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號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福利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一年兩期香港美術教育期刊——內容報導有關本地及海外美術教學資源，教學法及課程發展的消息。
•每月一期會員快訊報導會員活動——如座談、工作坊、參觀、贈送教材、訪問和教育交流等（以上活
動均以會員優先或只有會員可以參加）。
•其他會員優惠——會員憑證在本港部分美術用品供應商及機構可享有消費折扣優惠。

會員優惠2016/2017
藝林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會員以現金到門市部購貨可獲九折優惠

藝文公司
會員親臨購買美術用品可獲九折

地址：灣仔駱克道301-307號駱克中心三樓
電話：2511 4845
電郵：artlandc@artland.com.hk

地址：香港灣仔天樂里3號橋康大廈2字樓A座
電話：25738159
電郵：artsmanhk@hotmail.com

美芯美勞有限公司
會員親臨購貨可獲批發價再九折(特價品除外)

智源書局有限公司
會員購買正價貨品可獲九折優惠。
請在付款前出示證件，及只接受現金或EPS付款。

地址：新界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順豐工業大廈20樓L室
電話：2493 9200
電郵：info@meisum.com

友生昌筆墨莊
1.會員親臨購買所有產品可獲九折優惠(不包括裝裱書畫
及特價品除外)
2.購買台版、國版圖書可獲八折優
3.購買港版圖書可獲九折優惠
地址：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3-5層、3B
電話：2332 8881

學生勞作教材有限公司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貨品滿$50.00以上可享九折優惠
地址：九龍馬頭圍道238號嘉信大廈6號地下及1樓
電話：2303 0969 / 2362 1241
電郵：info@diyshop.hk；
info@student-exercise.com.hk

燒扒屋
會員出示會員證可享以下惠顧
1.跟餐免費凍、熱飲及免費添飲；
2.消費滿$300.00送沙律一份。
地 址：新界大埔安慈路2號八號花園第1座地下5號舖
電 話：2666 9782

國際美術用品(香港)有限公司
會員出示會員證惠顧可獲八五折優惠
(電子及Pantone產品除外及只接受現金付款)
地址：香港柴灣永泰路柴灣工業城第一期17樓14室（總店） /
九龍尖沙嘴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UG6地舖
電話：2833 6161(總店)/2739 1881(尖沙嘴)
電郵：hongkong@ias-hk.com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2樓A
電話：2367 8482

藝舍 Arthome.hk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陶藝物料及工具、參加課程、代燒陶
器及租用場地（陶藝室/木雕室/攝影室）均可獲九折優惠
地址：火炭黃竹洋街6號嘉民沙田物流中心第二期十九樓全層
電話：2690 1238
傳真：2690 1231
網址：http://arthome.hk
電郵：alan@arthome.hk

彩虹彩色影印中心
會員出示會員證可享影印、釘裝及製作印章（柯式印刷除
外）九折
地址：炮台山英皇道278-288號柏麗商場11及89號鋪
電話：2578 7186
傳真：2578 0996/8343 4050
電郵：rainbowprintshop@gmail.com

歐亞畫框 ULTRA ART & FRAME LTD.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美術用品、畫框及裝裱西畫/字畫可
獲半價優惠
地址：九龍油麻地廟街145號閣樓
電話：2385 3315
傳真：2388 6443

麥田號
會員出示會員證可享以下惠顧
1.特選晚餐(連甜品優惠)可獲9折優惠；
2.指定包場套餐可獲95折優惠；
3.場地租用特別優惠(#)
(#)場地提供獨立洗手間、餐具、桌椅、白板、電視等。
合各類手藝美術工作坊、派對、展出及分享會等。優惠內
容歡迎會員查詢。
地址：九龍旺角上海街635-637號國祥大廈1樓B室
電話：6932 8832
Facebook：麥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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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捐款

本會近期收到捐款如下：
本會榮譽核數師廖美玲會計師捐贈HK$2,000.00以支持本會籌辦視
藝教育活動、亞洲金融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贈HK$30,000.00以支持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圓玄學院捐贈HK$10,000.00及鄺啟濤先生捐贈
HK$10,000.00以支持「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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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咖啡味覺之旅——給視藝教育工作者的心靈小聚
活動匯報
文：Kayin
本會於2016年6月24日（五）晚上7:30PM假Brew
Note Coffee Roaster舉辦心靈聚會，與一眾年輕
有熱誠的視藝教師一邊品嚐「精品」咖啡，一邊
暢談視藝教育心得，相互交流。本會將舉辦更多
給教師的輕鬆短聚活動，提供平台予視藝教師們
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眾參與聚會的教師與年輕咖啡店老闆Vincent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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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2015-2016

銅版畫工作坊匯報

文：佩

由「視藝教師培訓計劃」邀請藝術家呂慧珠女士舉辦的銅版畫工作坊已於6月25日(星期六)至26日(星
期日)順利完成，導師呂慧珠女士示範講解銅版畫的製作方法及技巧。由於製作工序複雜，坊間較少學
習銅版畫的機會，參加者均表現積極，耐心地製作各款銅版畫作品。
本會舉辦的兩天銅版畫工作坊反應熱烈，未及報名而有興趣的老師請參閱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CUSCS之短期課程，呂老師將於7月23日起逢星期六上午在該學院尖沙咀教學中心開設連續十堂的銅版
畫課程，敬希垂注。（查詢電話：2209 0444）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6

「生活創意」親子藝術工作坊──木凳創作
文：Connie

本會於6月25日(星期六)下午2時30分假香港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7-19活動室舉行了「生活創意」親子藝術工作坊──木凳創作。本
會很榮幸邀請到木雕藝術家王天仁先生擔任是次工作坊導師，教導
一群親子用廢木製作木凳。王天仁先生先向參加者簡單介紹廢木的
定義，再詳細講述木凳的製作方法。由最初利用磨砂紙把一條條木
條磨滑、裝嵌到最後裝飾木凳，所有家長和小朋友在整個製作過程
中都顯得非常投入和認真。接近工作坊尾聲時，一張張獨一無二的
木凳亦順利誕生，令人目不暇給。最後，王天仁先生透過是次工作
坊向所有參加者宣揚減少浪費的訊息，並鼓勵小朋友善用雙手和腦
袋將身邊的廢物循環再用，為工作坊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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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發局「藝術教育獎」分享會匯報
文：Kayin

本會於2016年6月30日下午2時30分出席藝發局「藝術教育獎」分享
會。是次分享會由藝發局藝術教育組主席梁崇任先生及評審小組主
席余嘉蓮女士擔任分享會主持，與觀眾分享學校的獲獎原因，包括
其計劃長遠實行的可行性、創意、規模等等。先由胡素貞博士紀念
學校音樂科主席孫晉老師開首，分享其校所實行的粵語音樂劇計
劃，還即場表演由他學生填詞的音樂段落，內容生動盞鬼，席間笑
聲不斷，相信該校學生亦藉著音樂劇渡過不少愉快的校園時光。其
後由靈實恩光學校陳彩美主任及宿舍導師潘錦華先生分享該校的
「藝術在恩光」計劃。原來恩光是一所為6至18歲嚴重智障兒童提供 梁崇任先生（左三）及另一位評審小組
全日制特殊教育及寄宿服務的學校，由於該校學生需要特殊照顧， 主席余嘉蓮女士（左六）及一眾得獎學
全校老師及宿師加起來的數目比學生還要多。老師們為了讓恩光學 校代表合照
生初嘗體驗藝術的趣味，特地籌劃藝術計劃，內容主要為觸感藝術
為多。看著由老師所展示的教學照片，學生臉上的燦爛笑容，亦感受到老師們背後的付出。最後由香
港基督教服務處雋匯幼兒學校鄧玉霞校長分享，該校積極與本地藝術家聯絡，邀請不同藝術家舉辦駐
校藝術工作坊，讓孩子們年紀小小便可親身近距離接觸本地藝術家。期間鄧校長還向大家分享如何在
還沒與藝術界建立脈絡之前，亦能說服藝術家駐校的方法呢——「主動明快、不要怕被拒絕、不要怕
『面懵』」，由此可見教師們的魄力、誠意、締造了不少嶄新的藝術學習機會。三間獲獎學校的計
劃各具特色，為學生締造愉快的藝術學習環境。從各學校計劃執行老師所展示的教學照片均感受到教
學者的熱誠，相信各參加分享會的觀眾亦會受到啟發。

成功入選2016/2017「創意學生獎勵計劃」的學校
名單公佈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以香港的幼稚園及小學生為本，參與藝術活動為導向，期望透過家校協作，運
用「獎勵」形式去發展孩子的創意和藝術表現，從小開始培養學童的藝術意識和創作自信，逐步改善
學生創意思維和創造力不足的問題，為香港的未來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藝術社區。
2016/17年度有38間學校8,200位學生參與「創意學生獎勵計劃」，每位學生將獲發一本新版的《創意
護照》以紀錄本年度參與的藝術活動。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6/17年度參與學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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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光明學校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東華三院李黃慶祥紀念幼稚園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佳寶幼稚園第三分校(天瑞)

沙頭角中心小學

玫瑰崗幼稚園

保良局觀塘幼稚園暨幼兒園

德信學校

九龍真光中學 (小學部)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油塘)

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元朗商會小學

石籬天主教小學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北角循道學校

民生書院小學

播道書院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

港大同學會小學

靈糧堂秀德小學

李志達紀念學校

聖公會聖匠小學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佛教慈敬學校

聖公會主風小學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5/16」

鑽石章及傑出作品名單公佈
6月3日是參與「鑽石章」甄選的作品及「銀章、銅章」展覽參選作品截止交收日，結果有25間學
校、209位學生、合共390件作品參與「鑽石章」甄選；另有13間學校提供合共55份銀銅作品參與「傑
出作品展」的甄選，經6月20日的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9-17室舉行了一次參與計劃的學生作品評
審。評審委員包括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主席周慧珍女士、聖公會鄭夢芹小學楊楚傑校長、香港教育
大學張麗霞博士、「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小組主席黃素蘭博士及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執行委員張寶雯副
校長。本會非常感謝各位評審抽出寶貴時間，選出22位鑽石章學生及10件傑出作品，其作品將與獲選
金章及銀銅章作品合共77件於2016年12月3日至11日在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的「香港視覺藝術教
育節2016」中展出，並於12月3日舉行頒獎禮，由主禮嘉賓頒授鑽石章給入選的學生。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5/16年度鑽石章名單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謝旻諾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余浩霖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盧天如

李志達紀念學校

羅

玫瑰崗幼稚園

賴映之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林君彥

玫瑰崗幼稚園

關上騰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CHAN CHI CHUNG JASON

玫瑰崗幼稚園

謝逸林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WAN WESLEY

玫瑰崗幼稚園

賴浩霖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CHUNG PUI LAM ELIZABETH

玫瑰崗幼稚園

蔡沛軒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TAM TSZ HO

玫瑰崗幼稚園

陳奕琛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CHEUNG HO KI

玫瑰崗幼稚園

麥可睦

德信學校

譚柏滔

玫瑰崗幼稚園

李延臻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關宇程

靈糧堂秀德小學

鄧諾榣

靈糧堂秀德小學

瞿蔣城

揚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5/16年度傑出作品名單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盧天如

開心上學去

玫瑰崗幼稚園

蔡沛軒

誰吃掉我的粟米粒粒?

玫瑰崗幼稚園

曾崇軒

復活兔

李志達紀念學校

羅

奇怪的椅子和用品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CHEUNG HO KI

我愛火鍋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LAMPAKIU ERNEST

THE ABSTRACT CITY-HONG KONG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高卓言

恐龍樂園

民生書院小學

胡子心

營火派母獅

民生書院小學

胡靄妍

惡搞蒙娜麗莎（Minions版本）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關梓晴

我心中的香港

揚

最受公眾歡迎作品
經本會評審後，已從幼稚園、初小和高小組別分別選出30件作品，並上載到「創意學生獎勵計
劃」的Facebook專頁。各組分別收集到最多Like的10件作品將會獲頒「最受公眾歡迎作品」獎，
請踴躍到專頁投票!截止日期為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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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教育研討日

「究竟而家視藝搞邊科?」
是次研討日邀請來自幼兒園、小學、中學及大專教育界的專業藝術教育工作者，來一場跨學界對話，
讓各專業藝術教育工作者暸解各學界的教育面貌及缺失，研討當中藝術教育的銜接課題，為各界莘莘
學子譜出理想的藝術教育面向！
日期：

2016年7月16日（六）

地點：

香港藝術發展局會議室C02至C03室（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3號10樓）
（上半場10:00am-12:00pm）幼兒藝術教育 ╳ 小學藝術教育
嘉賓：
柯佳列先生
綠腳丫讀書會創辦人
張堅庭先生
著名導演及資深編劇家
張寶雯副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黃慧貞校長
玫瑰崗幼稚園及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葉麗芳校長
保良局世德小學

活動內容：

（下半場2:00pm-4:00pm）中學藝術教育 ╳ 大學（專上）藝術教育
嘉賓：
余嘉蓮顧問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林席賢校長
C O 1 設計學校
陳育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黃照達先生
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
楊 靜老師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羅醒楷老師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學

報名方法
網上報名：https://goo.gl/HpWqw8
或填妥以下表格，傳真（2234 6092）／ 電郵至kayin@hksea.org.hk

香港藝術教育研討日
「究竟而家視藝搞邊科?」參加表格
姓名：_＿＿＿＿＿＿＿＿＿＿＿＿＿＿＿＿＿
聯絡電話：＿＿＿＿＿＿＿＿＿＿＿＿＿
電郵：_＿＿＿＿＿＿＿＿＿＿＿＿＿＿＿＿＿＿＿＿＿＿＿＿＿＿＿＿＿＿＿＿＿＿＿＿＿＿＿＿
請剔選參加研討會時段
□（上半場10:00am-12:00pm）幼兒藝術教育 ╳ 小學藝術教育
□（下半場2:00pm-4:00pm）中學藝術教育 ╳ 大學（專上）藝術教育
職業：□ 幼兒教育工作者
□ 小學教育工作者
□ 中學教育工作者
□ 大學或專上教育工作者
□ 其他：＿＿＿＿＿＿＿＿＿＿＿＿＿＿＿＿＿（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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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

新學制下視覺藝術教育評論文集
《視藝教育在前綫——22位視藝工作者的教育素描》

誠邀募捐及認購
新學制下視覺藝術教育評論文集《視藝教育在前綫——22位視藝工作者的教育素描》是視覺藝術教育關
注核心小組的一個出版計劃，結集由2004-2016年過去十年來從不同學者、藝術工作者、學界前線執業
教師，就教育改革下變革中的考評制度作議題，探索及思考種種可行與不可行的 文章；出版計劃除了
收錄了部分曾於不同平台或書刊發表具代表性的學術文章作品，以保存可貴藝術教育評論作品，亦將
同時收錄更多、更新及富啟發性的學術文章。編輯小組期望透過藝術教育評論的出版，喚起社會對本
地基礎藝術教育發展的關注，同時更能提供紮實的學術基石，讓大眾能以理性思維審視藝術教育對我
們下一代的影響，也有助日後本地藝術評論及研究。

認購回函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樂意認購《視藝教育在前
綫——22位視藝工作者的教育素描》。
款項：□ $50/1本

☐□ $_____/___本 (*請出合適之方格)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捐款支持印刷費用
本會亦誠邀各界有心人捐款支持書刊印刷費用，為答謝捐款人士支持，捐款名單亦會刊登於書刊上，
以表鳴謝。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
樂意捐款支持《視藝教育在前綫——22位視藝工作者的教育素描》書刊印刷費用。
款項：□ $1000

☐□ $2000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

(*請出合適之方格)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認購或捐款方法
以劃線支票抬頭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並郵寄至「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
術中心L2-01室」。
備註：
1.本會將會提供認購或捐款收據
2.如最後收入高於出版成本將會全數撥給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作教育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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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2016

工作坊
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主辦的「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2016以「香港的海洋環境」、「保持海洋
環境清潔」為題材。目的是透過設計T恤圖案，提高學生對保持海洋環境清潔的意識。同時得獎作品
日後將作公開展出，向市民宣揚保持海洋環境清潔信息。詳情可瀏覽http://www.afcd.gov.hk/tc_chi/
conservation/con_mar/con_mar_cor/MCC2017_competition.html
工作坊詳情
地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19活動室
日期：□
時間：□
□
□
□
□

2016年8月14日 (星期日)
10:00-11:00 親子組 (小一至小六及其家長)
11:00-12:00 初小 (小一至小三)
14:00-15:00 高小 (小四至小六)
15:00-16:00 初中 (中一至中三)
16:00-17:00 高中 (中四至中六)

日期：□
時間：□
□
□
□
□

2016年8月27日 (星期六)
10:00-11:00 高小 (小四至小六)
11:00-12:00 初小 (小一至小三)
14:00-15:00 親子組 (小一至小六及其家長)
15:00-16:00 初小 (小一至小三)
16:00-17:00 初中 (中一至中三)

內容：專業導師以不同的繪畫工具教授圖案設計，展示有關「香港的海洋環境」和「保持海洋環境清潔」
的演繹方法
語言：廣東話
每時段名額：30人 (親子組1名家長和1名小孩組合15個)
費用全免(包括物料)

「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2016工作坊報名表格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適用於親子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女
年齡：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懇請見諒！如欲參加，請填妥以上報名表格於2016年8月5日(五)或之前傳真
2234 6092或郵寄至本會（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室），獲取錄者將於
2016年8月8日前獲本會電話通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黃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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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美學與中國書畫
交流工作坊(粵語)
日期：2016年8月13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點：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四樓演講廳
名額：70 人
年齡：18 歲或以上
免費參加，須預先報名，先到先得
截止報名日期：2016年8月12日
報名表格可於下列網頁下載：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PO/documents/794617/
794716/apo_programme_form_e.pdf
金嘉倫提倡《太極美學》理論：「氣勢連貫、陰陽互濟、整體和
諧。」其目的是繼承草書的優點後，再賦予創新之生命力。金嘉倫
是香港太極美學狂草創始人。在前述狂草大師基礎上，以太極美學
為理論，傳承傳統國畫「虛實相生」佈局及「書畫同源」的理念，
提倡新觀念「書畫一體」，進入「以書入畫」及「以畫入書」的新
領域，以彩色線條強調走勢，創出有別於傳統狂草的新視覺效果。
歡迎參與者出示以太極美學三原則：氣勢連貫、陰陽互瀟、整體和
諧所創作書畫作品，以助研討交流。
導師：金嘉倫
金嘉倫1960年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該系當時有名教授溥心畬、黃君璧、孫多慈等均由中國大陸
移居台北。1965年獲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繪畫碩士。聞名世界的芝加哥美術館與該學院受同一董事會
管轄，兩個機構並座落在同一建築物內，故學生每天能接觸世界名作，獲益不淺。1966年自美國返港
後即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稍後轉任該大學校外進修學院(現改稱專業進修學院)藝術課程主
任，直至1996年退休，為香港培育甚多藝術及設計人才。太極書畫網站：http://www.taichi-art.com

歡迎各會員領取
《當代藝術評賞教學計劃成果分享集》
本書刊輯錄參與教師們精心設計的當代藝術評賞教學計劃，當中
選取的當代藝術作品大多是本港公共藝術品。老師們帶領學生走
出視藝室，親眼觀賞作品，讓學生們感受親身評賞藝術的體驗。
歡迎大家於辦公時間內蒞臨本會索取《當代藝術評賞教學計劃成
果分享集》或連同郵費HKD5.40的回郵信封（9”x12”公文袋）寄
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室索取一本。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本會職員聯絡。（電話：2234 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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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號

藝術書刊介紹
文：Graca

《一菇一世界──菇菌趣味新知》
作者：鄧銘澤
出版社：天地圖書
ISBN 97898821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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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膳時間照常開放）
星 期 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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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藝術教育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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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港著名菇類專家鄧銘澤博士以五年
時間編著，他和他的好友提供大量菇菌
的攝影圖像，以及由本地資深水彩畫家
潘鑽霞女士繪畫插圖，成就香港第一本
菇類的科學普及書籍，為讀者展現鮮為
人知的真菌世界，透視從未想像的空
間，作者盡量以比喻和人格化的文句引
領讀者了解這種非一般的生物，燃動綠
色思維，啟動每一個人的綠色生活新風
尚。此書附有香港常見的菇類100種，
幫助讀者辨識本地常見的菇類。無論是
喜歡讀故事、品嚐菇類美食、養生保
健、美容、環保概念，以至辨認常見菇
類的讀者，都能得到滿足。

《香港元氣》——江啟明香港大自然組畫
作者：江啟明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9888394784

江啟明1932年出生於香港，是本地極少
數的第一代土生土長自學畫家，本畫集
是畫家自2011年開始繪畫的香港大自然
水彩組畫，百多幅作品中不單透視畫家
眼見的香港大自然風光及地貌奇觀，還
蘊含創作者的靈性，把藝術精神回歸大
自然中，正如江啟明在這本畫集的前言
所述：「 希望能給予你們第一眼看到
的、感受到的，並不是繪畫者的專業技巧，而是上天賦予港人的一
首交響詩，那天籟之音與靈氣的波動是洗滌你心靈的甘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