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號

「生活創意」教材發佈會匯報
文：Graca
本會集結了「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6」的配套活動「『生活創意』
教學設計與實踐計劃」的五組得獎教學設計，將其輯錄成教材。於5月
6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15分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行了
「生活創意」教材發佈會，由比賽獲獎老師擔任分享嘉賓，向94位前
線教師分享創意教學設計的理念和具體可行的教學活動，讓教師掌握
更多視藝教學資源，為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視覺藝術科教師提供支援
之餘，也可促進彼此交流。
本會在此感謝各位分享嘉賓，他們分別是：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胡雪卿老師
•秀明小學
林琼娟老師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
李志芬老師、葉建新老師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文美婷老師
•廖寶珊紀念書院
彭惠芳老師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黃靈雨水墨技法研習及教學法
工作坊匯報
文：浩華
本會於2017年5月6日、5月13日及5月20日，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7-19活動室，舉辦了一連三節的「水墨技法研習及教學法工作坊」。
工作坊邀請了資深視藝教師及水墨畫家——黃靈雨老師擔任導師，並
以其著作《水墨蔬果技法集》及《水墨四君子技法集》為教材。黃老
師在課堂上親身示範和指導學員各種創作技巧，講解各類水墨工具的
特性，更積極分享他在學校教授水墨的經驗與心得。19位學員在修畢
三節課程後，對水墨知識和技法的掌握均有顯著的提升，相信對水墨
教學的信心亦大大增加。本會感謝黃靈雨老師不吝賜教，讓更多同工
掌握水墨教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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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簡介會暨教材發佈會匯報
文：浩華
本會於5月27日（星期六）下午2時假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平台WP01室舉辦第四屆「創意學
生獎勵計劃」簡介會暨教材發佈會。上半部分首先由計劃小組主席黃素蘭博士介紹本計劃的內容與目
的，以及過去一年計劃成果，再由靈糧堂秀德小學的劉靜汶老師分享在校推行本計劃的心得。緊接著
由本會執委張寶雯副校長介紹本計劃未來發展。下半部分為《經典畫作站起來》教材發佈環節，由六
位香港教育大學的準教師—陳恩㝯小姐、陳彥羽小姐、吳靖雯小姐、曾玉翠小姐、黃可晴小姐及嚴穎
彤小姐先後分享她們設計的五套教材。教材以藝術家的經典作品為題，引導學生在認識藝術家及其風
格的同時，透過創作活動掌握各種視藝概念。本會再次感謝劉靜汶老師以及六位教育大學準教師慷慨
分享教學及教材設計的經驗，相信這些分享皆能為在場教師帶來教學上的啟發。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6/17」

評審匯報及得獎名單公佈
文：浩華
今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逐漸步入尾聲，並已經在5月12日（星期五）截止收集參與學校的學生作
品。今屆參與學校十分踴躍，分別有229位獲金章的學生遞交共466件作品參與「鑽石章」甄選，以及
46位獲銀章或銅章的學生各遞交一件作品參選「傑出作品獎」。
至於評審活動亦於5月19日（星期五）晚上6時30分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19活動室順利舉行。今
屆評審委員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幼兒教育服務主任李淑芬女士、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張麗霞
博士、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張寶雯副校長、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楊楚傑校長及「創意學生獎勵計
劃」小組主席黃素蘭博士。本會衷心感謝以上多位評審委員百忙中抽空出席，為今屆計劃選出27位獲
頒「鑽石章」的學生，以及20件「傑出作品」。得獎學生之作品將於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1月11
日，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辦之「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7—第三屆創意成長路展覽」中展出，並
於12月16日（星期六）舉行之頒獎禮獲頒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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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章名單

傑出作品獎名單
幼稚園組

幼稚園組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2

周細君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1

盧世樂 《甲蟲的世界》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3

李沁兒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2

吳志潁 《四眼家族》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3

李善苗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2

羅偲軒 《瘋狂理髮師》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3

葉穎芝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3

李善苗 《我的奇妙社區》

佳寶幼稚園第三分校（天瑞邨）

K2

化森藤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3

周希朗 《長長的拉麵》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K2

胡卓穎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K3

葉穎芝 《起筷！》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K3

林穎怡

東華三院王胡麗明幼稚園

K3

戴君悅

玫瑰崗幼稚園

Lower

吳天恩

初小組

初小組
民生書院小學

P1

梁靜掀 《秋色小徑》

民生書院小學

P1

盧學霖 《金魚街》

李志達紀念學校

P2

鄭博豪 《奇怪的建築》

李志達紀念學校

P3

張煒兒 《翩翩起舞的小雞》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P2

吳宛芯 《新光戲院大劇場》

民生書院小學

P1

梁靜掀

民生書院小學

P1

盧學霖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P2

林君彥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張紫瑩 《我手畫我面》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P3

Titus Ng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2

卓韻瑤 《在花海中舞蹈》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P2

溫政軒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2

賴敬諾 《動物玩樂屋》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P3

張紫瑩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3

馮樂茵 《社區》

德信學校

P3

羅俊宇

播道書院

P2

林曉彤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3

馮樂茵

高小組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P5

余浩霖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P5

黃斯朗

民生書院小學

P5

王子匡

李志達紀念學校

P5

張世鋈

沙頭角中心小學

P5

范奕麟

港大同學會小學

P4

于

播道書院

P6

張心兒

播道書院

P6

梁之雯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5

關宇程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6

李卓彥

澄

P3

高小組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 P5

余浩霖 《彈結他》

民生書院小學

P5

王子匡 《象棋‧漫畫化》

播道書院

P6

張心兒 《New Year》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5

謝宗希 《漫步城市》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5

關宇程 《香港》

最受公眾歡迎作品
本會將由學生遞交的所有作品中，從幼稚園、
初小及高小組分別選出30件作品，於2017年7
月期間上載到「創意學生獎勵計劃」Facebook
專頁作公開投票。各組別獲得最多Like的10件
作品將獲頒「最受公眾歡迎獎」，歡迎各界人
士踴躍投票！詳情請留意「創意學生獎勵計
劃」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sea.
c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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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7

教藝兩全：教師個人‧集體創作展
~ 誠邀教師提供個人及/或學生集體作品參展 ~

目的

展覽日期

1. 鼓勵及肯定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水平和素養，提昇教師專業形
象，並於教學之餘投入創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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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推動學校藝術文化的發展。

查詢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至2018年1月11日（星期四）

開 幕 禮
2017年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3時至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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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地點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0-L1藝廊及L2平台

參展細則
1. 展覽主題：本展覽主題為「________之美」。
*請參加者於橫線上自訂題目。題目不限字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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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
3. 報名辦法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網址為https://form.jotform.me/70088403492456）及上載作品電腦圖檔（圖檔需為JPG格式，輸
出數值300dpi）；或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光碟（圖檔格式同上）及彩色列印本或相片郵寄至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收。
•逾期遞交或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
*為響應環保，請參加者儘量使用網上表格。

4. 展覽組別：教師個人創作及集體創作（參與學生人數上限為30人）
5. 作品規格
每位參加者可同時參加兩個組別，每組只限提交一件/組近三年的作品參展，形式及物料不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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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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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參加者
因沒有按照規格導致未能於展覽順利展出，需自行承擔一切責任。
6.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7月26日（星期三）
7. 作品甄選
作品將由專業評審團按作品整體質素及切合主題兩方面進行甄選，以供參展。入圍名單將於2017年10月公佈，有關人士
將獲專函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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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詳情請見下表：
入圍參展者

收費（以參展作品每單位計算）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

港幣600元正

香港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幼稚園全職教師或退休教師

港幣600元正

同時身為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及香港大專院校、中學、小學、幼稚
						
園全職教師或退休教師

港幣400元正

除參展者外，作品集將免費派發予全港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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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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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中午12時前親自運送到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白田街30號）
L3-05D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7籌委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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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藝兩全：教師個人‧集體創作展
報名表格
為響應環保，我們鼓勵閣下使用網上提交表格。閣下亦可填妥下列表格，於2017年7月26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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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05D室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收。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 □ 先生
□ 女士
□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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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組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美

作品類別

□平面

□立體

□裝置

創作媒介

□書法
□版畫

□水墨
□雕塑

□剪紙  □油彩
□攝影
□多媒體

高：

cm

闊：

□教師個人創作 □學生集體創作

□其他：

（請註明）

 □塑膠彩  □水彩 □陶藝
 □混合媒介 □其他___________

作品簡介
（150字以內）
*必須填寫

作品尺寸

姓 名

學生資料
（最多30人）

班 別

cm
姓 名

長：
班 別

cm
姓 名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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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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廖少珍石版畫工作坊
鑒於傳統石版畫的製作技法、過程、物料等繁複。於是，1990年代初，發
明無水石版畫的製作，比傳統石版畫簡易，特點為印製時不用抹水而印出
作品來，省時省力。
為了增加視藝教師對石版畫的認識，今年七月本會邀請資深版畫藝術家廖
少珍老師，開辦一連兩節的石版畫工作坊。課程由創作、畫版、製版，至
印版，指導學員完成石版畫創作。

日期：2017年7月8日及15日（星期六）（共兩節，每節三小時共六小時）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香港視覺藝術中心三樓凹版畫室及平版畫室
香港中區堅尼地道7A
費用：兩節合共港幣800元（會員）／港幣950元（非會員）#
名額：16個
導師：廖少珍老師及助教黃麗蘭女士
對象：具有一定素描基礎的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
# 費用已包括所需材料及借用工具。

導師簡介
廖少珍，本地資深版畫藝術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英國聖馬田藝術學院及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進修
版畫，獲頒藝術碩士（版畫）。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2001至2016年為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藝術專修科版
畫課程統籌兼任教授版畫。

廖少珍石版畫工作坊
報名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會員（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非會員

稱謂*：□先生

□女士

任教學校／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學校）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 支票（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抬頭請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 轉帳至本會恒生銀行戶口（293-8-315138，請保留收據）或
□ 親臨繳付現金
＊請在適當□內加P
名額有限，會員報名優先，懇請見諒。
如欲參加，請於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前將填妥表格連同支票／轉帳收據副本（如適用）郵寄或親臨本會會址（石
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遞交。獲錄取者將於2017年6月29日（星期四）前獲本會電郵通知。如
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林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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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教師培訓計劃」

新入職小學視藝科教師創作技巧基礎課程
本會每年皆會舉辦「新入職小學視藝教師創作技巧基礎課程」，為未接受視藝科專業培訓的新入職視
藝教師提供基礎視藝技巧及教學培訓。今年七月，本會再度舉辦此課程，將由資深的在職視藝科教師
擔任導師，教授不同的視覺藝術創作技巧及教學概念，以及分享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讓學員認識小
學視藝科的校本課程要求及具體教學情況。課程內容如下：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紙糊雕塑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下午2時至5時

立體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繪畫技巧、不同乾性顏料的特性(包括油粉
彩、乾粉彩、木顏色、炭枝)及教學分享

下午2時至5時

漫畫基礎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基礎色彩概念及上色技巧分享

下午2時至5時

中國水墨書畫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兒童繪畫發展及評賞教學分享

下午2時至5時

版畫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2017年7月20日（星期四）

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

2017年7月2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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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八節合共港幣1,380元（會員）／港幣1,680元（非會員）
時數：共24小時
語言：粵語
名額：20個
* 完成課程後，出席率達70%的學員可獲本會頒發課程證書。

新入職小學視藝教師創作技巧基礎課程
報名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會員（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非會員

稱謂*：□先生

□女士

任教學校／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學校）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 支票（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支票抬頭請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
□ 轉帳至本會恒生銀行戶口（293-8-315138，請保留收據）或
□ 親臨繳付現金
＊請在適當□內加P

名額有限，會員報名優先，懇請見諒。如欲參加，請於2017年7月1日（星期六）前將填妥表格連同支票／轉帳收據副本
（如適用）郵寄或親臨本會會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遞交。獲錄取者將於2017年7月8日
（星期六）前獲本會電郵通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林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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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號

「STEAM教學」分享講座
「STEAM教學」分享講座研討會由視覺藝術教育關注核心小組主辦，
目的為回應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發表的《「推動STEM教育——發揮創意
潛能」概覽》文件，邀請對STEAM教學素有心得的視藝科教師，分享
STEAM教育在課堂上的實際運作方法及教學實例。以下為「STEAM教
學」分享講座活動詳情：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分享嘉賓：

2017年7月8日（六）
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12時30分
旺角社區會堂（旺角上海街557號旺角綜合大樓二樓）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徐香蘭老師）
浸信會天虹小學（陳奕鑫主任）

「STEAM教學」分享講座
報名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稱謂*：□先生 □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會員（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非會員

任教學校／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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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學校）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額有限，會員報名優先，懇請見諒。
如欲參加，請於2017年6月22日（星期六）前將填妥表格
郵寄（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
傳真（2234 6092 / 2234 6099）
電郵（info@hksea.org.hk）
或親臨本會會址遞交。獲錄取者將於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前獲本會電郵通
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陳小姐聯絡。

恭賀
恭賀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樂善堂張葉茂清幼稚園
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榮獲由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
之藝術教育獎（學校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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