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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各會員立即登記成為ADC選民
2016香港藝術發展局推選活動現已步入第二階段，本會呼籲各位
會員立即登記成為選民。
選民登記表格連同簡便回郵信封已寄往府上，亦歡迎各位下載
（http://goo.gl/Oi8NeD）選民登記表格，並於2016年9月10日前以
下列方式遞交至本會：
電郵：kayin@hksea.org.hk
傳真：2234 6092
郵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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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表格第二部分第9項，本會所屬範疇為
✓ □ 視覺藝術
✓ □ 藝術教育
（選民只可其中一項）
關心本港藝術發展的你，萬勿錯過登
記成為選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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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數：2016年第2期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
主
題：陶藝教育
截稿日期：2016年10月底
投稿字數2,000字以內，不限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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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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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5/16年度

最受公眾歡迎作品 得獎作品名單
本年度「創意學生獎勵計劃」的「最受公眾歡迎作品」投票在8月7日結束，再次感謝各界人士在本專
頁踴躍投票！現公佈得獎學生及作品名單，得獎學校稍後會收到通知及領獎邀請，獎狀將於12月3日（星
期六）本會「視覺藝術教育節」開幕禮中與早前公佈的鑽石章及傑出作品獎項一併頒發，詳情請各位
學生、家長及老師留意通知。

幼稚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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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

高小組

《稻草人》
低班 李諾兒
佳寶幼稚園第三分校（天瑞邨）

《彩蝶飛舞》
P3 薛心嵐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松鼠覓食》
5A 李維端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新年的獅子》
K2DP.M. 詹宇翔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許•願》
P3 薛心嵐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跑馬》
4A 鄭宇軒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送爸爸上太空》
K2DP.M. 詹宇翔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水母》
1D 潘浩延
德信學校

《蜥蜴》
P5 張深睎
元朗商會小學

《大笨象》
K2 謝旻諾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纜車》
3B 潘家齊
德信學校

《海洋的世界》
P4 王子匡
民生書院小學

《農夫叔叔的果園》
K2 謝旻諾
卓思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可愛的寄居蟹》
3C 曾穎心
播道書院

《下雨的街道》
P4 鍾曉晴
民生書院小學

《變色龍》
LF 麥可睦
玫瑰崗幼稚園

《悠閒》		
P2 郭浩鍾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書中自有黃金屋》		
P5 朱嘉敏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誰吃掉我的粟米粒粒》
LD 蔡沛軒
玫瑰崗幼稚園

《中秋花燈》
P2 WAN WESLEY
玫瑰崗學校 (小學部)

《快樂小鹿》
LE 陳奕琛
玫瑰崗幼稚園

《花旦》		
P2 WAN WESLEY
玫瑰崗學校 (小學部)

《愛•香港 愛•家庭》
P6 梁鈺瑩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跑動的老虎》
NC 李延臻
玫瑰崗幼稚園

《漁村》
P3 TAM TSZ HO
玫瑰崗學校 (小學部)

《TOWARDS THE FUTURE》
P5 CHAN CHI CHUNG JASON
玫瑰崗學校 (小學部)

《CHESHIRE CAT》
NB 薛朗森
玫瑰崗幼稚園

《我和好朋友》
P3 鄧諾榣
靈糧堂秀德小學

《威風的老虎》		
P4 香灝嵐
靈糧堂秀德小學

《人魚共存》
P6 徐鍩晴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6/17

參與學校第一次交流會匯報
文：浩華

2016/17年為「創意學生獎勵計劃」第三屆舉辦年度。本年度參與人數再創新高，共有約8,000名學生
參加。計劃得以持續推行，實在有賴校方、家長與本會三方溝通與合作。因此，本會於8月26日假香
港文化中心AC2會議室舉辦了本年度計劃參與學校第一次交流會，讓本會與學校交流計劃理念及推行方
法，討論雙方所需。當天共28間學校，45名老師出席參與交流。
會議由計劃發展組主席黃素蘭博士主持，向學校講解獎勵架構、評審方式、推行時間表等各項細節，
讓本年度新加入的成員學校對計劃有進一步了解。當日更有幸請來兩位積極參與本計劃的老師—鄭翠
老師（李志達紀念學校）及梁珊珊老師（玫瑰崗學校）分別即場分享「如何在學校營造藝術參與的氣
氛」及「如何動員家長參與」。在此再次感謝兩位老師慷慨分享，兩間學校推動方法獨特有趣，值得
借鏡。同時感謝各位老師出席參與，讓計劃在校內能更有效推行。
本會將在明年4月舉辦第二次交流會，屆時將再邀請各學校老師參與，請密切留意本會通知。另外，如
各位老師對本計劃有任何查詢，亦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職員聯絡。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游榮光水彩工作坊
文：浩華

本活動於8月8日(一)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順利舉行。活動有幸獲國際著名水彩畫家——游榮光老師
即席教授18名學員有關水彩畫的「基本技巧要訣」及「特殊技法運用」。游老師由淺入深，從色彩明
暗，以至用砂紙、鹽、海綿等媒材做出不同效果，均一一示範指導。學員們十分投入學習，在短短三
小時內都能學有所成，相信能將技巧帶回學校教授。本會在此再次感謝游老師傾囊相授，亦請各位繼
續留意本會與游老師更多合作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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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2016

工作坊匯報

文：Gr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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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為配合是項比賽，策劃了10場工作坊並已在8月14日（星期日）及8月27日（星期六）完成了。工
作坊由受過教育專業訓練的香港教育大學畢業生和準教師擔任導師，教授繪畫物料的應用及有關海洋
資料搜集和演繹方法，家長和小朋友都投入地設計T-Shirt構圖，度過一個愉快的創作時光。工作坊當
日的精彩照片已上載到「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2016的Facebook，歡迎瀏覽。日後還會發放評
審結果及公開展出資料，敬請留意。如對比賽有疑問可於海洋的新衣Facebook留訊息。請於10月31日
前將參賽作品交往長沙灣政府合署7樓海洋護理（東區）科。

照片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及Vivian Yim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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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小學視藝科主任分享會
相信擔任視藝教師的您，在校內也曾遇過大大小小的難題，原有課程參差、缺乏支援、校內欠缺藝術
氛圍……為此，HKSEA特意邀請了三所學校從事小學視藝教育多年的資深科主任，分享在校內推動視藝
教育的經驗及解決難題的方法。內容包括課程組織、籌辦活動及培育校園藝術氛圍等。歡迎各位會員
出席是次分享會，一同探討小學視藝科的更多面向。
分享嘉賓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優教主任及視藝科主任——嚴麗萍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榮譽學士，主修美術教育。至今擔任了本會十多年的執委，負責籌辦多項
全港性的教師與學生教育活動，包括、「校本藝術‧文化生活‧教學新策略」、「全港電子
明信片設計比賽」、「家長視覺藝術推廣計劃」、「光的藝術校園推廣計劃」等多項活動。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副校長及視藝科主任——張寶雯副校長
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主修視覺藝術教育，先後取得教育證書、教育學士學位及教育碩士學
位。在校內積極推動藝術教育，曾獲香港傑出教師會「第五屆傑出教師優勝獎」、「行政長
官卓越教學獎（藝術教育）」、「香港藝術發展局傑出藝術老師獎」及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藝術顧問及視藝科主任——何慧儀顧問、湯美施主任、高曉君科主任
視藝科顧問何慧儀畢業於 英國利物浦工業大學，主修平面設計，視藝教育工作年資九年；
視藝科主任湯老師及高老師均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主修視覺藝術教育。學校曾參與各類視
藝教育活動及比賽，如「『創藝@校園』社區藝術教育計劃」及「藝術巴士：走入社群！『大
城市·小故事』巴士車身設計比賽」等。
日期：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至9時
地點：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演講廳（九龍安善道牛頭角上邨）
對象：小學視覺藝術科主任及教師
名額：25名（先到先得）
費用：全免

小學視藝科主任分享會
報名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性別*：□ 男
□ 女
□ 會員 □ 非會員*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學校/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學校）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在適當□內加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懇請見諒。如欲參加，請將填妥表格於10月19日（三）前傳真至2234 6092、電
郵至howalam@hksea.org.hk或郵寄至本會會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
室）。成功報名者將於10月21日(五)前獲本會電話通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林
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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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師」人聚會

秋季川龍寫生遊

轉眼又迎來新學期。新的一年，您在藝術教育上又有什麼目標呢？
趁著十月尾秋高氣爽，HKSEA誠邀各位老師同到荃灣川龍一聚，一
邊在極具特色的村落寫生，一邊與志同道合的視藝教師分享教學
的心路歷程。這次聚會更邀請了年輕寫生藝術家——黃進曦一同參
與，即場分享創作心得。
日
期：2016年10月30日（星期日）
活動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集合地點：大帽山「川龍」巴士站
前往方法
1）乘51號巴士於「川龍」站下車
2）乘80號綠色下巴於川龍村小巴總站下車
費
用：$150（包茶樓午膳）
名
額：20人
行
程：川龍巴士站集合→村內寫生活動→附近茶樓午膳→解散

黃進曦，生於1986年，2008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
系（文學士）。畢業後於火
炭租用工作室（有人工作
室）繼續創作。作品主題圍
繞自然風景繪畫，早年以電
玩遊戲中的景觀作寫生，突
顯虛擬映像於視覺的衝擊。
近年專注到香港郊野寫生，
加入想像，描繪人和自然之
間的角力和共存，並已舉行
過多次個展及群展。

* 請參加者自備寫生用具。

秋季川龍寫生遊
報名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性別*：□ 男
□ 女
□ 會員 □ 非會員*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學校/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學校）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在適當□內加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懇請見諒。如欲參加，請將填妥表格連同支票（支票抬頭：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有限公司）於10月19日（三）前郵寄至本會會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1
室）。成功報名者將於10月21日(五)前獲本會電話通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林
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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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作品展 暨 頒獎禮
展 覽 時 間：2016年9月14日至19日 上午9時至下午10時
頒獎禮時間：2016年9月17日（星期六）下午3時至4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藝廊（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本會希望藉著花燈比賽，讓學生透過親手製作，傳承中國傳統紮作工藝。本會連續數年舉辦此項活
動，過去幾年曾在比賽前邀請紮作師傅、藝術家和經常獲紮作比賽獎的視藝科老師到校及社區教授紮
作技巧和分享創作心得，經過幾年的努力，可見到參賽作品一年比一年精彩，今年全港兒童中秋花燈
設計比賽已於5月展開宣傳，分小學組及幼稚園親子組，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ksea.org.hk。為展
示比賽優秀作品，舉行「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賽2016作品展」，展覽期間更舉行頒獎禮以表揚在
比賽中表現卓越之學生。

2015全港兒童中秋花
燈設計比賽入選作品

藝術資訊
香港藝術網絡主辦

出爐2016藝術畢業生聯展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
展期：現在至9月8日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9月9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展覽由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及香港藝術
學院學士課程各提名十位應屆畢業生參展。匯聚香港傑出藝術畢業
生展出，呈現本地新一代的創作潮流，突顯了九十後細膩創新的藝
術風格。今年展覽亦同場展示內地美術學院畢業生作品，邀請了內
地十三位來自中央美術學院、湖北美術學院、魯迅美術學院、四川
美術學院的畢業生參加展覽，希望能展現中港兩地年輕藝術工作者
的創作特色與文化差異，比對中港藝術新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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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號

荃灣區議會贊助、荃灣文藝康樂協進會主辦

香港陶瓷匯展
參

展

單

位： 香港陶瓷研藝協會、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展 覽 地 點： 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展覽日期及時間： 2016年9月23日（星期五）至 26日（星期一）
上午10時半至晚上8時
2016年9月27日（星期二）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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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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