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年度 

視覺藝術科 組活動概況 

2017/6 – 2017/9 月 

科目 日期 活動 班別/人數 檢討/評估 

視覺藝術 

 

6月 香港人物插圖 · 

 繪本設計大賽 

F3-2人 學生透過繪本形式以香港社會為題，帶出老幼

共融、傷健共融、文化共融、種族共融或社區

共融的信息。 

3A謝展雯 3A梁樂緣 

指導老師：楊炎玲老師 

30/6 畢業生回校分享 

方雯 

F5 / 20 方雯 現就讀 CO1設計學院高級文憑課程 

6/7 「羅浮宮的創想 － 

從皇宮到博物館的八

百年」導賞團 

F2 / 17 

F4 / 8 

是次活動獲得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贊助，

師生門票免費及獲得專業導賞員作導賞。學生

表現良好。 

白英奇畢業展 2017 及 

「死過，反生」習作成果展

覽開幕禮及導賞團分享 

F4 / 4 學生參觀是次展覽。 

 

10/7 畢業生回校分享 

吳家熙 林富鋒 

劉皚彤 

F5 / 20 林富鋒 HKDI-高級文憑/時裝及形象設計 

吳家熙 台灣-大同大學/媒體設計 

劉皚彤 台灣 

14/7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

使計劃」之「校園藝

術大使大派對」 

 

F5 / 2 本校校園藝術大使 5C 盧盈盈 5D 莫嘉敏 完成

參加由香港藝術發展局籌備的活動，活動內容

如下： 

日期：2017年 7 月 14日(五) 

時間：中午 12:00至下午 3時 45分 

地點：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 

指導老師：李少娟老師 

7月 Cohesion 動力匯聚青

少年成長計劃「探

知．銅是藝文青」 

F5/8人 由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粉嶺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舉辦，「探知．銅是藝文青」藝術創作工作

坊，本校有 8 位同學參加。學生透過活動探索

銅片蝕刻技巧及探訪不同藝術家的工作室。 

指導老師：羅子俊老師 

9月 第 25屆 

陸運會海報設計 

F5 第 25屆陸運會海報設計 

設計：5A 陳芯瑜、鄭雅思、盧敏儀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9月 「成功在望」獎勵計

劃頒獎典禮 

F5/1人 由香港青年協會與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合辦「成

功在望」獎勵計劃，計劃透過由參加者自己撰

寫的計劃書、夢想足跡嘉賓分享、分享夢想和

在暑假實踐夢想行動及面試匯報等活動。 

本校 5A鄭雅思同學成功由 300 名參賽者中脫穎

而出，入圍首 50 強再進身 20 強。並於 2017 年

9 月 29 日出席「成功在望」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和羅子俊老師 

 

2017/10 -2017/11 月 

科目 日期 活動 班別/人數 檢討/評估 

視覺藝術 

 

10月 2018 北區學聲 –  

書面設計 

F4 / 2人 2018 北區學聲 – 書面設計 

主題為《包容與體諒》 

本校選出 2位學生作品參與是次比賽 

參賽學生： 

4A 謝展雯 4A 梁樂緣 

指導老師：楊炎玲老師 

10月 明愛賣物會(沙田區)

場刊及邀請函設計

(封面封底) 

F3/ 4人 創作主題【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 

（Love in the Service of Hope） 

場刊及邀請函設計(封面封底)設計者: 

3A曾家威  3B劉希桐  3C鍾詩曼  3D陳曦月 

指導老師：李少娟老師 

10月 我的祝福利是封創作

比賽 

F5 / 6人 PaperOne
TM 

Express 我的祝福利是封創作比賽 

參賽學生： 

5A 黎彥男、樊卓如、冼嫣然、曾嘉寶 

5B 楊遠、余雨浩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11月 港鐵「社區畫廊」 

－作品展出－ 

F3-F6 由升輔組聯繫 港鐵「社區畫廊」，視藝科選

取 17份優秀學生作品作展出。 

作品展出日期及地點： 

日期：2017年 11 月 1 日至 30日 

地點：港鐵沙田圍站 

11月 第二屆全港中學生珠

寶設計比賽 

F3/1人 

F5/6人 

由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珠寶及寶石校友會

(GJAA)舉辦第二屆全港中學生珠寶設計，同學

以「大自然」為主題，於 11 月 11日參與活動

工作坊及講座，並於 11 月 25日進行比賽，學

生積極準備及投入參與比賽。 

參賽學生： 

5A 陳芯瑜、鄭雅思、李嘉欣、冼嫣然、5B 林曉瑩、

5C 葉曉柔、3D 陳曦月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2017/12-2018/3 月 

科目 日期 活動 班別/人數 檢討/評估 

視覺藝術 

 

12月 明愛 65周年標誌設

計比賽 

F2-F6 參加學生名單如下： 
2A陳明希、施瑩瑩、梁家瑜、符曉嵐、2E曾嘉敏 

4A 謝展雯、梁樂緣 

5A陳芯瑜、鄭雅思、李嘉欣、冼嫣然、曾嘉寶、 

  盧敏儀、5B林曉瑩 

6C 盧盈盈 6D 莫嘉敏  

聯課活動日 

21-12-2018 

F3 F4 F5 F3 － 英語時裝 (F3A 3B 3C) 

F4 － M+ 展覽 (視藝選修生 20人) 

F5 － 風箏製作(視藝選修生 24人) 

1月 高中視覺藝術科作品

展《藝成長 2》 

F3-F6 展覽日期：8/1/2018-18/1/2018 

展覽地點：STEAM室(034室) 

時間：下午 4:00-5:30 

*學生於視藝課時作參觀。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口號創作及

填色比賽 2017 

 

F2 / F5 

6人 

由電影、海報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淫褻及不

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本校 4

位同學榮獲優異獎。 

填色比賽優異獎 2A文澤興、2E曾嘉敏、

2E李曉彤、5A鄭雅思 

口號創作比賽優異獎 2A文澤興、5A鄭雅思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計劃 

 

F5 / 2人 本校參與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辨之第十屆校

園藝術大使計劃，選出 

5A 鄭雅思和冼嫣然為學生藝術大使，透過參

與一連串活動將藝術在本校中擴展。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計劃 

創意徵集（第一輪） 

投稿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每年都會挑選大使的傑

出文章刊登於報章跟大家分享。大會於 1 月中

旬徵集全港藝術大使的文章，主題為「近日觀

賞藝術活動撰寫藝術評論／觀看感受」 

5A 鄭雅思和冼嫣然於聖誕假期內到了內地大

芬村的美術館參觀畫展--「2017 大芬油畫寫生

作品展——境像」，將一千字的評賞文章上載

到相關網頁投稿。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藝術同行」2018 F5/2人 

 

「藝術同行」是由教育局、香港文化博物館、

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及香

港中文大學藝術行政主任辦公室聯合主辦的

藝術計劃，透過一系列的多元化及互動的藝術

活動，包括藝術展覽、藝術家探訪、展覽籌備

工作坊、座談會及分享會等，增強學員的藝術

知識和評賞能力，並加強他們與人分享藝術經

驗及溝通技巧。計劃亦希望透過建立一個學習

社群，促進學員之間的交流，以培養及延續大

家對藝術的終身學習。 

參加學生：5A 盧敏儀 和 5A 冼嫣然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口號創作及

填色比賽 2018 

F2/25人 

F5/14人 

由電影、海報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淫褻及不

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本校選

出60位學生參與活動。 

26/1 三校視覺藝術科交

流 — 作品集 

F.4 選修視

藝 / 19 人 

是次已是第 7年進行交流，主要是實踐新高中

視覺藝術科作品集聯校共同備課，與兩間學校

包括將軍澳官立中學及鳳溪一中中學，三校共

同備課教材於各校施教實況，學生積極認真，

透過互相交流作品集成果，除三校師師互動

外，亦讓三校生生互動，有助擴濶學生視野，

及提升視覺藝術之水準。 

負責老師：楊炎玲老師 

2月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

畫比賽 2017-2018 

F3/1人 

F6/1人 

參加學生：F3D 陳曦月 F6D 莫嘉敏 

指導老師：李少娟老師 

香港自閉症聯盟全城

關愛星兒家庭愛心捲

紙畫創作比賽 

F2/6人 

F5/2人 

參加學生：2E 陳文斌、龔民俊、李曉彤、施

晶晶、林子謙、曾嘉敏、5C 戴柏霖、袁靖嵐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3月 2018香港花卉展覽賽

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F3/F5 

11人 

透過繪畫比賽，提高學生對愛護植物和自然環境

的意識，亦能發揮個人創作及繪畫潛能。 

 

第十屆校園藝術大使

計劃 

創意徵集（第一輪） 

刊載 

F5/2人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以徵稿方式讓大使分享

藝術評論文章，優秀作品將會刊登於陽光校

園、通識生活或英文虎報專欄。 

本校 5A 冼嫣然同學的藝術評賞文章在眾多投

稿中獲選，於 3 月 2 日《星島日報》中學學生

報《S-file 通識中文》中刊登。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2018/3-2018/5 月 

科目 日期 活動 班別/人數 檢討/評估 

視覺藝術 

 

3月 2018香港花卉展覽賽

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獲獎--- 

F5 

1人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二零一八年香港花

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繪畫比賽以「心

花放」為主題。得獎作品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

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期間在維多利亞公園花卉

展覽會場內展出；而所有得獎作品將於二零一

八年五月期間在九龍公園拱廊展出。 

5A 盧敏儀 榮獲 高中組優異獎 

指導老師：李少娟 

4月 香港自閉症聯盟全城

關愛星兒家庭愛心捲

紙畫創作比賽 

---獲獎--- 

 

F2/6人 

F5/2人 

香港自閉症聯盟、自閉症兒童基金協會、香港

教育大學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等合

辦。活動於 2018 年 4 月 14 日在香港教育大學

舉行頒獎典禮。 

一等獎 5C袁靖嵐、2E 李曉彤、曾嘉敏 

二等獎 2E龔民俊、林子謙 

三等獎 5C戴柏霖、2E陳文斌、施晶晶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5月 體藝周 全校 視藝科於 2018 年 5 月 4 日午膳時段在綜合活

動室舉辦攤位活動「手作•媽媽花」。由本校

3C 及高中選修視藝的學生指導學生製作手工

花，以示達對母親的心意。 

指導老師：李少娟、郭嘉蔓、楊炎玲、羅子俊

和梁雅燕老師。 

5月 「藝術同行」2018 

分享會暨結業禮 

F5/2人 由教育局、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發展

局、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及香港中文大學藝

術行政主任辦公室聯合主辦的「藝術同行」

2018 分享會暨結業禮，於 2018 年 5 月 5 日在

沙田文化博物館進行。 

參加學生：5A 盧敏儀 和 5A 冼嫣然 

指導老師：郭嘉蔓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