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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2019年度捐款招募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為本會重點推行的藝術教育推廣活動，
透過獎勵形式，鼓勵學童參與藝術活動。推行四屆以來，計劃
已錄得超過30,000位學生參與。在2017至18年度，計劃步入第
四屆，參與人數再創新高，共有38間小學及10間幼稚園，超過
13,000位學生從本計劃直接受惠。計劃詳情可瀏覽本計劃
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sea.csas/

計劃推行至今多屆，有幸獲各方捐款支持，讓本會成功以捐款
額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配對資助計劃」，獲局方提供同額
配對資助，令計劃在充足經費支持下順利推行。由於新一屆計
劃參與人數大增，將需要更多經費支持，本會現誠邀各位會員於
2018至19年度贊助本計劃。

本會將以所籌得捐款額再度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配對資助計
劃」，以籌募來年計劃更多經費。同時，本會將為捐款人提供
收據，捐款人可以此收據向政府申請扣減稅項。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9年度
    捐款同意書

本人樂意贊助「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9」，將於本年度捐款

□ 港幣 20,000 元

□ 港幣 10,000 元

□ 港幣 5,000 元

□ 其他金額（請自行填寫）：港幣 __________ 元

以支持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推行「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9」，

並同意香港美術教育協會以本人捐款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

「配對資助計劃」。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有限公司、香港藝術發展局或香港政府於任何場合公開本

人名稱或有關此筆捐款之詳情。

* 刪去不適用者。

捐款人簽署：＿＿＿＿＿＿＿＿＿＿＿＿＿＿＿＿＿

捐款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日期：2018年＿＿＿月＿＿＿日

Facebook專頁:



Monthly NewsletterMonthly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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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演講及工作坊內容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及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將於2018年12月8日至10日於香港教育大學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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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大會以《挑戰與轉化（簡稱CT）》
為主題，期望對當今世界的視覺藝術教育進行一系列的研討，以促進國際視覺藝術教育新思維的交流為目標。

大會已收集260份論文及教學大綱，經專家評審協助審閱後，錄取174份論文及教學大綱，投稿者將在大會上發表。
此外，是次大會邀請多位國際知名的視覺藝術教育學者作主題演講及舉辦工作坊，誠邀各位本港教師蒞臨參與。

主題演講：
（一）「新的需要，需要新的技術」—甚麼是新？我們需要教甚麼？
             “New needs need new techniques”. So what’

講者：Professor Laurence Wood 胡樂士教授（香港教育大學）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8日 (六) 上午10時至10時30分

（二）藝術啟發改變  Art Inspiring Change
講者：Ms. Karen Eslea（泰納當代美術館）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8日 (六) 上午10時50分至11時30分

（三）在全球意識的挑戰與轉化時代尋找一己聲音
             Finding one’

講者：Dr. Steve Willis（密蘇里州立大學）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9日 (日) 上午9時30至10時10分

s new, and what do we need to teach?

s voice through global awareness in times of challenge an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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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工作坊：
（一）單幅版畫與隱喻：明膠板製作與創意的應用
             Monoprinting and Metaphor: Making and Using Gelatin Plates as Creative Practice

導師：Dr. Justin Sutters  (喬治梅森大學)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8日（六）下午2時至4時

（二）《遊藝卡》的教育應用
導師：陸雅青教授（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8日（六）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三）地圖製作  Cartographies
導師：Dr. Teresa Torres de Eça（國際藝術教育協會主席）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9日（日）下午2時至4時

（四）Let’
導師：陳怡倩博士（世界華人美術教育協會主席）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9日（日）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四）藝術 = 療育：漫談藝術教育治療的療育與實踐
講者：陸雅青教授（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9日 (日) 上午10時10至10時50分

（五）教育再設計
講者：婁永琪教授（同濟大學）

日期及時間：2018年12月10日 (一) 上午9時30至10時10分

詳情請瀏覽 https://insea-hk2018.org/zh/

主題演講詳情                            工作坊詳情

查詢：2234-6096 / insea2018@hksea.org.hk

s   Move with STEAM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香港藝術館籌劃及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協辦

與藝術家同接觸：校本藝術賞創先導計劃

在過去14/15至16/17學年，本會與香港藝術館協辦了兩期「與藝術家同接觸：校本藝術賞創先導計劃」，籌辦一系
列的互動教育活動向學生介紹香港藝術館當代藝術的藏品，以提昇他們對本土藝術的興趣和關注，並建立一套有系統
的教學資源；同時，該計劃期望能透過學校網絡培養未來的本地觀眾群，為藝術愛好者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來到
17/18學年，今屆參與計劃學校共六間，所舉行的藝術家工作坊包括以王無邪、文樓及林嵐為主題。其中藝術家林嵐
更與五所學校合作進行藝術家分享會，與學生們分享創作理念及點滴。本會現正製作計劃專刊，將於十月份的計劃教
師分享會中發佈，共享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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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與法國五月藝術節合辦

「藏珍閣」- 由自然科學到大自然藝術展覽
展覽展示來自10間博物館、畫廊和私人收藏的逾250件自然標本及手工藝術品。
「藏珍閣」是博物館的前身，源於16、17和18世紀期間，歐洲航海探險家開始
踏足亞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新大陸」，並把搜羅的珍品帶回歐洲。收
藏家把它們置放在裝飾華美的櫥櫃內，向訪客展示及炫耀。

是次展覽分為五部分：(1)「藏珍閣」─ 簡史；(2) 航海探險與奇異珍藏；(3) 巴
黎高科農業學院生命科學博物館：從業餘珍藏到自然科學探索；(4) 戴羅勒標本
屋的「藏珍閣」：自然、藝術、教育；和(5)藏珍閣與當代藝術。透過林林總總
的收藏品，包括珍禽異獸和植物、奇異瑰麗的礦物、精巧玲瓏的藝術品，穿越
時空回到數百年前的西方，呈現當時歐洲收藏家對神秘世界的幻想與嚮往。

展覽亦探討藏珍閣的影響力如何延續至上世紀的藝術創作，如Salvador Dali, 
Giorgio de Chirico, Man Ray和Jean Cocteau等藝術家，以不同形式的作品探索人
類與大自然的關係；當代藝術家包括Damien Hirst 和 Jean-Michel Othoniel、城大
創意媒體學院院長邵志飛教授，亦為展覽帶來現代版奇珍異寶、甚至小型藏珍閣。

香港城市大學劉鳴煒學術樓18樓
城大展覽館

日期及時間 

即日至8月19日
             （逢星期一休息）

上午10時     下午7時 
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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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視藝作品聯展 暨本地及海外藝術家邀請展
2017年初語蜜工房與播道書院陳國棟老師積極在學
界推動「Reform Your Point of“VIEW”」視覺藝
術教育計劃，盼望能藉著多元藝術創作，培養學生
建立健康正面的價值觀。計劃推廣至今，已有十八
間中小學校參與。

2018年7月，即將舉辦第二屆展覽，名為「中小學
視藝作品聯展 暨 本地及海外藝術家邀請展」，播道
書院及救恩書院為協辦單位，除展出參與計劃的學
生作品及邀請部份老師作教學分享外，更邀請了數位
海外藝術家展出他們的作品。

展覽地點：沙田大會堂展覽廳
開幕禮：8/7/2018（星期日）下午3時至4時
教學分享會：下午4時20分至7時

展覽日期：
2018年7月8日（星期日）下午3時至8時
2018年7月9至12日（星期一至四）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 上午10時至下午3時

分享會講者及講題：
1. 播道書院 陳國棟老師
⸺「何謂『Reform』 視覺藝術先導計劃」
2.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王家祥老師
⸺「淺談基督教藝術教學的內容、策略及反思」
3. 救恩書院 簡李麗池老師
⸺「基督教藝術教學_由評賞宗教畫到藝術創作」
4. 英華女學校 梁美珊老師
⸺「藝術教育與基督信仰的實踐」

參展藝術家：
台灣：馮君藍牧師、王敏娟女士
以色列：Ms. Dalia Gal Sverdlin 
香港：楊軍牧師、鄧凝姿博士、黃喜蓮女士、曾皿堅先生、
陳國棟老師、簡李麗池老師、Ms. Anita Lau、一群基督徒青年
創作者

18間參展學校：
1.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2. 浸信會天虹小學
3.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
4.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小學
5. 民生書院 
6. 民生書院小學
7. 播道書院 中學部
8. 播道書院 小學部
9. 香港培道中學
10. 救恩書院
11. 高雷中學
12. 英華女學校
13.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14.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15.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16. 大埔三育中學
17.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18.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

展覽期間，同場有DIY 福音聖經金句／祝願刻印書籤製作，
歡迎參與。
歡迎學校及團體預約導賞服務，查詢電話或whatsApp：
6512 1434 （陳小姐）
「Reform Your Point of“VIEW”」視覺藝術教育計劃詳情：
http://www.milkandhoneyarts.com/web/art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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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香港的畫廊集中在中環荷李活道一帶，近年來由於市場活躍，越
來越多國際知名畫廊在港開業，之前畢打行就有漢雅軒、Lehmann 
Maupin（紐約）、Gagosian（洛杉磯）、Ben Brown Fine Arts（倫
敦）、Massimo De Carlo（米蘭）等等著名畫廊進駐，成為一眾藝術
愛好者流連之地，今年中環又添一幢畫廊大廈。

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80號，號稱「直立式藝術空間」的 H Queen's是
一棟特別為藝廊而設的綜合型藝術商廈，樓高24層，每層樓底高達
4.65米，面積約4500至5000呎，適合擺放大型展品。大廈另一特點
是有開合式幕牆及定制大型吊臂，能將大型藝術品從窗外直接運送至
各樓層畫廊。整棟建築採用全落地玻璃設計，並完全隔絕紫外光，提
供充足光線之餘亦避免陽光對藝術品的傷害。

現時在H Queen's開業的國際頂級藝廊，包括：
卓納畫廊 David Zwirne
佩斯畫廊 Pace Gallery
方由美術 Galarie Ora-Ora
豪瑟沃斯畫廊 Hauser & Wirth
白石畫廊 Whitestone Gallery
藝術門 PearlLam Galleries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 Tang Contemporary Art
首爾拍賣 SA+ Seoul Auction

如各位有興趣參觀上述畫廊，可以先瀏覽其網頁以了解展覽內容、日
期和時間，以防遇上佈展時段，謝絕參觀。

H Queen's 網頁：
http://www.hqueens.com.hk/html/eng/index.shtml

「直立式藝術空間」H Queen's

徐子雄書法作品集《神采飛揚》(2018年5月第一版)

主編：鄧偉雄、陳天保、雷雨
出版：雲泉簃藝術藝術集團有限公司、
             相相居、 美在斯藝術中心
ISBN978-988-77366-6-0
香港書畫家徐子雄先生（1936年出生）為香港新水墨畫派的中堅人物，
亦是作家、藝評家、大學講師，這本書結集了他一百二十幅書法，分
為八個分類，均著重線條與用墨變化，第八部分之亦畫亦書，盡顯其
以書入畫之風格，趣味盎然。此書乃二十一世紀中國書法作品集系列之
第四本出版，先後出版了楊善深《筆歌墨舞》、饒宗頤《通會之際》、
金耀基《聯意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