分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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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紮作系列2016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章程
(一)
(二)
(三)
    

主辦單位：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計劃目的：通過中秋花燈設計比賽，發揮孩子無限創意，傳承我國傳統花燈紮作技藝。
參賽細則：
1.參 賽 組 別：小學組及幼稚園親子組
2.參 賽 人 數：個人或小組（不多於5人）
3.報 名 方 式：填妥以下報名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本會
                傳真號碼：2234 6092
    電    郵：info@hksea.org.hk
4.作品遞交日期：截止遞交日期為2016年9月5日（星期一）下午6時前，參加者須將參賽作
                品遞交至「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室」。
5.入圍名單公佈：2016年9月（入圍者將獲專函通知）
6.頒 獎 典 禮：將於2016年9月17日（星期六），下午3時至4時舉行
7.頒 獎 地 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藝廊

(四) 作品規格：主體規格之長、寬、高不可超過100厘米。

          參賽作品物料、風格不限，但需適度透光，具備基本花燈效果。
(五) 評審組織：由主辦單位和藝術家組成評審團。
(六) 獎    項：每個組別均設有金、銀、銅獎數名及入圍獎。
(七) 展覽日期：2016年9月14日至9月19日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藝廊）
(八) 查    詢：電話：2234 6096，電郵：info@hksea.org.hk。
(九) 其    他：•所有參賽作品將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的評審選出得獎作品，參賽者不得異議。
•所有遞交的參賽作品，本會有使用權作刊載、出版、展覽等用途，如欲取回作品，
  請於2016年9月20日（二）上午11時至下午6時期間親臨本會領取。
•本會保留修改本參賽細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告；請隨時瀏覽本會網頁的更新。
•作品不可侵犯別人知識產權。所有作品若因侵犯知識產權，而導致主辦機構面對任
  何法律行動、要求、申索及開支，參展者須負全責，並賠償導致主辦機構，以及任
  何相關機構一切相關的損失。

「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2016」報名表格
甲部：參賽者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年齡：________    年級：_______
參加組別：小學組 / 幼稚園親子組（*請刪去不適用者）  參賽人數：______  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學校)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老師：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有關比賽的細則。（請於□內填上）
乙部：參賽者家長填寫(適用於幼稚園親子組)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不願意繼續收到  貴會之活動資訊。(請於□內填上)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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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6

教藝兩全2016：教師創作‧師生作品展
~ 誠邀各位教師提供個人或師生視藝作品參展 ~

目的
1. 鼓 勵 前 線 教 育工作者於教學之餘投入 美術創
作，發展個人才能和創作空間；
2. 肯定前線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水平和素養，提昇
教師的專業形象；
3. 促進不同領域的教育工作者藉美術創作及研討
砥礪交流、凝聚力量；
4. 提高學校對美術教育重視之餘，同時推動學校
藝術文化的發展；
5. 提倡教藝兩全的風氣，鼓勵師生共同創作，達
致教學相長的目的。

展覽日期

2016年12月3日至11日

開 幕 禮

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

展覽地點

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查詢

電話：2234 6096      
傳真：2234 6092/2234 6099
電郵：info@hksea.org.hk
網址：www.hksea.org.hk

參展細則
1. 參展資格
•香港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各科目現職教師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
2. 報名辦法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參展作品資料，包括作品電腦圖檔（JPG300dpi）或光碟及彩色列印本或相片
（圖檔將印刷於作品集上，請注意相片質素）郵寄至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
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室）
3. 展覽組別：分〈教師個人創作〉及〈師生互動創作〉兩組
4. 作品規格
每位參加者可同時報名參加兩個組別，每組最多提交一件/組近作參展，師生視藝作品人數不超過
25人，形式及物料不拘，但必須未曾作公開展覽。不論平面或立體，作品連框架、台座或裝裱，不
宜過重，每邊不得超過1米，而中國書畫掛軸闊度不得超過1米及高度不宜超過2.5米。
5. 截止報名日期：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
6. 交來作品將由主辦機構邀請專業評審委員會甄選入圍作品，以作參展。
入圍名單公佈日期:2016年10月，入圍者將獲專函通知
※報名作品是否展出，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

7. 作品集出版費
參加者遞交報名表格免收任何費用；入圍參展者須付「作品集出版費」▲HK$600.-（以參展作品每
單位計算）除參展者外，作品集將免費派發予全港中、小學。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香港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幼稚園全職教師或退休教師 HK$600.▲同時為A.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及B.香港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幼稚園全職教師或退休教師HK$400.所有入圍作品之出版版權，將由原作者與主辦單位共同擁有，惟刊登與否，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

8. 紀念品：所有參展者（每單位計算）將獲贈展覽作品集乙本及參展狀乙張。
9. 送件詳情
入圍作品必須裝裱，並須於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中午12:00前親自運送到香港大會
堂低座展覽廳（中環愛丁堡廣場5號）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6籌委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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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藝兩全2016：教師創作‧師生作品展
報名表格
請填妥下列表格，於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前（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準，逾期恕不受理)，連同作品
資料（詳見〈參展細則〉第5項），親交或郵寄至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室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收。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 男   □ 女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會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 ）        □現職教師       □退休教師
任職機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辦公室 / 住宅）   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聯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資料
作品題目
作品類別

參展組別

□教師個人創作 □師生互動創作

□平面   □立體   □裝置   □其他：               （請註明）

物料媒介

作品尺寸

高：  cm  闊：  cm  長：  cm

姓 名

班 別

作品簡介
（200字以內）
*必須填寫
姓 名

學生資料
（最多25人）

班 別

姓 名

1.

10.

19.

2.

11.

20.

3.

12.

21.

4.

13.

22.

5.

14.

23.

6.

15.

24.

7.

16.

25.

8.

17.

9.

18.

班 別

免責聲明：
1.主辦單位對是次展覽的入選作品擁有展覽、攝影、錄影、出版及宣傳之權利。
2.如參展作品因版權、歸屬權等問題引起任何爭議，本會概不負責，參展者需自行承擔所有責任，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
  展資格，並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3.所有參展作品如有需要請自行購買保險，若在運送途中、展出或陳列期間，因任何意外事故所引致之任何損毀、遺失等
  責任，本會概不負責，敬請垂注。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以上參展細則。
*請於□內填上。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需要，可影印本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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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6

「生活創意」教學設計比賽
背景

對象

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主辦，兩年一度的「
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主辦的「香港視覺藝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是香港的大型藝術
術教育節」是香港的大型藝術教育活動，
教育活動，可說是視覺藝術教育界的一項
可說是視覺藝術教育界的一項盛事。今屆
盛事。今屆「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將以
「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將以「生活創
「生活創意」為主題推出教學計劃/教材設
意」為主題推出教學計劃/教材設計比賽，
計比賽，期望教師能透過講座掌握「生活
期望教師能透過講座掌握「生活創意」的
創意」的教學設計範圍和概念後，能為中
教
學設計範圍和概念後，能為中學、小
學、小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的學生設計
學、幼稚園或特殊學校的學生設計適合他
適合他們的視覺藝術教學實踐課題。
們的視覺藝術教學實踐課題。

中、小、幼稚園及特殊學校的視覺藝術科教
師或準教師

本會明白香港與國內及台灣的教師專業要
求不同，香港一直以來很少教案/教材設
計的分享傳統。為了鼓勵視藝科教師與業
界分享具創意的教學設計，以提升分享文
界分享具創意的教學設計，以提昇分享文
化，是項活動將以講座、比賽、展覽及出
版形式進行。
為了表揚各位教師的參與，所有參與教案/
教材設計比賽的（準）教師都會獲證書乙
教材設計比賽的教師及準教師都會獲證書
張。對於優秀的教學設計，本會將編輯為
乙張。對於優秀的教學設計，本會將編輯
《生活創意》（書名暫訂）教材一本，與
為《生活創意》（書名暫訂）教材一本，
業界分享有關教材的學習目標、具體可行
與業界分享有關教材的學習目標、具體可
和具創意的學習活動，以及學生的創作成
行和具創意的學習活動，以及學生的創作
果和評估準則。獲獎教師亦有機會分享他
成果和評估準則。獲獎教師亦有機會分享
們獲獎的教學設計，我們希望透過這系列
他們獲獎的教學設計，我們希望透過這系
活動，為香港視覺藝術科營造交流文化，
列
活動，為香港視覺藝術科營造交流文
以達專業成長的目的。
化，以達專業成長的目的。

評審準則
為了表揚視藝科教師的積極參與，參加者都
會獲得參與比賽的證書乙張。
教學設計出色的教師將會獲頒「卓越教學設
計獎」或「優秀教學設計獎」，數量會視乎
當屆提交教學計劃/教材設計的水準，由評審
團作最終裁決；準則大致如下：
•能見「生活」和「創意」的元素；
•具明確的學習目標；
•能考慮學習者的能力、興趣及需要；
•能選用適當的教材，包括：學習重點的概
念和相關的作品/情境圖片；
•能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探究活動；
•能明確列出創作及評估要求

參加辦法及截止日期
前往本會網頁www.hksea.org.hk下載及填妥
報名表格及教學計劃/教材設計，於2016年7
月14日（星期四）或以前遞交香港美術教育
協會。

比賽細則
1. 設計一份能回應「生活創意」的教學計劃/教材；
2. 教學計劃/教材必須為原創的教師作品/學生作品，若須引用他人的作品（如圖片、相片、音樂
等資料）作輔助，必須列明出處；
所有圖片須以不少於1MB 的JPG檔案提交；
3. 所有圖片須以不少於1MB的JPG檔案提交；
4. 教學計劃/教材可應用於正規視覺藝術課、視覺藝術課外活動或其他學習經歷等情境；
5. 教學計劃/教材可為一個課節（約35-40分鐘）或多個課節組合為一個單元的教學，須說明有關
計劃涵蓋的課次（例如：本單元有5個課次）及每課次的課時（例如：每一課有80分鐘) ；
計劃涵蓋的課次（例如：本單元有5個課次）及每課次的課時（例如：每一課有80分鐘）；
6. 參加者可選擇以(1)教學計劃/(2)教材設計 形式提交（詳見完整版報名表）。

其他
1.所有參賽作品將由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邀請的評審團作評審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2.所有遞交的參賽作品，本會有權作刊載、出版、發放、展覽等用途(會註明作者)，恕不發還。
3.本會保留修改本參賽細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告；請隨時瀏覽本會的更新網頁。
詳情請瀏覽 www.hksea.org.hk  
查詢電話：2234 6096 電郵：info@hkse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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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藝術一票！】
呼籲各界藝術老師登記成為藝發局選民
致各界藝術老師：
2016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提名推選活動現已開始，凡於2016年3月29日前仍受聘
於本港專上學院及其校外進修部、中學或小學，教授有關藝術行政、藝術評論、藝術教育、戲曲、舞
蹈、戲劇、電影藝術、文學藝術、音樂或視覺藝術的全職或兼職教師/導師，均可以個人藝術工作者身
份登記成為選民。
本會現正呼籲各界關心本港藝術教育發展的您，填妥表格（https://www.voteforhkadc2016.hk/tc/doc/
Form%20C%20(Chi).pdf）登記成為選民。
截至日期：2016年5月27日下午5時正
遞交表格予提名活動代理方法
郵寄：香港中環干諾道中68號華懋廣場二期26樓英思宇（香港）有限公司
傳真：2884 3302/3791 2878
電郵：hkadc@instinctif.com
有關2016年提名活動的詳情，可瀏覽網站：www.voteforhkadc2016.hk，或致電3791 2286/3791 2032
與提名活動代理聯絡。

鳴謝捐款

本會收到榮譽顧問高美慶教授捐贈HK$3,000.00及
資深會友黎念祖先生捐款HK$1,000.00以支持本會
籌辦視藝教育活動，本會在此謹致以萬分謝意！

本會需要您的支持，繼續推動及發展藝術教育的使命。
捐款表格
捐款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請連同捐款表格及劃線支票寄回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2-01室。)
*如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將會獲發減稅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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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號

歡迎投稿《香港美術教育期刊》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徵稿範圍如下：
1.藝術焦點/焦點追蹤
   本地藝術教育政策、現況及未來發展、藝術人才之培育、藝術  
   教育新思潮等。
2.各師各法/教學新思維
   以視覺藝術為基礎，提出各式創意教材教法、課程研發等。
3.資源共享
   搜羅社區資源或好書推介，與一眾視藝老師分享資源。
4.教學隨筆
   視藝老師的教學有感、經驗分享、小品文。
5.師生畫廊
   展示視藝老師與學生作品。

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藝術中心L2-01室
電話：2234 6096  
傳真：2234 6092
電郵：info@hksea.org.hk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期    數：2016年第1期  
        
出版日期：2016年8月
主    題：絲路藝術
      
截稿日期：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

            （午膳時間照常開放）
星  期  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半

投稿字數2,000字以內，不限文體。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若於非辦公室時間內在工作室舉行活
動，工作室則按該活動舉行之時間開放。

投稿方式：電郵地址：info@hksea.org.hk。
郵寄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室，
          信封面請註明「《香港美術教育期刊》投稿」。

本會藝術教育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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