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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教師表揚計劃2020現正接受提名

（2020年7月24日截止）

目的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一直致力促進視覺藝術教育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推行「視覺藝術教師表揚計劃」
是為了表揚本港具抱負並且工作表現優秀的視覺藝術科教師，並為同儕間提供交流的機會，鼓勵教師精益求精，
提升其教學質素，長遠而言，提高視覺藝術科在學界中的地位。

年度主題
表揚計劃每年設特定的主題，第一屆（2020）主題為「營造學校藝術氛圍」。

候選人資格
任教小學、中學或特殊學校之視覺藝術科教師；或
於幼稚園或幼兒園任教有關視覺藝術或美育相關內容的教師；
候選人須獲其現在任職學校的校長提名，每間學校每年只可提名1位教師以個人名義或1組教師（不多於3人）以
組別名義競逐獎項；
候選人必須在2019/20學年或之前，已任教視覺藝術或美育相關科目不少於1年，並於2020/21學年繼續於該校任
教有關科目；
為鼓勵更多教師參與，教師在獲獎後3年內不可再次接受提名。

2019至2020的年度計劃包括視藝教師培訓計劃、創意學生獎勵計劃、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葛量洪視覺藝術獎、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以及新計劃：視覺藝術教師表揚獎和中學設計教育種籽計劃等，請各位會員密注關注會員快
訊、網頁及Facebook專頁等平台以留意本會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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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教師表揚計劃2020現正接受提名（續）

獎項
獎項數量上限為5個，獎項分為以下兩類：
(a) 優秀表現獎
(b) 傑出表現獎

獲頒發優秀表現獎或傑出表現獎的教師將獲以下獎勵：
(a) 每位獲獎教師可獲得獎座一個及證書一張，並於年末舉行之頒獎典禮上頒發；
(b) 其教學經驗將收錄成文集，供公眾參閱；及
(c) 獲邀在本會舉辦的活動中分享心得。

需要遞交的提名資料
候選人須於提名截止前，提交提名表格及教學分享，中文或英文均可。

提名表格
(a) 提名人須於提名表格內撰寫提名原因；
(b) 候選人須撰寫一段個人或小組簡介。
教學分享
(a) 候選人須於「教學分享」中簡述其對視藝科的教學理念，並就年度主題詳述相關教學實踐、 推行方法及成效。
      例子以近5年內為佳，適宜提供相片、影片或任何其他的佐證資料。
(b) 「教學分享」連同附錄的總頁數不應超出15頁，請使用不小於11點字體〔新細明體（中文）及Times New

     Roman（英文）〕。有關的文件檔應以“doc”或“docx”的格式儲存在一張光碟內，並與列印於A4紙上的
      文件一併遞交。

獲提名的組別只需提交一份「教學實踐」，但當中必須說明每位組員的貢獻及組員之間的協作情況。

註：
(a) 呈交的影片檔案大小不可超過1GB。
(b) 所有影片須以“mp4”格式存檔，連同「教學實踐」儲存於光碟內。

截止提名日期
請於2020年7月24日或之前，將提名表格、教學實踐及光碟一併送交或郵寄至：香港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
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信封面請註明：「視覺藝術教師表揚計劃2020」。

評審流程及準則
候選人提交提名資料後，評審小組將根據以下準則進行首輪文件審批。入圍的候選人，將於本年10月在次輪評審
中與評審會面。
(a) 符合主題發展
(b) 教學熱誠
(c) 重視個人及專業發展
(d) 藝術教育的理念
(e) 教學成效
評審委員會將會採用整體評審方法來考慮每份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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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評審委員會由中小學校長代表、資深教育界人士及本地藝術家組成，成員包括：

(按英文姓氏排序) 
鍾佛成先生
劉惠珍女士
伍韶勁先生
譚祥安博士
狄志遠博士
楊秀卓先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校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校長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 / 跨領域藝術家 / 設計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副教授、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學術質素保證及提升）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 / 前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
前資深視藝科教師 /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執行委員會成員 / 藝術家

重要日期
日期
2020年7月24日（星期五）
2020年8月
2020年10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2月

活動
截止提名
首輪評審（文件審批）
次輪評審（參選人與評審會面）
公布得獎名單
頒獎典禮

其他條款
候選人須確保作品內容沒有侵犯任何版權及擁有其著作、發表權。主辦機構不會承擔任何因侵犯版權而引致的法律
責任。
教學分享中如包含學生作品、相片或影片，候選人須得到學生同意。
主辦單位有權修改、剪接、使用、複製被提名人所提交的教學分享，及於任何宣傳渠道發佈全部或部分內容，毋須
事前徵得候選人同意。
為避免潛在及實際的利益衝突，評審團的所有成員、本會應屆執委會委員、增補委員、顧問及其親屬均不得參與提名。
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提名規則，並毋須作事先通知。
參加者需提供部分個人資料，資料需正確無誤。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或電郵至( cyanliwy@hksea.org.hk )與本會項目主任李小姐(Cyan)聯絡。

提名指引及表格下載

辦公室暫停開放至另外通知
因應2019冠狀病毒的最新情況，本會辦公室即日起停止開放，直到另行通知。在此期間，辦公室只能提供有限度
服務。如需聯絡本會，可致電2234 6096或電郵至info@hksea.org.hk，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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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SE視藝科網上模擬試2020匯報

有感於因疫情而停課令應屆HKDSE考生的備試進度受阻，本會特舉辦「HKDSE視藝科網上模擬
試2020」，讓考生增加交流和實戰的機會，作最後衝刺。活動已於3月16日順利舉行，反應理想，
共有80間學校參與，420名學生應考，另有16間學校只取試題。是次網上模擬試有幸邀得香港藝
術學院署理院長陳育強教授、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講師吳茂蔚先生、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
藝術學系助理教授劉仲嚴博士、高級講師II黃素蘭博士和講師林玉蓮小姐（排名不分先後）就考
生表現集體點評，以及50多位義務閱卷員參與評分工作，在此衷心感謝！會員可掃描右方QR 

Code在本會YouTube頻道上觀看HKDSE模擬試學者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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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現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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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大會已於2018年12月假香港教育大學順利舉辦。大會主題為「挑戰與
轉化」（Challenges and Transformation，簡稱CT），借用CT的另一含
義⸺電腦斷層掃描（Computerized Tomography）來比喻藝術教育正面
對新科技年代的挑戰，無論教育政策、社會責任、師資、課程、學與教，
以及評估等方面都需要聚焦與轉化，以重新檢視和探討在新科技年代裡
藝術教育的角色、挑戰與轉化的機遇。這次難得地將兩個國際藝術教育
交流會議匯聚在香港，吸引了352名來自全球各地的嘉賓和參加者前來參
與交流。

本論文集除了輯錄大會5篇主題演講外，亦編輯了參與者的19篇論文與大
家分享，類型包括研究論文、教學實務及論述文章，分別來自中國內地、
香港、臺灣、澳門、美國、韓國及日本等地。論文集所記錄的藝術教育
議題具不同地域的的特色，內容涉及社區及博物館藝術教育、STEAM 教
育、科技與數碼藝術、課程設計、K-12 教師教育、教育研究法等，希望
藉 此 記 錄 研 討 會 的 豐 碩 成 果 ， 以 及 供 學 界 參 考 。 歡 迎 到 本 會 網 頁
www.hksea.org.hk/reference瀏覽論文集。

本會執委與職員於模擬試後預備評卷工作 本會訪問陳育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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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會員大會匯報

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
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女士

執行委員
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財政
秘書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增補執行委員
曾鉅桓
陳麗森
嚴麗萍
梁志芬
徐國堅

小組成員
張寶雯
嚴穎彤
韓衍姍

鄺啟德
胡永德
蔡鎮業
陳齊欣
黃敏婷
曹海茹
羅小燕
李鈺山
葉煥鈴
梁德賢
黃素蘭
翁綺雯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屆會員大會延至4月6日（一）下午5時正至6時正以線上會議形式舉行。大會由鄺啟
德會長主持，分享本會過去的年度計劃及活動、預告新一年度的計劃、公佈及由會員一致通過2018至2019年度財
政報告。本會再次衷心感謝2018至2020年度顧問及執行委員的貢獻，為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發展建樹良多：

榮譽顧問
李慧嫻女士（康文署香港藝術館專家顧問 （香港藝術））
沈慧林先生（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金嘉倫先生（前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主持）
胡樂士教授（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學系副學系主任）
徐秀菊教授（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高美慶教授（香港公開大學前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
楊懷俸先生（前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總主任（學校質素保證））
劉唯邁博士（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館長）

會員大會線上會議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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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扭計公仔設計比賽現正接受報名!

由屋宇署主辦、香港教育城協辦，以及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支持的「樓扭計公仔設計比賽」現已接受報名。全港
學校延長停課，在家中學習之餘，不如一齊參加比賽吧！留意樓宇潛在的失修及欠妥情况，發揮創意設計一隻
獨一無二專屬自己的「樓扭計」公仔，藉此設計比賽提高大眾對樓宇安全及公眾衞生的關注及意識。是次比賽
設多個獎項，獎品豐富，包括平板電腦、觸控筆、3D打印筆及書券等，勝出作品更有機會獲製作成實物毛公仔。

https://bit.ly/2Vu2rPS

比賽章程及樓宇安全資訊

2019至2020的年度計劃包括視藝教師培訓計劃、創意學生獎勵計劃、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葛量洪視覺藝術獎、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以及新計劃：視覺藝術教師表揚獎和中學設計教育種籽計劃等，請各位會員密注關注會員快
訊、網頁及Facebook專頁等平台以留意本會最新動態。

第二十八屆會員大會匯報（續）

2019至2020的年度計劃包括視藝教師培訓計劃、創意學生獎勵計劃、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葛量洪視覺藝術獎、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以及新計劃：視覺藝術教師表揚計劃和中學設計教育種籽計劃等，請各位會員密切關注會
員快訊、網頁及Facebook專頁等平台以留意本會最新動態。

及後，本會隨即舉行新一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以互選方式選出會長、副會長、財政及秘書：

2020至2022年度執行委員
會長
副會長
副會長
財政
秘書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黃敏婷
葉煥鈴
梁崇任
陳齊欣
嚴穎彤
吳崇傑
李鈺山
翁綺雯
陳麗森
梁德賢
潘儷文
蔡鎮業
鄺啟德
羅小燕

（左至右）前會長張寶雯、鄺啟德與新會長黃敏婷於去年視藝展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