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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似顏繪工作坊匯報

本會於5月4日、5月11日及5月18日，連續三個星期五晚上假賽馬會創意藝
術中心L7-19室舉辦似顏繪工作坊。本會請來「香港似顏繪」創辦人Simon 
Leung擔任工作坊導師。22位參加者在三節課堂中認識了似顏繪的理論
與實例，並透過各種「互畫」練習實踐出似顏繪的三個重點⸺「誇張、
相似、傳達」。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玻璃燒製及熱熔工作坊匯報
6月2日（星期六）一眾會員來到位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6-24室的Artisens 
Studio巧工記參加三小時的工作坊，認識玻璃燒製及熱熔技巧。學員在兩位導師的
悉心指導下，成功透過火槍燒製及微波爐熱熔技巧，完成非常精緻的玻璃製成品。導師
更特別為學員講解在校內推行玻璃教學的基本設備及注意事項，內容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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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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及在職教師報名優先，懇請見諒。有意參加者請於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前將填妥表格連同
支票（抬頭請填「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有限公司」）郵寄或親臨本會會址（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3-05D室）遞交。獲錄取者將於2018年7月3日（星期二）前獲本會電郵通知。未獲取錄者將安排全數退款。如有
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 6096與本會項目主任林先生聯絡。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新入職小學視藝科教師創作技巧基礎課程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新入職小學視藝科教師創作技巧基礎課程
今年暑假，本會繼續開辦「新入職小學視藝科教師課程」，
為未接受視藝科專業培訓的新入職小學教師，提供基礎視
藝創作及教學技巧培訓。今年課程將涵蓋以下單元：

1. 兒童繪畫發展及評賞教學分享
2. 基礎色彩概念、不同濕性顏料的特性及教學分享
3. 繪畫技巧、不同乾性顏料的特性及教學分享
4. 版畫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5. 中國水墨書畫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6. 漫畫基礎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7. 混合媒介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8. 立體創作技巧及教學分享

日期：*2018年7月18日（三）、7月19日（四）、
                    7月23日（一）及7月24日（二）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每日2節，每節3小時，合共24小時）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7-19活動室
          （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費用：會員$1,580、非會員$1,780
名額：20個（本會會員優先取錄）
*原定為7月19及20日的課程已改為7月18及19日舉行，
請各位會員留意日期改動。
*完成課程後，出席率達到75%或以上的學員將獲本會頒
發課程證書。

課堂日期：2018年7月18日（三）、7月19日（四）、 7月23日（一）及7月24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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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分享會
暨「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2018/19」簡介會匯報
隨著新學年即將來臨，本會亦快將展開新一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因此，本會於5月19日（星期六）下午假教育局九
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平台W422室舉辦「創意教學分享會暨『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8/19』簡介會」。當日除了由鄺啟德
會長向在場48位小學及幼稚園同工介紹計劃內容及過去多屆成果，更邀請到從第一屆計劃已開始參與至今的民生書院小
學代表潘儷文老師，以及奇極創作室Creative Kids的代表Ms. Josephine Chan，分別為參加者介紹校內及創作室啟發學童
創意的教學範例，亦為參加者在教學實踐上遇到的困難提出建議，讓參加者得益不少。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7/18」評審匯報
今屆「創意學生獎勵計劃」逐漸步入尾聲，並已經在5月截止收集
參與學校競逐鑽石章及傑出作品獎的學生作品。今屆參與學校十分
踴躍，分別有326位獲金章的學生遞交共773件作品參與「鑽石章」
甄選，以及61位獲銀章或銅章的學生遞交作品參選「傑出作品獎」。

評審活動亦於5月24日（星期四）晚上6時假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7-19活動室順利舉行。今屆評審委員包括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楊
楚傑校長、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主席甄可安先生、香港教育大
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II黃素蘭博士及本會會長鄺啟德先
生。本會衷心感謝以上多位評審委員百忙中抽空出席，為今屆計
劃選出共33位「鑽石章」及「傑出作品獎」得主。得獎學生的作
品將於2018年12月12日至12月20日，於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
辦之「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8：『創意學生獎勵計劃』成果展」
當中展出，並於期間舉行之頒獎禮獲頒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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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共10名）
學校名稱                                                                       年級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李志達紀念學校                                                              P2                   王睿熙                             《俏花旦》
沙頭角中心小學                                                              P2                   王芷                             《纜車上的人生百態》
沙頭角中心小學                                                              P2                   黃子健                             《救火記》、《夏日炎炎要解暑》
沙頭角中心小學                                                              P2                   刁展皓                             《看牙醫》、《超市購物》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P1                   Asaph Lam         《Police Dog and I 警犬與我》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P3                   何詠齡                             《寵物樂園》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P3                   黎安喬                             《夢太空》
播道書院                                                              P3                   羅洛賢                             《Hot Pot》
播道書院                                                               P2                   黃悅                             《變形鐘》
播道書院                                                               P2                   駱晉晞                             《聖誕》

鑽石章（共30名）
幼稚園組（共10名）
學校名稱                                                                       年級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                      K3                   吳志潁                            《開心運動會》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                      K3                   羅偲軒                            《萬花蔬果人》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                      K3                   鄭愷萱                            《XERCO快餐店》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                      K3                   黃子行                            《旋轉的印度薄餅》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                      K2                   鄭佳鈞                            《大象噴水Party》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兒園幼稚園                      K1                   李泳心                            《開飯喇！》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K2                   陳紫瑜                            《我與爸爸游泳》
玫瑰崗幼稚園                                                              K2                   熊靖柔                            《桃花開了》
玫瑰崗幼稚園                                                              K3                   李澄                            《打風了》
玫瑰崗幼稚園                                                              K3                   廖卓藍                            《自由神像下的我們》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P6                   顏嘉潁                             《豐收》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P6                   黃愷琳                             《愛繪畫的貓》
沙頭角中心小學                                                              P6                   范奕麟                             《如果人類活在海中》、《二十二世紀的飲食方式》
沙頭角中心小學                                                              P6                   賴冠宇                             《手機毒癮》
玫瑰崗學校（小學部）                                          P5                   Hayley Pun                   《春山》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P5                   何冠聰                             《埃及尋寶記》
華德學校                                                                                  P5                   吳雅晴                             《揉合中西文化的女子》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P6                   謝有雙                             《賽龍舟》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6                   李俊樂                             《未來星球》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P6                   謝宗希                             《空島》

高小組（共10名）
學校名稱                                                                       年級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傑出作品獎（共3名）
學校名稱                                                                       年級                 學生姓名                            作品名稱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P4                   郭浩鐘                             《大嘴鳥在唱歌》
沙頭角中心小學                                                             P6                   翁裕介                             《尋找》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P6                   周卓賢                             《苦難》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2017/18」得獎名單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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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古蹟及藝術館⸺大館現已開放

圖片來源：大館網頁及香港旅遊發展局

集歷史及藝術於一身的大館於5月29日正式對外開放。大館是香港歷史古蹟活化的重要計劃之一，前身為三
項超過一百年歷史的法定古蹟，包括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佔地達13,600平方米。此外，
大館將成為當代藝術熱點，為表演藝術、舞蹈及電影藝術提供場所，內部亦設有大館當代美術館「賽馬會藝方」，
開幕展覽為「大館一百面」及「拆棚」，讓觀眾認識中區社區歷史。

地          址：中環荷李活道10號
開放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11時
官方網站：http://www.taikwun.hk/

                                                                                                 

開幕展覽：
1. 大館一百面
日期：5月29日至9月2日
地點：大館01座複式展室
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8時
免費入場

2. 拆棚
日期：6月9日至8月15日
地點：賽馬會藝方
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免費入場

*請於出發前下載大館App或前往官方網站領取大館入場證：
https://goo.gl/zxVmKH
*大館設有粵語及英語導賞團，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視覺藝術展2018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主辦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 藝廊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日期及時間 

2018年6月20日       25日 
上午10時     下午10時 

查詢

   2546 2624／
       info@spps.edu.hk

開幕禮 

2018年6月20日
下午3時

視
藝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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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身大廈 Architecture Costume・
石家豪 Wilson Shieh
「稱身大廈」是香港藝術家石家豪最新個展的主題。過去兩年，他回到工筆畫創作。工筆畫
是中國傳統繪畫技法，著重細緻的描寫和設色。石家豪早於二十多年前，嘗試以古典畫法結
合現代題材，發展出獨特個人風格。這次展覽的作品，是他把香港古今建築，改變成為女男
衣裝。以水墨媒介，描繪現代都市的幾何結構，加上一抹優雅裁剪手法，成為了一次時裝肖
像的示範展演。

香港藝術中心 3樓「實驗畫廊」
（地址：香港灣仔 港灣道 2號）

日期及時間 

2018年6月16日       24日 
上午11時     下午6時 

石家豪工作室主辦

不設開幕儀式
（石家豪每天都留在展場）

官窯III ─ 陶塑展2018

香港文化中心

日期及時間 

2018年6月27日 
上午10時     下午6時 
2018年6月28日 
上午10時     下午2時 

繼2013年的「官窯II—陶塑展」後，本港十一所官立中學再次聯合舉辦「官窯III」陶
塑展。「官窯」展出的均為本港官立中學學生及視覺藝術科老師的浮雕、器皿等陶
藝作品。參展學校包括龍翔官立中學、九龍工業學校、天水圍官立中學、觀塘官
立中學、觀塘功樂官立中學、屯門官立中學、將軍澳官立中學、官立嘉道理爵
士中學(西九龍)、上水官立中學、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及元朗公立中學。6月27
日上午十一時正舉行開幕禮。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
偉博士及陶藝家馬素梅博士獲邀擔任主禮嘉賓。查詢電話： 2323 4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