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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藝術教育協會(InSEA)在剛過去的8月7日至

8月11日，於韓國大邱會展中心舉辦「第三十五屆

世界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地藝術教育學者及教師

出席，分享「Spirit•Art•Digital」主題下的不同

研究成果，連日來共400多位學者參與發言。本會

會長鄺啟德亦出席參與研討會，了解各地藝術教

育發展，並與各地學者及教師交流教學經驗。

第四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即將在校內推行。計

劃參與人數繼續增長，今年度共有10間幼稚園及

38間小學，預計超過13,000位學生參與。為了讓校

方更瞭解計劃理念及推行細節，本會於8月25日

（星期五）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4-03A室舉辦

今屆計劃參與學校第一次交流會。

計劃今屆開始由本會會長鄺啟德老師擔任小組主

席。交流會當日除了由鄺會長講解獎勵架構、計劃

日程等細節外，更有幸請來兩間過往表現優秀學

校的代表老師，分享在校推行本計劃的經驗。她們

分別是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的何翊

雯老師、曹穎祺老師，以及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

學的劉彩霞老師。在此再次感謝三位老師抽空出

席分享，相信當日出席的35位教師均獲益匪淺。

InSEA第三十五屆世界研討會參會匯報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7/18 文：浩華

文：浩華

參與學校第一次交流會匯報

劉彩霞老師（左）  何翊雯老師（左） 曹穎祺老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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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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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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香 港 美 術 教 育 協 會

10am 1.30pm

10am 6pm

MON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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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灰若Rosie Grey，是本地八十後漫畫家，也是全職小

學教師，主要教授英文和視覺藝術，以具創意的方式教導學生，

例如用漫畫或遊戲融入教學內容。

去年暑期著有生活繪本《教師辛酸史──露思兔子頂硬上》，以

漫畫分享教書工作時的有趣和辛酸事件，深受同工歡迎，曾登

上暢銷書榜第五位。而今年暑假出版的《教書辛酸史2──露思

兔子冇氣唞》除了繼續分享作為教師的辛酸史外，也增加了學

生的篇幅。她根據學生的性格，分為「聰明型」、「乖巧型」、「好動

型」、「串嘴型」等十二類別，描寫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選材方面，既有真實的故事情節，也有虛擬的想像空間，虛實兩

者互為表裏。此書可讓同工找到共鳴，在大眾以及各大書局有售。

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學會和寧波大學將於2017年11月18至20日舉辦「第六屆

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會議地點為中國寧波大學。

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將邀請來自中國大陸、歐美、東南亞等國家以及港澳

臺地區的美術教育專家與學者參加這次盛會。會議將通過嘉賓主題發言、專

題演講、高峰論壇、青年論壇、大師講座、少兒美術作品展覽、現場教學觀摩

等多種形式，從不同視野和角度探討和反思這個時代的美術教育。

「第六屆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會議主題：
「反思與責任：視覺藝術教育的現在與未來」

如欲查詢更多資料及報名方式

請聯絡組委會專門郵箱

sjhrmsjy6@163.com

《教師辛酸史》2

藝術書刊介紹 

作者：

ISBN9789-988-77200-5-8

第六屆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大會

9月16日

9月20日

出版：
灰若

一丁文化

missrosierabbie作者網址

嶺南畫藝師生作品展

當代國畫名家、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黎明老師，由十一歲開始跟隨嶺南派創

始人高劍父學畫，是高劍父目前唯一在世的傳人。黎明老師及黃詠賢老師早

前親自任教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兩個嶺南畫短期課程，學院將在9月16日

至20日於嶺南大學，為兩位老師及這班同學舉行嶺南畫藝師生作品展。黎老

師亦會於9月17日(日)及19日(二)下午2時至4時的工作坊上示範及教導嶺南

畫派水墨畫，歡迎有興趣人士把握難能可貴的機會近距離觀摩大師級的畫

功。

地點：香港新界屯門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

          冼祖銘會堂  (港鐵西鐵綫兆康站 F 出口)

詳情請致電2616 7256查詢

視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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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教師不時需要負責安排校內印刷工作，若對印刷不甚熟悉，在設計、

排版和報價時很容易遇上阻滯。為此，本會邀請高科技印刷集團，為本會教

師提供一連兩節的印刷廠參觀活動。活動除了包括印刷廠房及機械參觀和

導賞之外，集團董事總經理⸺ 張智彥先生更會親身為教師講解印刷步驟及

各種需注意事項。兩節活動皆會有講座及參觀環節，內容包括：

印刷知識講座：印刷報價資料、印刷程序、需時、紙張分類、釘裝形式、

          製稿設計需知、排版注意事項、特殊技巧應用…

參觀廠房、導賞介紹印刷機械及用途

電影藝術評賞與教學分享會

為了增添中學視藝教師對各種當代藝術範疇的認識，本會「視藝教師培訓計

劃」正擬籌辦一系列不同主題的藝術知識增潤講座。首場講座將以電影藝術

為主題，邀請來自各界對電影藝術認識豐富的教育工作者，向一眾中學教師

分享推動電影藝術教育的經驗與心得，讓有意將電影藝術評賞與教學加入

校本課程的教師作參考。分享嘉賓包括：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邊行邊講印刷廠：印刷講座及廠房參觀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電影藝術評賞與教學分享會

遞交表格方法：

姓名：

NAME：

會員類別：  □會員        □非會員

任教學校/機構：

傳真：

姓名：

NAME：

會員類別：  □會員        □非會員

任教學校/機構：

傳真：

稱謂：□先生  □女士 稱謂：□先生  □女士

電郵地址： 電郵地址：

會員編號：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手提

住宅/學校

手提

住宅/學校

如欲參加，請於2017年10月7日（六）前遞交填妥表格。
獲錄取者將於2017年10月11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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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參加，請於2017年9月23日（六）前遞交填妥表格。
獲錄取者將於2017年9月27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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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行邊講印刷廠：印刷講座及廠房參觀

傳真： 2234 6092 / 2234 6099

電郵： howalam@hksea.org.hk

9月30日（六）

10.30am-12.30pm

劉仲嚴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

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

授，研究範圍主要包括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當代藝術評賞

潘志冲老師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戲

劇及電影藝術科科主

任，香港教師戲劇會執

行委員

賀峰先生
導演、香港影藝聯盟主

席，於香港科技大學、

珠海學院等大專院校

擔任電影顧問及講師

地點： 旺角社區會堂

           旺角上海街557號旺角綜合大樓二樓

費用：全免

郵寄或親臨本會

名額有限，本會會員報名優先。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 

石硤尾白田街30號

集合地點：葵涌和宜合道109號

 長榮工業大廈地下停車場入口（中國銀行對面）

前往方法： 乘搭巴士或小巴於「石宜路」站下車

巴士路線   31M、32、36B、43A

小巴路線   86、86M、94、94A、403、403P、403X、412

名額：30個（本會會員優先）  

10月14日（六）

2pm-5pm

10月21日（六）

2pm-5pm

（共兩節）

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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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富比(Sotheby’s) 、佳士得(Christies)、保利(Poly)、嘉德(Guardian)各式各

樣的拍賣行經常在香港舉行拍賣預展，在想像中拍賣會現場都是名流匯聚，

衣香鬢影的在現場彼此競相舉牌購買心儀的作品。預展其實是對所有人開

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場觀賞拍賣預展作品，有學者、學生、畫廊從業人員、

藝術家、藝術愛好者… …，而且完全免費。想要親眼觀摩大師們的作品不用

擔心，衣著整齊放心的走進去。多數的拍賣會每年分為兩場，春拍以及秋拍，

春拍多數在5、6月而秋拍在9月及10月間進行。

是次預展的視覺藝術分區有：當代藝術、現當代藝術、現代亞洲藝術、現代及

當代東南亞藝術、中國古代書畫和當代水墨藝術，還有向日本戰後重要的先

鋒藝術家致敬的「墨人：森田子 龍」，以及呈獻「永恆的水」展示香港著名畫家

王無邪的水墨作品。

新入職中學視藝教師交流小聚

為了加強對中學視藝教師的支援，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將籌辦一次專

為中學視藝教師而設的交流聚會，讓新入職的同工互相認識及交流教學經

驗。我們會邀請三位資深視藝教師前來分享教學心得，盡量為同工解答疑難。

涵蓋主題：課程內容的籌劃、評核及習作設計、視藝室及物料管理、課室管

理、師生相處…… 亦歡迎提出其他主題作討論。

分享資深教師：

劉小冰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李慧儀
循道中學

張麗珊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9月15日（五）

7pm-9pm

地點：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對象：新入職中學視藝教師，

          入職不超過三年亦歡迎參加

費用：10元（當日繳付） 敬備飲品茶點以供享用。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新入職中學視藝教師交流小聚

姓名：

NAME：

會員類別：  □會員        □非會員

任教學校/機構：

傳真：

稱謂：□先生  □女士

電郵地址：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手提

住宅/學校

如欲參加，請於2017年9月13日（三）前遞交填妥表格。
獲錄取者將於2017年9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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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到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53b_SdrNFIi4RF0xoIGjO_t-uFDZTOMgm0KDldo6Pyg/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遞交表格方法： 傳真： 2234 6092 / 2234 6099

電郵： howalam@hksea.org.hk

郵寄或親臨本會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 

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視藝資訊

google doc

9月28日

10月3日

10am-5 or 6pm
每天不同，可瀏覽網頁最新消息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展覽廳1 

           灣仔博覽道1號

蘇富比秋拍香港預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