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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第28屆會員大會延期通知

HKDSE視藝科網上模擬試2020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會決定將第28屆會員大會由3月15日（日）延期至3月29日（日），並取消茶點及抽
獎環節，敬請留意。

日期 : 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

時間 : 下午4時30分        6時30分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19室（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第28屆會員大會流程：
1. 大會報到
2. 會長致歡迎詞 
3. 活動報告 
4. 本會發展及活動預告 
5. 介紹新一屆執委會成員
6. 通過核數報告

本會誠邀各位會員出席第28屆會員大會！有意出席者，填妥表格（見QR Code)。

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的視覺藝術科（以下簡稱「視藝科」）將於3月27日（五）如常開考，本會有感近兩個月
以來因學校停課而令備試大受影響，應考生缺少交流及實戰的機會，本會遂決定於3月16日（一）上午8時30分至下
午12時30分舉辦一場聯校網上模擬試。老師會在開考前一小時以電郵方式收到模擬試卷，並須預留充足時間自行轉發
給應試學生。考生須留在家中按時完成考卷，完成後拍照及上載。學生在模擬試中的表現將由資深視藝科老師評估分
數範圍及由大專界學者集體點評，整體評語及個別表現評估暫定於3月20日（五）分享予各參與學校，而剪輯後的學
者評語亦會上載至本會網頁供全港師生參考。

模擬試詳情：www.hksea.org.hk/hkdse-mock-exa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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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上博物館及展覽
不出門，也能逛遍博物館！50+精選國內外最棒10個線上藝術展（轉資料來源：50+ Fifty Plus）

2. 美感教育資源

台灣教育部美感教育
網址：https://www.aade.org.tw/

台灣教育部近年積整推廣「美感教育」，根據官方網站定義，美感教育即培養小孩子從日常生活中發掘不同事
物的美的存在和可能性。Click入「課程案例」能了解和下載美感教育教案。在不能於課室上課的日子裡，可培
養學生多點留意身邊事物！

3. 視藝教師及工作者的部落格：含視藝教學及教案，適合小學及中學教師參考

Arteascuola.com

網址：http://arteascuola.com

Kim & Karen: 2 Soul Sisters (Art Education Blog)

網址：http://2soulsisters.blogspot.com

可根據部落格最底部搜尋相關題材

a faithful attempt

網址：http://afaithfulattempt.blogspot.com

Katie Morris Art

網址：https://www.katiemorrisart.com

Art Ed Guru

網址：https://www.artedguru.com

Cassie Stephens

網址：https://cassiestephens.blogspot.com

4. 視覺藝術教育電視／網上節目

香港電台：好想藝術
好想藝術 (Artspiration) 為香港電台於2012至2016年期間製作的本地藝術節目，訪
問多個香港藝術家及介紹不同的藝術知識，值得重溫

TEDx Talk Playlist

HKSEA搜羅了不同關於視藝教育的TEDx Talks (民間自發組織TED風格的講座），
議題涵蓋STEAM、藝術創作、藝術教育、藝術治療等，歡迎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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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網上視覺藝術資源

M+ Stories

網址：https://stories.mplus.org.hk/

「M+故事」是香港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的雙語網上平台，透過網誌、文章、頻道短片、講座及網上展覽讓觀眾
更了解M+團隊、博物館計劃及館藏

M+ Collections beta

網址：https://collections.mplus.org.hk/

香港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M+的網上視覺文化資源庫，可根據物件、領域、創作者、物件類型、顏色及檔案等搜尋M+館藏

6. 新媒體學習

可汗學院 Khan Academy

網址：https://www.khanacademy.org/

非牟利網上學習平台，除了數理科以外，亦提供藝術史及電腦動畫等課程。可汗學院亦有跟各大博物館及Pixar合
作，推出特別課題的學習，詳見https://www.khanacademy.org/partner-content

Processing

下載連結：https://processing.org/

Processing是一種開源程式語言及軟件，可供用家透過代碼(Code)設定指令，創作生成藝術 (Generative Art)
（本會於去年亦曾與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合辦相關教師培訓課程）

The Coding Train: Processing Tutorial

Kadenze

網址：https://www.kadenze.com/

STEAM教育網上平台，Kadenze與藝術及創新科技範疇方面的國際知名院校合作，提供不同程度的STEAM及藝術、
設計、音樂免費課程（證書課程另外收費），部份課程設中文字幕，亦可在於網站看見其他同學上載的學習成果

SoloLearn

網址：https://www.sololearn.com/

當 代 的 藝 術 創 作 與 科 技 融 合 ， 日 常 如 網 頁 製 作 及 設 計 亦 需 要 有 學 習 代 碼 (Code ) 的 需 要 。 此 網 上 學 習 平 台 提 供
Python 3, C++, Java及HTML等基礎課程（另有iOS App）

Rocket Jump Film School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user/RJFilmSchool

此YouTube Channel簡介專業電影製作的不同部份，包括導演、製作、電影藝術、剪接等

以上新媒體藝術教育資源由本地新晉新媒體藝術家Lazarus Cha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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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視覺藝術資源共享（續）

7. 設計教育資源

Graphic Design History

網址：http://www.designhistory.org/

介紹平面設計歷史的網站，包括廣告設計、文字設計(Typography)、書本設計、海報設計等歷史，另有分
享關於設計歷史實地考察的心得（網頁右方）

8. 繪本藝術教育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igital Library

可於線上觀賞來自世界各地超過4500本兒童圖書及繪本，豐富的插畫可融入教學中（本會亦於香港視覺藝術
教育節2019推廣繪本藝術教學）

9. 其他藝術資源

Art with Mati & Dada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2NlUr0yPuqRxZN_7ItHog

一個介紹藝術家的兒童英語頻道

The Art Assignment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user/theartassignment/

由美國策展人Sarah Green主持的藝術及藝術史頻道，探討不同藝術熱門議題

更多網上視覺藝術教育資源請瀏覽 https://www.hksea.org.hk/online-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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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教師培訓計劃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線上直播分享會

「第三屆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9/2020」現正接受申請。「葛量洪視覺藝術獎」旨有肯定青少年的視覺藝術
創作的能力及成就，建立一個展示及交流的平台，並在過往兩屆已向共40位優秀中學生頒發獎學金。本會將
透過線上平台YouTube籌辦一場分享會，邀請過往兩屆均有參與的視藝科科主任葉煥鈴及林謐老師分享經驗
及心得。當中聖若瑟書院學生分別在17/18及18/19年度入選高中及初中組並獲獎﹔ 民生書院的高中學生亦於
上屆成功獲獎。本會有幸邀請以上兩位中學視藝科科主任分享，讓一眾中學教師作參考，鼓勵他們發掘有藝
術潛能的學生。受疫情影響，是次分享會為線上直播模式，並設有提問環節及全程錄影。片段會經剪輯後連
同分享會PPT上載至本會網站 (www.hksea.org.hk)。

分享嘉賓：葉煥鈴老師（聖若瑟書院視藝科科主任）
                   林謐老師（民生書院視藝科科主任）

主持：黃素蘭博士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工作小組主席、香港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講師II）

日期：2020 年4 月16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2 時             4 時
語言：粵語
對象：在職中學視藝科教師
名額：100名
費用：全免
直播平台︰YouTube

截止報名日期：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

Architecture of My School
聖若瑟書院 S3  梁偉樂
18/ 19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 初中組

Doppelgänger
民生書院 S6 謝旻蒑
18/ 19 葛量洪視覺藝術獎 高中組

報名辦法：有意參加的教師，請於截止報名日期或之前填妥表格報名。獲錄取者將於2020年
4月13日（星期一）前獲本會電郵通知。本會會安排在直播開始一小時前將直播鏈接方式發
送到閣下電郵。
備註︰ 請參加者先自行預備YouTube帳號參與問答環節。
 活動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會員優先。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234-6096與本會項目主任何小姐（Christine）聯絡。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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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量洪視覺藝術獎2019/2020
因應疫情停課，申請截止日期延後！
申請截止日期延至2020年5月29日(五)下午6時正

本獎學金設立的首要目的是肯定青少年的視覺藝術創作的能力及成就，建立一個展示及交流的平台，提升學校
藝術在大眾心目中的印象。

*獎學金每年名額上限20個，每位獲獎學生可獲獎學金港幣8,000元及獎座。

參選資格
就讀本港中學的學生
本獎學金分為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至中六）兩組。

評審準則
本獎學金除肯定學生的藝術能力及成就外，亦鼓勵學生透過藝術服務他人，故評審重點如下：

藝術表現能力（內容、表現形式、技巧、媒介選擇、物料運用等）

創造力

個人對藝術或創作的看法及藝術服務經驗（善用視覺藝術才能，與
人分享藝術或服務社會的經驗。例如；導賞員、展覽助理、工作坊
助理等）

60%

30%

10%

網上表格參選詳情

2019/2020年度評審團(按英文姓氏排序)

申請表格需分別由提名人及參選學生填寫，並附上作品圖像光碟，一併遞交或郵寄至：香港九龍石硤
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05D室。信封面請註明：「葛量洪視覺藝術獎學金申請」。亦
可提交網上表格：https://bit.ly/2kez8jU。

請到本會網頁www.hksea.org.hk瀏覽參選詳情／下載提名表格及報名表格（見QR Code）
查詢：2234 6096

陳炳雄先生
陳成球先生
朱德華先生
鍾玉文女士
侯婥琪女士
李展輝先生
李慧嫻女士
胡佩珊女士    
黃燕芳女士
余奉祖先生

香港大學創業、設計及創新課程主任 / 建築師
香港現代水墨畫會會長 / 藝術家
香港國際攝影節創辦人 / 攝影藝術家 
亞洲藝術文獻庫項目總管暨參與及教學策劃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行政總裁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雕塑藝術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專家顧問／陶藝藝術家
香港藝術館館長(學習及國際項目）
香港大學藝術學系榮譽助理教授
Michaelsolve創辦人／香港傑出設計師協會主席
葛量洪獎學金基金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