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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屆會員大會匯報

本會第26屆會員大會已於3月25日（日）下午5時30分假JCCAC L719活動室順利舉行，承蒙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發展經理
何敏婷小姐、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主席梁崇任先生及本會今年度新任的榮譽顧問李慧嫻女士撥冗親臨，出席會員人數共
27人。是次會員大會先由上屆會長鄺啟德老師回顧過去活動點滴及預告本會最新活動。緊接由上屆財政蔡鎮業老師則匯
報2016/2017年度核數報告，並得到出席會員一致通過。最後，由李慧嫻女士為顧問團代表，頒發委任狀證書予新一屆執委，
正式成立2018-2020年度執委會。

各執委的職務分別如下：

 2018‒2020年度執行委員會
 會長 鄺啟德老師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副會長 胡永德老師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學藝發展組主任

 副會長 蔡鎮業老師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財政 陳齊欣老師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秘書

2018-2020年度顧問團名單：
榮譽法律顧問：                   榮譽核數師：
鄭美娟律師                           廖美玲女士
簡汝謙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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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秀菊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金嘉倫先生 (前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主持)
高美慶教授 (香港公開大學前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
劉唯邁博士 (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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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委員  李鈺山老師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執行委員  翁綺雯老師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Lorem ipsum 執行委員  曹海茹老師   新界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視覺藝術科教師

Lorem ipsum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陳雪儀女士

 執行委員  黃素蘭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II

 執行委員  葉煥鈴老師   聖若瑟書院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梁德賢老師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助理校長

 執行委員  羅小燕老師  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黃敏婷老師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
                  視覺藝術科科主任

感激以上各位顧問支持及協助本會會務發展！

會員大會會員大合照 會長鄺啟德與本會新一屆榮譽顧問李慧嫻女士合照



特邀嘉賓：
劉瑩博士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講師，曾任職於英華書院；
    2011/12年度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

關呂佩玲老師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2011/12年度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嘉許狀，2016/17年度再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中學教師交流茶聚
繼三月尾本會舉辦過小學視藝教師茶聚後，今次將舉辦中學視藝教師茶聚，同樣也請來兩位曾獲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的資深視藝科教師一同參與，與各位參加者分享教學心得。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中學教師交流茶聚報名表格

姓名：                                             （中）                                                                     （英）         性別*：□ 男　  □ 女
會員類別*：□ 會員　         □ 非會員            會員編號：
任教學校/機構：
聯絡電話：                                                                 （手提）                                                                      （住宅／學校）
電郵：                                                                                                           傳真：
*請在適當空格內加✓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會員報名優先。如欲參加，請於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前填妥以上報名表格，郵寄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傳真（2234-6092）或電郵
（howalam@hksea.org.hk）遞交。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234-6096與本會項目主任林先生聯絡。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劉瑩博士 關呂佩玲老師

日期：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6時30分至8時30分
內容：香港青年藝術高峰會2018－藝術教育提案徵集簡介、
            兩位曾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資深視藝科教師分享教學心得以及Q&A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L7-19室（石硤尾白田街30號）
對象：現職中學視藝科教師       名額：20人        費用：會員30元、非會員50元（當日以現金繳付）     
敬備飲品及茶點以供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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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當日活動的精彩花絮：

第26屆會員大會匯報（續）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合照 李慧嫻女士與辦公室職員合照 大會完結後之愉快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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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3月23日假本會會址舉辦「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小學教
師交流茶聚」，特別請來兩位曾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資深
視藝科教師⸺嚴麗萍主任及張寶雯副校長，與一眾小學視藝科
同工暢談多年教學心得。各位參加者在一片歡樂祥和的氣氛下暢
所欲言，從課程設計、考評制度，以至校內行政、校園佈置，無
所不談。雖然活動超時結束，但參加者和嘉賓仍然滔滔不絕，繼
續交流和發問，實在可見各位對教學工作充滿熱誠！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得獎小學教師交流茶聚活動匯報

本會新增Instagram帳戶及
影片系列宣傳
本會已新增Instagram帳戶，另外即將推出一系列的宣傳影片，精彩內容包括簡介本會和進行途人視藝常識街訪
等，請各位會員密切留意和多多支持！

歡迎瀏覽及追蹤本會之
網址：www.hksea.org.hk
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SEArt/
Instagram: http://www.instagram.com/hkseart

即將推出的南瓜影片，切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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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

創意教學分享會 暨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2018/19」簡介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以香港的幼稚園及小學生為目標對象，藝術教育為本，
致力透過獎勵形式，鼓勵學童積極參與藝術創作及欣賞，培養學生藝術評賞
的能力，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藝術社區。是次簡介會除了向教師介紹計劃
內容及成果，亦邀請多位講者，分享以啟發學童創意為主導的教學方法，提
供具體可行的教學指引和學童的創作範例。 

第一節︰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簡介會

鄺啟德會長 向有意參與計劃的學校教簡介計劃
的內容及成果。

第二節︰
創意教學分享會

分享嘉賓：
1. 潘儷文老師

（民生書院小學）
2. Ms Josephine Chan

（奇極創作室
  Creative Kids）

分享以啟發學童創意為主導的教學
方法，提供具體可行的教學指引和
學童的創作範例。

日期：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                                                          對象：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教師
時間：下午2時至4時                                                                                 名額：85名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費用：全免

截止報名日期：2018年5月8日
報名方法：有意參加的教師，請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登入香港教師中心網頁報名
（http://www.edb.gov.hk/hktc/activity）。報名者可於2018年5月11日或之後到
上述網址查詢取錄名單，亦可致電本中心查詢。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優惠2018-2020
彩虹彩色影印中心(炮台山柏麗店A)
會員出示會員證獲影印/釘裝/過膠服務九折優惠
地址：炮台山英皇道278-288號柏麗商場11及89號鋪
電話：2578 7186
電郵：np1@rainbowcopy.hk

藝林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會員以現金到門市部購貨可獲九折優惠
地址：灣仔駱克道301-307號駱克中心三樓
電話：2511 4845 (黃美環小姐)
電郵：artlandc@artland.com.hk

講員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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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美術用品(香港)有限公司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貨品獲九折優惠
地址：香港柴灣永泰路柴灣工業城第一期17樓14室(總店) /
            九龍尖沙嘴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UG6地舖
電話：2833 6161(總店) / 2739 1881(尖沙嘴)
電郵：hongkong@ias-hk.com

學生勞作教材有限公司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正價貨品獲九折優惠
地址：九龍馬頭圍道238號嘉信大廈6號地下及1樓(安徽街)
電話：2303 0969 / 2362 1241
電郵：info@diyshop.hk ;  info@student-exercise.com.hk

美芯美勞有限公司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陳列室內之正價貨品獲九折優惠
地址：新界荃灣柴灣角街84-92號順豐工業大廈20樓L室
電話：2493 9200 (林重光先生)
電郵：info@meisum.com

友生昌筆墨莊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所有產品獲九折優惠 (裝裱書畫及特價品除外)
購買台版、國版圖書獲八折優惠
購買港版圖書獲九折優惠
地址：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3-5層、3B
電話：2332 8881
電郵：yausangcheong@gmail.com

智源書局有限公司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正價貨品獲九折優惠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及只接受現金或EPS付款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2樓A
電話：2367 8482 (陳小姐)
電郵：info@apollobook.com.hk 

文博軒 Heritage Tea House
會員出示會員證惠顧文博軒茶室服務的品茗及小食滿港幣$100(外賣除外)
及惠顧文博軒茶葉和茶具滿港幣$200(特價貨品除外)均獲九折優惠
地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1樓6室
聯絡 : 余文心
電話 : 2779 1030
電郵 : kmsy_kmsy@yahoo.com.hk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優惠2018-2020（續）

～感激以上各商店對本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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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共融 世界顯大同」發佈會匯報
團結香港基金藝術創新研究系列報告（二）

團結香港基金(Our Hong Kong Foundation)於三月二十八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發佈由行
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先生及其研究團隊主導的藝術創新研究系列報告（二）:「藝術創共融 
世界顯大同」(Celebrating the Inclusive Power of Arts)。報告內容主要探討藝術於香港社
會的重要角色，提倡「藝術共融」此觀念，以藝術活動促進各類型人士，包括長者、身體殘
疾或精神受損人士和特殊學習障礙患者等的身心健康，以及帶來社群融合。報告另外建議將
藝術治療師編制為醫管局的「專職醫療人員」，加強社區以藝術為主導的服務支援等，同場
亦舉辦陳智思先生及高錕教授的小型畫展。如有興趣閱讀報告，請瀏覽團結香港基金網站：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

感謝陳炳添先生贈書
上月再獲本會前顧問陳炳添先生惠贈數十本藝術書刊，至深銘感。陳炳添
先生為本地資深藝術及教育家，他的美術藏書涵蓋中西藝術，多樣而珍貴。
本會再次感激陳炳添先生的慷慨蒐贈，豐富本會美術資料庫！

另外，陳炳添先生將於五月底於藝穗會舉行藝術回顧展，有關詳情將於稍
後通知各位會員，歡迎各位屆時前往參觀！

陳炳添先生早年的陶藝作品曾作本會期刊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