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 2018
MON

FRI

10am

6pm

(午膳時間照常開放)

SAT
10am

1.30pm

Closed on SUN and Public holidays

Tel: 2234 6096

Fax: 2234 6092

Email: info@hksea.org.hk
若於非辦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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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藝術家同接觸：校本藝術賞創先導計劃」
(第三及第四期) 簡介會 (粵語)

香港藝術館與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合作推行「與藝術家同接觸：校本藝術賞創先導計劃」（第三及四期），致力向本地中、

小學學生推廣本地藝術。是項計劃以香港藝術館藏品作基礎，為本地中、小學校製作一系列學習教材及活動，包括藝術
家訪談及創作示範錄像、工作坊及藝術家分享會等，以提升學生們對香港藝術家的認識。

第三及四期計劃緊接第一及第二期的成果，於2017/18學年在多間試點學校推行了另外三位香港藝術家的錄像及工作坊。

通過一系列互動教育活動，此計劃向本地學生介紹香港藝術家及香港藝術館的當代藝術藏品，以提升他們對本土藝術的
興趣和關注。

是次計劃之簡介會將於11月23日（星期五） 假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行，屆時會由試點學校老師分享教學心得，所有出席簡

介會之老師將獲贈第三、四期教學計劃冊子、藝術家錄像及輔助教材光碟。現誠邀中、小學視藝科老師參加，有興趣者
請填妥報名表格（見QR Code），傳真至2234 6092或電郵至 kayin@hksea.org.hk，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簡介會詳情

日期：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4時至5時30分

地點：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香港文物探知館演講廳
名額：90名
費用：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11月16日（星期五）

網上報名表
www.hksea.org.hk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
精彩活動 琳瑯滿目

本年度「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將配合同月舉行的「2018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亞洲區（香港）研討會暨第七屆世界華人美術教
育大會」，內容豐富精彩，歡迎各界蒞臨視藝展參觀本年度活動的成果展示及參與以下免費配套活動：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視藝展
展期 及 時間
2018年12月12日 下午1時至8時
2018年12月13至19日 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2018年12月20日 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地點
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學校師生展覽導賞服務

展區包括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學金2018作品展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7/2018」成果展
海峽兩岸少兒美術大展
國際學生作品邀請展
繪本互動學習區

日期：2018年12月13、14、17、18及19日 每天4場，共20場

教師繪本講座

日期：2018年12月12日（三）
時間：下午4時30分至6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合作單位：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教師手工書工作坊（兩場）

日期：2018年12月13及14日（四及五）
時間：晚上6時30分至10時正
地點：香港教師中心

講員：王淑芬女士（台灣繪本作家）
合作單位：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家長繪本分享講座

環保玩意工作坊：我們這一家 · 印章創作
日期：2018年12月16日（日）
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導師：彭灼楹（藝術工作者）

教師STEAM講座：STE(A)M+Making軸物行者方法學
日期：2019年1月19日（六）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樂在製造社會設計及研習所 (Making On Loft)
講員：軸物行者

親子水墨工作坊（兩場）

日期：2018年12月14日（五）

日期：2019年1月20日（日）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19室

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講員：王淑芬女士（台灣繪本作家）

親子繪本工作坊

日期：2018年12月16日（日）
時間：上午11時至12時30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

導師：陳齊欣老師、翁綺雯老師（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
合作單位：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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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及4時至5時30分
導師：陳麗森（資深視藝科教師、藝術家）

曾鉅桓（前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上午校副校長
及現任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副主席）、

陳雪儀（資深視藝科教師、藝術家）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7/2018」校本成果展
及國際學生作品邀請展（第二部份）
日期：2019年1月16至2月4日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中央庭園及L2、L3藍牆

如欲了解教育節更多資訊，請留意本會網站www.hksea.org.hk及Facebook專頁。

2018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亞洲區(香港)研討會 暨 第七屆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即將於2018年12月8至10日假香港教育大學舉行，主題
為「挑戰與轉化」，大會以「挑戰與轉化」為主題，讓香港視藝科教師不用跑到國外，在香港一次過了解來自芬蘭、德國、英國、

美國、澳洲、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中港台澳等25個國家和地區的視藝教育如何轉化現況，迎接新的挑戰。大會已收集
260份論文及教學大綱，經專家評審協助審閱後，屆時將有146/152份論文及教學大綱於研究會以個人、工作坊、圓桌會議或專題
討論等形式發表，另設有五場精彩主題演講及*四場大師工作坊，請把握最後機會參與此視覺藝術教育界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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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亞洲區(香港)研討會 暨
第七屆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

研討會日期：2018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星期六、日、一）
舉行時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12月8日及9日）；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2時（12月10日）

舉行地點：香港教育大學
*已滿額

詳情請瀏覽 insea-hk2018.org/zh/

查詢：2234 6096/ insea2018@hksea.org.hk

報名表格

支持我們

研討會活動流程表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為一非牟利慈善機構，部份經費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其他收入由善長捐助，作為實踐推動本地的
美術教育。美育，可以怡養人的性情，促成人的內心和諧，培育完美的人性。同時訓練出卓越的感知力、想像力和創造
力。我們需要您的支持。繼續推動及發展藝術教育的使命。

捐款人姓名：

捐款表格

地址：
電話：
電郵：

捐贈金款：$
捐贈方式

支票捐款（支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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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05D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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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將會獲發減稅收據。
www.hksea.org.hk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
教師繪本講座

為配合教育局「跨課程閱讀」的發展方針，本年度「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舉辦多個視藝
繪本相關的精彩活動，其中「教師繪本講座」將由台灣資深繪本作家王淑芬女士介紹如何
選擇與視藝科有關的繪本，以及視藝教師如何推動學校的繪本閱讀，同場舉辦的「香港視

覺藝術教育節2018視藝展」的「繪本互動學習區」將擺放逾百本兒童繪本，讓學生透過繪
本閱讀認識藝術，觀迎教師於講座後留步參觀。

王淑芬女士

日期：2018年12月12日（三）

時間：下午4時30分至6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講座嘉賓：王淑芬女士（台灣資深繪本作家）
合作單位：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名額：50人

王淑芬女士示範作品

教育節活動費用全免，本會另跟香港教師中心合辦兩場於12月13及14日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舉

辦的「教師手工書工作坊」，屆時將由王淑芬女士帶領學員探討及分析繪本教育的意義，以及一同
製作手工書的基本款式，有意參加的教師，請於2018年12月3日或之前登入香港教師中心網頁報名

（https://hktckln.hktc.edb.gov.hk/activity/）。報名者可於2018年12月6日或之後到上述查閱取錄名
單，亦可致電香港教師中心（3698 3698）查詢。

網上報名表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
教師繪本講座報名表格
個人資料：
姓名：

會員類別*：

會員

任教學校/機構：
聯絡電話：
電郵：

（中）

非會員

（英）

會員編號：
（手提）

傳真：

性別*：

男

女

（住宅／學校）

*請在適當空格內加✓
名額有限，會員及在職教師報名優先，懇請見諒。有意參加者請於2018年11月30日（星期五）前將填妥網上報名表格，或填妥此表格並傳真
至2234-6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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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獲錄取者將於2018年12月5日（星期三）前獲
本會電郵通知。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6096與本會項目主任張曉婷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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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於2018年12月12至20日假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設有大型視藝展，同期舉辦多個

精彩活動予家長及學生參與，詳情如下：
家長繪本分享講座

工作坊由台灣資深繪本作家王淑芬女
士分享如何以繪本帶動小朋友創作。

家長繪本分享講座

親子環保玩意工作坊：
我們這一家 · 印章創作

工作坊將會帶領參與者透過繪本了

聖誕節一向等收禮物的你們，今年

料拼貼成不同的圖像，然後創作一

工作坊將會帶領參與者利用隨手可

解藝術家如何運用不同的色彩、物
個獨一無二的聖誕吊飾，帶回家一
起慶祝暖暖的佳節。

不如自己製作一份禮物給家人吧！
得的物料設計一個屬於自己家庭的
徽章。

日期：2018年12月14日（五）

日期：2018年12月16日（日）

日期：2018年12月16日（日）

導師：王淑芬女士

導師：陳齊欣老師、翁綺雯老師

導師：彭灼楹（藝術工作者）

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台灣繪本作家）

合作單位：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名額：30人

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30分
（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

合作單位：綠腳丫親子讀書會
對象：3至12歲的小孩及家長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
親子工作坊及家長講座

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對象：3至12歲的小孩及家長
名額：15組家庭

（1位家長及1位小朋友），共30人

如欲參與講座或工作坊，請於網上報名（見QR Code），或以下表格並傳真至2234-6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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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名額有限，先到先到，切
勿錯過。

學校名稱：
家長姓名：
聯絡電郵：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
親子工作坊及家長講座報名表格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請選擇參加的工作坊（可選多於一個），並在空格以✓表示
家長繪本分享講座

2018年12月14日（五）

親子環保玩意工作坊：

2018年12月16日（日）

親子繪本工作坊

我們這一家 · 印章創作

2018年12月16日（日）

年齡：

網上報名表

歲

下午2時至3時30分

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30分
下午2時至3時30分

註:
1. 報名家長講座毋須填寫學生資料。
2. 最遲請於講座或工作坊開始一星期前報名，本會將發出確認電郵予參加者。
3. 收到確認電郵之參加者請於工作坊前10分鐘到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接待處報到。
4.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234 6096與本會項目主任張曉婷小姐聯絡。

www.hksea.org.hk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香港教師中心合辦

視藝教師培訓工作坊

陳怡倩博士

Dr Maria Teresa
Torres Pereira De Eca

為了讓本地視藝科教師接觸到本港以外地區最新的藝術教育實例，本會特別邀請兩位海外學者：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

主席⸺陳怡倩博士（Dr. Yichien Cooper）及國際藝術教育協會（InSEA）主席Maria Teresa Torres Pereira De Eca前來
香港，為本地視藝科教師提供合共三場工作坊，期望透過課堂講解及互動實踐，讓教師探索教學實例背後的意義，同時
學習其實際操作，在課堂上得以應用。

工作坊（一）：STEAM Workshop I: Let’s Move with STEAM
日期：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4時30分
導師：陳怡倩博士

語言：普通話及英語

網上報名表

STEAM教育已趨向成為美國的教育體制。STEAM教育的重點在於創新的課程統整（不一定是高科技的）以發展學生的創

新思維和有效的解難能力。在這個互動的工作坊中，導師會介紹STEAM教育在美國的發展歷史和理論，同時分享一些強
調創造力、專題研習和設計思維的教學實例。
這個工作坊期望能回應以下問題︰
1. 甚麼是STEAM？

2. 藝術、設計和專題研習在STEAM教育中的角色？
3. 怎樣評估STEAM教育？

工作坊中亦有具創意及具挑戰性的活動供參加者探索和參與。通過這個工作坊，期望參加者將更深入地理解為何STEAM
教育能夠融入任何課堂作多學科的綜合學習。

工作坊（二）：STEAM Workshop II: When Parts Become Whole
日期：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6時30分至晚上9時
導師：陳怡倩博士

語言：普通話及英語

網上報名表

提到STEAM教育，很多藝術教師都會害怕將科學融入藝術。究竟藝術科教師可以如何運用科學元素和科學術語啟發學生
的創造？是次工作坊，導師會與參與者一起以自然和人體探索部份與整體的想法。
參與者可以對科學領域中的線性分子幾何、原子和基因進行探索、演繹和創作。
此外，我們會重點討論在STEAM教育中如何提高學生的靈活思考與解難能力。這個工作坊可以讓參與者思考在STEAM教
育中，究竟是為科學而藝術，還是為藝術而科學。
Monthly Newsletter

日期：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6時30分至晚上9時

導師：Dr Maria Teresa Torres Pereira De Eca
語言：英語

網上報名表

藝術教育能夠讓教師探討極待解決的議題，亦可以帶領學生運用批判思維參與相關的藝術創作活動，以增強個人對自我

和其他方面的了解。在藝術教育而言，不僅創作成果重要；人們在思考與創作過程中，人際間的互動同樣重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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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三）：Collaborative Sketchbooks

Nicholas Bourriaud提出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Bourriaud, 2002）。是次工作坊，我們將運用「協
作書籍」（Collaborative Books）的概念、圖片拼貼和文字技巧去創造一些情境，以便培養自我及其他方面的反思，並提
出心靈的限制和社會環境中的情感問題。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名額：每節24名

費用：每節港幣200元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11月28日
報名方法：有意參加的教師，請於教師中心網頁（https://hktckln.hktc.edb.gov.hk/activity/）下載各工作坊的報名表格，

連同劃線支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寄達「九龍塘沙福
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W106室 香港教師中心」，信封面請註明「視藝教師培訓工作坊（一／

二／三）」。報名者可於2018年12月3日或之後到上述查閱取錄名單，亦可致電香港教師中心（3698 3698）查詢。

視藝資訊
展期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四十周年校慶

羅士廉校友陶藝展《久別 · 重逢》

即日 至 2020年9月30日
地點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陶樂藝廊

參觀時間：請與視藝科主任郭燕華老師或
駐校藝術家鄭紹麟老師聯絡
查詢電話：2492 0195

羅士廉1967年生於香港。中學就讀於路德會呂明才中學，1990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獲文學士學位，畢業後主要從事

陶藝創作。1996年成立大陶工作室Cobo Ceramic Workshop，專注從事陶藝教學及創作，並曾多次舉辦個人展覽，以及參與海

外如日本、台灣、韓國、美國、歐洲、中國及本地之聯展。作品為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北京城歷史博物館，美國
Kohlor Art Center、日本樂陶藝之森及私人所收藏。2007年先後於美國Kohler Art/Industry Residency programme 及日本信樂陶
藝之森任駐場藝術家，現任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博物館陶藝專家顧問。

www.hkse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