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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香港玻璃工作室：黃國忠先生教學分享

2019至2020的年度計劃包括視藝教師培訓計劃、創意學生獎勵計劃、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葛量洪視覺藝術獎、
香港美術教育期刊，以及新計劃：視覺藝術教師表揚獎和中學設計教育種籽計劃等，請各位會員密注關注會員快
訊、網頁及Facebook專頁等平台以留意本會最新動態。

本地視藝教師較少應用玻璃於教學中，為了擴闊教師們對各種藝術媒介的認識，本會「視藝教師培訓計劃」已於五
月九日與香港玻璃工作室黃國忠先生拍攝一場有關玻璃教學的分享。本會亦感謝黃先生致送精美的紀念品。影片將
稍後上載至本會Facebook及網頁供教師們參考，請密切留意本會的最新消息！

黃國忠先生示範吹玻璃

本會頒發感謝狀予香港玻璃工作室：（左起）執委蔡鎮業、副會長梁崇任、黃國忠先生、會長黃敏婷、職員
何毅盈、張曉婷

黃國忠先生與本會副會長梁崇任對談 燒玻璃示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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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會員優惠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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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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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先生）
電郵：artlandc@artlan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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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info@apollobook.com.hk

True Colour Design Production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網店上產品獲九折優惠
網站︰http://www.truecolour.com.hk/index.php

地址︰香港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1樓106室
電話︰2389 9448

電郵︰info@truecolour.com.hk

【短期會員優惠】
牧羊少年咖啡館（太子本舖）
會員出示會員證到太子店消費獲八五折優惠（至2020年11月30日）
地址︰深水埗白楊街27–29號嘉安大廈地下1號舖
電話︰2779 0559

營業時間︰11:00–22:45



 H
ong K

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www.hkse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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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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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先生）
電郵：artlandc@artlan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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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info@apollobook.com.hk

True Colour Design Production

會員出示會員證購買網店上產品獲九折優惠
網站︰http://www.truecolour.com.hk/index.php

地址︰香港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1樓106室
電話︰2389 9448

電郵︰info@truecolour.com.hk

【短期會員優惠】
牧羊少年咖啡館（太子本舖）
會員出示會員證到太子店消費獲八五折優惠（至2020年11月30日）
地址︰深水埗白楊街27–29號嘉安大廈地下1號舖
電話︰2779 0559

營業時間︰11:00–22:45

會籍期限延長通知
受疫情影響，本會近幾個月以來舉辦的活動數量有所減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員的參與度。有見及此，本會決定將
會籍期限延長。所有於2019年及2020年新加入或續會一年的會員，其會籍期限將延長至2021年12月31日，敬請留意。

「視藝教師培訓計劃—葛量洪視覺藝術獎線上
直播分享會」匯報
本會於4月16日舉行了葛量洪視覺藝術獎線上直播分享會。
是次分享會由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II
黃素蘭博士主持，而聖若瑟書院視藝科科主任葉煥鈴老師及
民生書院視藝科科主任林謐老師則擔任講者，向中小學在職
視藝科教師講解整個獎項計劃、分享過往得獎學生作品及準
備過程。三位講者喜見是次分享會反應熱烈，並期望能對視
藝老師們繼續發掘有藝術潛能的學生有所幫助。

如欲重溫，請瀏覽本會網頁https://www.hksea.org.hk/vat-sharingsession或
掃描QR Code觀看精華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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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頁及Facebook專頁等平台以留意本會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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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PF香港國際攝影節2020
進 行 中 的 香 港 國 際 攝 影 節 ， 今 年 換 成 以 2 9 個 衛 星 展 覽 為
「 主 角 」 ， 於不同城市角落裡登場，呈現本地真實深沉的
創作力量。

當中有「新一代影像創作者育成計劃」10位學員的「結業
展」。自去年九月起的mentoring process，他們經歷了無
數創作實驗，視野探索；累積的成果，今天終被放進展覽空
間裡去，落戶香港不同社區。你會在當中看到家庭記憶、身
份思考、政治運動，和城市記憶；作品展示亦甚具多樣性，
除了一般照片作品的呈現，還有錄像、混合媒介、多媒體表
演、街道「介入」、仿街頭廣告等。

攝影節進行中 → https://hkipf.org.hk/zh/?viewMenu=open

節目導覽 → https://bit.ly/2XlVukB 

下載衛星展覽地圖 → https://bit.ly/3a9WlYt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顧問名單2020-2022
榮譽法律顧問
鄭美娟律師
簡汝謙律師

榮譽核數師
廖美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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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慧林先生 （萬希泉鐘錶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金嘉倫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藝術課程前主持）
胡樂士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學系副學系主任） 
徐秀菊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校長） 
高美慶教授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前院長） 
楊懷俸先生 （教統局課程及質素保證科前總主任（學校質素保證）） 
劉唯邁博士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總館長）

此外，亦有18位／組以提案公開徵集方式所邀請得來、來自不同領域背景的影像創作者，根據城中不同場域和
空間所策劃的「衛星展覽」，以影像創生磁場，觸發更多社區生活動力及生命力。

我們期待，即使在這「社交距離」的時代，透過作品、空間與人的互動，藝術、人情和社區能產生更深厚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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