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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畢業於前葛量洪教育學院，主修視覺藝術。2009年修畢香港教育學院碩士課程（視覺藝術教育），獲卓越學術
獎。從事藝術工作30年，現任職於玫瑰崗中學，並擔任藝術教育統籌及教授視覺藝術科多年。個人在2007生榮獲「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藝術教育）」及2016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教師獎」等榮譽。

若要本地藝術得以提昇和普及，必須從教育著手；為了支援視藝教學，提昇青少年的藝術素養，本人希望能將累積
的經驗和知識，更好地貢獻藝術界和社會。身為現屆（2017-2019）及去屆（2014-2016）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
組主席、視覺藝術教育核心關注小組召集人，本人非常關注本港藝術教育發展，現爭取第二次連任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術教育」範疇代表，祈能為業界發聲和出力。

本人現正草擬競選政綱，希望能吸納各位的寶貴意見，以完善政綱內容，祈望各位不吝賜教，於8月16日前將意見傳
真（2234 6092），電郵（info@hksea.org.hk）或郵寄到本會均可，並請留下聯絡方法，以便跟進。

衷心感謝！
本人願能與你結伴同行，共同為推展本地藝術教育工作工程發光發熱。

梁崇任

準備參與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範疇代表選舉

梁崇任老師誠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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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展為本會旗艦項目教育節的重點活動，去年參與視藝展的學生近500人，實在有賴學界的積極參與。教育節
一向重視為本地學生提供展示視藝作品的平台，「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將收集本地中小學學生優秀的立體桌椅
作品，同時鼓勵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發揮創意，投入創作， 推動學校藝術文化發展。

展覽詳情
日期：2019年12月12日（四）          12月19日（四）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頒獎禮
日期：2019年12月15日（日）
時間：下午2時至3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

參展細則
作品規格：主題及外加物料不拘，宜採用不易碎的物料。學生可根據學校
現存的桌椅進行改造及設計，創作一張可供一人使用的桌椅立體作品。

參考圖片

中學組                          

參賽組別：小學組（學生椅子作品）；
                  中學組（學生桌子作品）

作品尺寸：小學組椅子作品上限為 60 cm x 60 cm x 100 cm；
                  中學組桌子作品上限為  80 cm x 80 cm x 80 cm。

*如參加者因沒有按照規格而致作品未能順利展出，需自行承擔一切責任。

小學組

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學校桌椅大改造
作品招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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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報名及提交作品圖檔

請填妥以下報名表格或網上表格，並於2019年10月23日（三）前將已填妥的表格和完成作品的圖檔（JPG格式及
300dpi）電郵至alisonchan@hksea.org.hk。閣下亦可將填妥表格及參選作品圖像CD/DVD，親交或郵寄（以郵
戳日期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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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逾期遞交或資料
不全者，恕不受理。*作品需與照片相符

由專業評審團選出入圍及傑出作品。

入圍名單將於2019 年11月公佈，有關人士將獲專函通知結果及送件詳情。

獎項及證書
被選出的優秀作品將於教育節展覽頒獎禮獲頒「傑出作品獎」獎狀。
入圍的參展者將獲參展狀乙張及展覽作品集乙本。
每位參加者將獲參與證明。

作品集出版費
參加者遞交報名表格免收任何費用；入圍學校須付「作品集出版費」，收費詳情見下表：

入圍學校 收費（以參展作品每單位計算）

指導老師為香港中小學全職教師 港幣 600 元正

第二階段：作品甄選

第三階段：公佈入圍名單

指導老師同時身為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的香港
中小學全職教師

港幣 400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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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已購買第三者保險，如有需要請為參展作品自行購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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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續下頁）

查詢
alisonchan@hksea.org.hk / 2234 6096 (本會項目主任陳曉融小姐)

參展資格：本地小學及中學

申請數量：每件作品參與學生人數上限為5人，每位學生只能參與創作1件作品。

網上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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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題目 作品尺寸 學生姓名（每件上限5人）

（續下頁）

班別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 2019
「香港學生集體創作展：學校桌椅大改造」

報名表格

請填妥以下報名表格或網上表格，並於2019年10月23日（三）前將已填妥的表格和完成作品的圖檔（JPG格式及
300dpi）電郵至alisonchan@hksea.org.hk。閣下亦可將填妥表格及參選作品圖像CD/DVD，親交或郵寄（以郵
戳日期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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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逾期遞交或資料
不全者，恕不受理。*作品需與照片相符

指導老師姓名：                                                                               稱謂*：□先生    □女士    □小姐
□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會員編號：                             ）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手提）                                                                       （學校）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Ｂ. 作品資料（請於空格內填妥資料）

作品一 高：                cm

闊：                cm

長：                cm

作品二 高：                cm

闊：                cm

長：                cm

作品三 高：                cm

闊：                cm

長：                cm

A. 學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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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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已購買第三者保險，如有需要請為參展作品自行購買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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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 *本人已細閱並同意以上參展細則。                                                                                                *請於□內填上✓

班別作品題目 作品尺寸 學生姓名（每件上限5人）

作品四 高：                cm

闊：                cm

長：                cm

作品五 高：                cm

闊：                cm

長：                cm

- 如欲報名超過五件作品，請填寫新的報名表格 -

簽署：                                                                                               日期：

如有需要，請自行複印表格



Monthly Newsletter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與 香港教師中心合辦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創意教學工作坊（二）匯報

本會於7月20日假香港教師中心舉辦「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創意教學工作坊（二）。是次工
作坊邀請了本地藝術家梁靜雯女士擔任導師，指導視藝科教師自製濾鏡及畫冊，以互動遊
戲為引子介紹對比色的原理以及色彩與光的關係。梁靜雯女士既與參與教師討論改進及延
伸教案的方法，亦分享了搜集各地視藝教材的方法和教學心得。本會再次感謝梁靜雯女士
及樂藝工作室團隊對工作坊的付出。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8-19初審結果公佈
本會很榮幸得到本年度的評審委員協助，選出下列入選覆審名單

初中組覆審入選名單
學校名稱
德望學校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廖寶珊紀念書院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聖若瑟書院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協恩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播道書院
耀中國際學校 - 中學部
培僑書院
九龍華仁書院

學生姓名
鄧懷璋
林東晨
陳雨虹
歐阳宝怡
林郗瑤
羅樂遙
郭曉筠
梁偉樂
周巧玲
吳欣鴻
陳詠詩
張允恩
陳塏宜
黃佳垚
吳采衡
倪樂思
周安琪
梁威廉

班別
3E

3C

2D

2A

2C

2D

3D

3A

3D

3D

3E

3B

2D

3A

S3D

9E

7C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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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8-19初審結果公佈（續）

高中組覆審入選名單
學校名稱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民生書院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荔景天主教中學
培僑書院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玫瑰崗中學

學生姓名
吳清鴻
曹心睿
李嘉琦
李載鑫
阮麗怡
AHONGON,KUMI V.

謝旻蒑
倪穎霖
陳均武
葉繁
徐嘉雯
周洛琳
凌慧珊
郭欣樺
李曉欣
高明竣
溫宇軒

班別
6A

5B

6D

5A

6C

S6A

6B

6C

5D

6B

6B

G12

6B

5B

6E

6A

5A

以上入選者已獲本會通知交來作品，稍後安排覆審，結果將於10月份公佈，上述覆審入選者作品
將於9月24日至26日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藝廊展出，歡迎公眾參觀。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8-19評審團名單：
李展輝先生
李林嘉敏女士    
李慧嫻女士       
鮑藹倫女士   
譚祥安博士   
鄧民亮博士   
謝明莊先生　 
黃燕芳女士　 
姚守一先生
余奉祖先生
王政芝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雕塑藝術家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公眾活動策展人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陶藝藝術家
香港藝術發展局電影及媒體藝術主席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及創意學系副教授
香港藝術館館長(香港藝術)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首席講師／光影作坊創辦人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香港大學藝術學系榮譽助理教授
精藝軒畫廊總經理／梁潔華藝術基金會董事
Michaelsolve創辦人／香港傑出設計師協會主席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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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茂蘿街7號3樓

日期 地點及開放時間

即日       9月8日

香港設計中心 ⸺ 設計光譜首場展覽

壹物⸺現代設計力
Material Modernity: Incredible Bamboo, Paper & Wood

設計光譜為香港設計中心的全新項目，其首場展覽「壹物 
⸺ 現代設計力」展出多達90件橫跨多地、以竹、紙、木
為材料、來自多個文化背景不同的設計師的作品。觀眾
可以由作品中感受設計師如何以同一材料灌注不同的獨
特文化，感受物料與人之間的互相影響，細味亞洲常見
物料的多變。

查詢：3793 8479

網址：www.designspectrum.hk

上午10時     下午8時

新一期《香港美術教育期刊》現已出版！

想知道梵高在香港的住處嗎？新一期《香港美術教育期刊》已出
版，且看各位視藝老師如何費盡心思去營造藝術校園。學校的視
藝大門已開，請進！

本會已郵寄期刊至全港中小學、幼稚園及會員，亦歡迎各位會員
於辦公室時間親臨本會會址免費領取。

免費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