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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服務
中心特設免費公眾導賞服務(粵語)，由導賞員向參觀者介紹中心背景和特色，時間為每月第四個星期六下午4時，
全程約30至45分鐘。每團名額20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有興趣人士，請致電2353-1311報名。

黑盒劇場 / 藝廊 /中央庭園 —公開接受申請
有關場地資料、收費及租用詳情可到中心網站 www.jccac.org.hk下載或致電 2353-1311查詢。

以上活動資料由藝術家及藝團提供。中心只對錯別字及篇幅作出修改。藝術家及藝團負責提供資料內容，如有修改，資料以藝術家及藝團最後發放之版本為準。

投稿須知          

請提供不多於150字的中文及100字英文有關該活動的資訊，亦可加上相關活動的網址。
下一期出版日期：2010年9月1日
截稿日為：2010年8月20日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19-2512 或電郵 yeelingc@hkbu.edu.hk 與中心職員趙小姐聯絡。
JCCAC保留稿件的刪改權。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是一所自負盈虧的註冊非牟利機構，以推動香港創意藝術發展為目標，為本地藝術工作者及藝
術團體提供藝術創作空間，協助社區推廣藝術及文化，及致力為香港培育創意人才。

IDEA柬埔寨建校計劃展覽
IDEA籌委會主辦及製作
開　　幕：2010年8月27日 晚上7時
講　　座：2010年8月28及29日 下午2時至4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8至30日
開放時間：上午9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9646-1202 (Calvin Cheng)
電　　郵：kyccheng@gmail.com
網　　頁：http://www.humanityfocus.org/idea09/
 

* 有關租戶的藝廊及中央庭園節目，詳情請參閱「租戶動向」。

「珍惜生命、樂觀生活 — 裝置你生命」裝置藝術展
香港教育學院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主辦
藝展計劃 — 裝置你生命 製作
開　　幕：2010年8月22日　下午2時30分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2至25日
開放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9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6737-8419（丁小姐）/ 6545-3765（黃小姐）
電　　郵：vaecd_iyl@hotmail.com
網　　頁 : http://www.ied.edu.hk/vaecd/index.html 

「 」

黑盒劇場節目
Events of Black Box Theatre 
莫扎特之死
拉闊劇團 主辦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6 8日　晚上8時
　　　　　　2010年8月7 8日　下午2時30分
票　　　價：$180（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90（學生，長者，綜援人士 — 設限額）
　　　　　　$90（殘疾人士）
　　　　　　$144（購買10張或以上） 
查　　　詢：6154-6601
網　　　址：www.livetheatre.org.hk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

青春還盛夏了什麼？２好襯青春去打劫
鄭國政主辦 
盛夏劇團 製作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13 15日　晚上8時
　　　　　　2010年8月14 15日　下午3時
票　　　價：$120（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65 (長者，學生，殘疾人士及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
查　　　詢：9550-2511
網　　　址：www.shinghatheatre.com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

爵士鼓樂工作坊
徐世興主辦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10日（星期二）晚上7時30分
票　　　價：免費入場
查　　　詢：hkdrem@hotmail.com

有關票務詳情，請與主辦機構聯絡。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舞蹈新鮮人系列：標局《無休止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標局製作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20日至21日 晚上8時
　　　　　　2010年8月21日至22日下午3時
票　　　價：$160 （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 80 (長者、學生、殘疾人士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
查　　　詢：2268-7323/ 6848-0492
網　　　址：http://www.lcsd.gov.hk/CP

．

第十二夜（重演）
斷片劇場主辦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28 31日及9月2 4日 晚上7時30分
　　　　　　2010年8月28，29日及9月4 5日 下午2時30分
票　　　價：$120（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 80 (長者、學生、殘疾人士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
查　　　詢：6184-8906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

 

   課程 
   Classes  
L6-11保羅創意藝術“師堂” 
藝術興趣班
淺談中國美術史班（小班教學）（PA100UL）
港幣$250 / 共五講/逢星期四、日晚上各開一講（15歲或以上）

弄塑武雕(頭像製作)初探班/進階班（小班教學）（PA200UL）
港幣$750初探班 / $9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二、四下午各開一班（15歲或以上）

西洋油畫初探班/進階（小班教學）（PA300UL）
港幣$580初探班 / $7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二至日下午各開六班（8歲或以上）

西洋水彩初探班/進階 （小班教學）（PA400UL）
港幣$580初探班 / $7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四、日下午各開一班（15歲或以上）

素描造型初探班/進階（小班教學）（PA500UL）
港幣$580初探班 / $7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六、日下午各開一班（8歲或以上）

查　詢 : Paul Pang : 9070-5555 or paul19990110@yahoo.com.hk
地　點 :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6-11保羅創意藝術“師堂”
 

L6-12 音樂原住民 
「音樂原住民」成立目的推廣本土音樂、原創風氣為宗旨，創辦
人蔡美華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為跨媒體音樂人，從事舞台表
演、即興音樂、樂器教授及創意音樂教育。

流行鋼琴、流行歌唱技巧（個別）
收　　費：$400/課(1小時)、全日制學生優惠價 $300/課(1小時)

流行鋼琴、流行歌唱技巧（二人以上）
收　　費：$200/課（1小時）

中樂班（二人以上）
古箏、二胡、柳琴、小阮、中阮  
收　　費：$200/課（1小時）

其他課程
根據程度收費：古典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中西樂理班

上課時間：可相議
查詢電話：6754-6835
電郵地址：aboriginemusic@yahoo.com
上課地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6-12

 
L6-27 四維體 + Miss FAT Studio 
第二回【樂。印﹣圖像移印工作坊】 
《風箏賞藝計劃》X 【肥娃工作室】

用藥油做創作？唔識畫畫都玩得？請參加【樂。印﹣圖像移印
工作坊】為自己做返幅獨一無二的移印自畫像啦！自畫像不但
可以在畫面上再現自己的面貌，更可以運用不同圖像形式表現
你獨特的性格、喜好、心情。

日　　期：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時　　間：下午1時30分至3時 /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　　點：佐敦突破中心
門券HK$30。(用作工作坊所需的物料費及將餘額撥入風箏賞藝計劃)
查詢及預訂門券：橙 iporangeip@gmail.com (6251-6864)

   租戶動向 
   Tenants Updates  
L2-01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家長視覺藝術推廣計劃 — 親子實物併合比賽暨攝影比賽作品展
主　　辦：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資　　助：香港藝術發展局

開幕典禮：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下午2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8日至9月3日
開放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一樓中央庭園
查　　詢：2234-6096（李小姐）
網　　址：http://www.hksea.org.hk

L3-04 香港展能藝術會「共融藝術工房」 
「故事星期二」節目表
「一人一故事」研習廣場：布在「一劇場」之妙用
(適合曾觀賞一劇場者，無需有參加布在一劇場之妙用（1）的經驗) 

日　　期：2010年8月17日 （星期二）
時　　間：晚上8時至9時30分
導　　師：馬穎章（馬仔）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 04共融藝術工房
費　　用：全免

一人一故事劇場學院（香港）課程一人一故事劇場體驗同樂工作坊
~給從未參加任何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坊的你~
日　　期：2010年9月3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7時至10時
導　　師：陳膺國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 04共融藝術工房
費　　用：$300（會員） / $450（非會員）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777-8664或電郵到andy@adahk.org.
hk與盧君亮先生聯絡。
註：有關日後「故事星期二」的節目和一人一故事劇場學院（香
港）的課程安排，詳情請參閱本會網站www.adahk.org.hk。

L4-01 wrongplace
「展覽實驗 ． 實驗展覽」系列
展覽實驗三 （研究員：何翠芬）
主　　辦：wrongplace
資　　助：香港藝術發展局
實驗室開幕：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時
實驗室開放日：
展覽日期：2010年 8月29日至9月26日 (星期四至星期日）
開放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晚上7時30分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4-01 wrongplace

發佈會暨座談會：所有你一直假裝知道又擔心被問有關策展的
問題「三」
日　　期：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時　　期：下午3時30分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7-19 
查　　詢：rightperson@wrongplace.org
網　　址：www.wrongplace.org

L5-03 石門畫室 
石門畫室之友書畫展
開　　幕：2010年8月26日晚上6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7日至29日
開放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1 藝廊
查　　詢：9871-2935 (梁小姐)  

L5-04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戲劇治療與精神康復服務研討會及工作坊
合　　辦：社區文化發展中心、葵涌醫院、香港戲劇治療師協會
贊　　助：余兆麒醫療基金
全力支持：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

日　　期：2010年7月31日至8月10日
地　　址：瑪嘉烈醫院（研討會）
　　　　　葵涌醫院（工作坊）

工作坊　1：芝麻體驗之旅工作坊
導　　師：Emma Westcott 
日　　期：2010年7月31日至8月2日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下午2時至5時

工作坊　3：心理劇 - 基礎體驗及對人格失調者之應用
導　　師：Anna Chesner
日　　期：2010年8月7日至8月9日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下午2時至5時

工作坊費用：$1,500（CCCD永久會員）; $1,700（CCCD 普通會員）; 
　　　　　　$1,800（非會員）

開幕研討會
日　　期：2010年8月3日 （星期二）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閉幕研討會
日　　期：2010年8月10日 （星期二）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兩天研討會費用：$100（CCCD永久會員 /全日制學生）; 
　　　　　　　　$150 （CCCD 普通會員）; $200（非會員）
註：1 天研討會之費用為上述減半。

部份工作坊尚餘少量名額，至於兩場公開研討會接受單日報
名。研討會部份為英語、部份為粵語。大會資源所限，未能提
供即時傳譯服務。

《 美麗新世界．展能視藝系列 》
日本SAORI 40週年編織藝術展覽
展覽日期：8月（請留意網址公布）
時　　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10時至晚上6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06文博軒
更多關於SAORI：http://www.saori

查　　詢：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電　　話：2891-8482  
電　　郵：cccd@cccd.hk
費用及詳情請閱網頁www.cccd.hk

L5-22私畫廊 
2010 鴨梨號太空漫畫遊 — 雷磊個人動漫展
原子筆又叫做圓珠筆；但我以沉迷空想科學的迷信態度，永遠
喜歡跟原子能沒丁點關係的原子筆稱號。原子筆性格剛直，從
來都不大適宜用作筆法筆觸的藝術處理。但藝術工作者創作空
間是無盡的。雷磊用紅、藍原子筆繪畫他的幻像空間，做動
畫，給他嚇倒之餘，也給上一課什麼才是酷。我們從此再沒有
籍口。

展覽日期：2010年8月7日至9月11日
開放時間：下午1時至晚上7時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5-22私畫廊  

L6-12音樂原住民 
Mirage 劇場原聲唱片 現正發售
挾著二度公演、口碑載道之沙畫、音樂、形體多媒體劑場
《Mirage》之 餘威，許少榮與蔡美華首次以原創音樂組合Violet 
名義，推出首張唱片：《 Mirage 劇場原聲唱片》。Violet 嘗試
揉合Pop Folk 與東方意蘊，建構出一份內在、憂郁的城市音樂
風格，加上海潮的沙畫插圖，陪我們重拾迷亂了的身份，重溫
被扶上木馬的溫韾，抒緩城市人的無力感。誠意推介原創歌曲
《浮沙》，《無力感》及鋼琴獨奏曲《歲月的搖籃》。大碟現
於文博軒限量發售，現售$120。

 
L6-19 Unit Gallery
8月份Unit Gallery分別為兩位年青畫家冼澔楊及劉家成舉辨個人
展。他們的作品風格各異，卻對繪畫有同樣的熱誠。今次的作
品顯現了他們獨特的個人畫風與真摯的個性。

＜一＞展：「年少輕狂」— 冼澔楊繪畫展
開幕酒會：2010年8月6日（星期五）晚上7時至9時
展覧日期：2010年8月7日至15日（逢星期六及星期日） 
開放時間：下午1時至晚上7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6-19 Unit Gallery

＜二＞展：「春」— 劉家成繪畫展
開幕酒會：2010年8月20日（星期五） 晚上6時至8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1日至9月5日（逢星期六及星期日） 
開放時間：下午2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6-19 Unit Gallery

查詢及預約其他參觀時間，請致電 9453-1626 張小姐。

L6-20 yylz
"Art on caption" 計劃 
參與藝術家：周凱兒 / 岑嘉慧 / 鄧凝姿 / 袁婉荷 
主　　　辦：藝術本地 
策　　　劃：謝諾麟 
助　理　策　劃：何穎雯 

時　　　間：2010年8月1日至10月31日
放送地點：
香　　　港：1)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2-11 - two run run 

  L5-05 - 鄧氏工作室
  L5-07 - Ancha Vista 
  L6-20 - yylz 
  JCCAC接待處 

 2) Culture Club Gallery 

堔　　　圳：1) The A．lift 
電　　郵：art_local@yahoo.com.hk 
網　　址：http://hkartlocal.blogspot.com/ 

"Art on caption" 開幕及座談會（主題 : 標題存在嗎?） 
日　　期：2010年8月1日（星期日）
時　　間：下午3時至4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619 - Unit Gallery 
語　　言：粵語主講 
場地贊助：Unit Gallery  

L6-27 四維體 + Miss FAT Studio 
肥娃工作室開放日及肥娃繪畫作品展
肥娃新畫作品發表，今次有十八層地獄作為主題，內容是女性
的恐懼、孤獨、疑慮、矛盾......。當中有繪畫作品及板畫作品。
歡迎各機構、團體、有興趣人士到來參觀及交流心得。

日　　期：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工作室開放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6時

藝術創作分享及交流會
當日下午3時至4時
（座位有限，請先預約）

繪畫及圖像移印工作坊
當日下午4時30分至5時30分
（座位有限，請先報名，每位參加者費用$30）

查詢及預約：
廖小姐 Kiwi 9527-7070（電話）/ cubestudio627@yahoo.com.hk （電郵）

L8-05 香港版畫工作室
長幼同行 ─ 社區藝術推廣計劃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社區藝術推廣計劃，以工作坊和公開展覽，
讓參加者體驗藝術創作，從中肯定自我，建立成功感。我們希
望計劃能惠及不同社群，使小朋友、青少年及長者皆可分享創
作的喜悅：體現自我及融入社群。

日　　期：2010年8月5至15日
時　　間：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 藝廊
免費入場 

L8-07 MAG 都市視藝空間 
唐凌攝影展
日　　期︰2010年8月17日至23日
時　　間︰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藝廊
查詢電話：2815-4284
網　　址︰http://mag.hk 

*開放時間如有改動，請留意網站http://mag.hk 公佈

L7-07紅宝工作室
涼颼颼的避暑玻璃藝術課程 

課程 1 - 玻璃首飾創作基礎 
課程 2 - 玻璃彩繪及窯燒創作基礎 
課程 3 - 玻璃圖像印藝創作基礎 
課程 1 及 課程 2 適合親子創作！！！
課程及報名詳情，請瀏覽本工作室網頁: 
www.rubywooglass.com

日　　期：星期一至日均可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07紅宝工作室
查　　詢：9439-6529 (電話) / rubysmw@yahoo.com.hk (電郵)

 
L8-07 MAG 都市視藝空間
數碼攝影入門速成班
日　　期︰2010年8月21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4時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8-07 MAG都市視藝空間
費　　用︰HK$150（HKSDP註冊會員或全日制學生）
　　　　　HK$200（非會員）

Photoshop Camera RAW 影像處理班
日　　期︰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4時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8-07 MAG都市視藝空間
費　　用︰HK$150（HKSDP註冊會員或全日制學生）
　　　　　HK$200（非會員）

詳情及報名︰http://mag.hk
查　詢　電　話：2815-4284 

   其他藝廊節目
   Other Events of Galleries
To Be The One
Li Hoi Shan 主辦
開　　幕：2010年8月7日 晚上6時
展覽日期及時間： 
2010年8月7日　下午2時至晚上9時45分
2010年8月8日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6134-8813 (Joe Li)
電　　郵：li_hoi_shan@hotmail.com 

平面設計畢業作品展
新華理大培訓及研發中心主辦
開　　幕：2010年8月14日  下午2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13至15日
開放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2206-9011 (Chloe Chau) 
電　　郵：chloe@swpearl.com 



L8-07 Metro Arts Gallery (MAG)
Tang Ling Photo Exhibition
Date	 :	 17	–	23	Aug	2010
Time	 :	 11:00am	–	7:00pm*
Venue	 :	 L1	Gallery,	JCCAC
Enquiry	 :	 2815-4284
Website	 :	 http://mag.hk	

*Opening	hours	is	subject	to	change,	please	refer	to	http://mag.hk	for	details.

	

   課程 
   Classes	 	
L6-11保羅創意藝術“師堂”	
藝術興趣班
淺談中國美術史班（小班教學）（PA100UL）
港幣$250	/	共五講/逢星期四、日晚上各開一講（15歲或以上）

弄塑武雕(頭像製作)初探班/進階班（小班教學）（PA200UL）
港幣$750初探班	/	$9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二、四下午各開一班（15歲或以上）

西洋油畫初探班/進階（小班教學）（PA300UL）
港幣$580初探班	/	$7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二至日下午各開六班（8歲或以上）

西洋水彩初探班/進階	（小班教學）（PA400UL）
港幣$580初探班	/	$7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四、日下午各開一班（15歲或以上）

素描造型初探班/進階（小班教學）（PA500UL）
港幣$580初探班	/	$750進階班共八課	/
逢星期六、日下午各開一班（8歲或以上）

查　詢	:	Paul	Pang	:	9070-5555	or	paul19990110@yahoo.com.hk
地　點	: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6-11保羅創意藝術“師堂”
	
L6-11 Paul’s Design & Creative Arts Studio
Interest Classes
Chinese Fine Arts History
HK$250/5	Topics/Every	Thu	or	Sun	for	1	topic/For	15	years	old	
or	above

Portrait of Sculpture For Beginner/Advance level
HK$750	(beginner)/$950	(advance)	/8	Topics/Every	Tue	or	Thu	
for	1	topic	/	For	15	years	old	or	above

Oil Painting For Beginner/Advance level
HK$580	(beginner)/$750	(advance)	/8	Topics/Every	Tue	to	Sun	
for	1	topic/For	8	years	old	or	above

Water Colour Painting For Beginner/Advance level
HK$580	(beginner)/$750	(advance)/8	Topics/Every	Thu	or	Sun	
for	1	topic/For	8	years	old	or	above

Pencil Drawing For Beginner/Advance level 
HK$580	(beginner)/$750	(advance)/8	Topics	/Every	Sat	or	Sun	
for	1	topic/For	8	years	old	or	above
(Maximum	capacity	for	the	lessons	above	is	4-5	people)

Enquiry	 :	 Paul	Pang	:	9070-5555	or	paul19990110@yahoo.com.hk
Venue	 :	 L6-11	Paul’s	Design	&	Creative	Arts	Studio,	JCCAC

L6-12 音樂原住民	
「音樂原住民」成立目的推廣本土音樂、原創風氣為宗旨，創辦
人蔡美華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為跨媒體音樂人，從事舞台表
演、即興音樂、樂器教授及創意音樂教育。

流行鋼琴、流行歌唱技巧（個別）
收　　費：$400/課(1小時)、全日制學生優惠價	$300/課(1小時)

流行鋼琴、流行歌唱技巧（二人以上）
收　　費：$200/課（1小時）

中樂班（二人以上）
古箏、二胡、柳琴、小阮、中阮		
收　　費：$200/課（1小時）

其他課程
根據程度收費：古典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中西樂理班

上課時間：可相議
查詢電話：6754-6835
電郵地址：aboriginemusic@yahoo.com
上課地址：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6-12

	
L6-27 四維體 + Miss FAT Studio	
第二回【樂。印﹣圖像移印工作坊】	

《風箏賞藝計劃》X 【肥娃工作室】

用藥油做創作？唔識畫畫都玩得？請參加【樂。印﹣圖像移印
工作坊】為自己做返幅獨一無二的移印自畫像啦！自畫像不但
可以在畫面上再現自己的面貌，更可以運用不同圖像形式表現
你獨特的性格、喜好、心情。

日　　期：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時　　間：下午1時30分至3時	/	下午3時30分至5時
地　　點：佐敦突破中心
門券HK$30。(用作工作坊所需的物料費及將餘額撥入風箏賞藝計劃)
查詢及預訂門券：橙	iporangeip@gmail.com	(6251-6864)

   租戶動向 
   Tenants Updates	 	
L2-01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家長視覺藝術推廣計劃 — 親子實物併合比賽暨攝影比賽作品展
主　　辦：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資　　助：香港藝術發展局

開幕典禮：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下午2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8日至9月3日
開放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一樓中央庭園
查　　詢：2234-6096（李小姐）
網　　址：http://www.hksea.org.hk

L2-01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Parents’ Visual Art Promotion Project – Parent-child Real 
Object Assembling and Photo Taking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Supported	by	 :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Opening	Ceremony	 :	 28	Aug	2010	(Sat)	2:00pm
Exhibition	Period	 :	 28	Aug	–	3	Sep	2010
Opening	Hours	 :	 11:00am	–	8:00pm
Venue	 :	 Central	Courtyard,	JCCAC
Enquiry	 :	 2234-6096	(Ms	Lee)
Website	 :	 http://www.hksea.org.hk

L3-04 香港展能藝術會「共融藝術工房」	
「故事星期二」節目表
「一人一故事」研習廣場：布在「一劇場」之妙用
(適合曾觀賞一劇場者，無需有參加布在一劇場之妙用（1）的經驗)	

日　　期：2010年8月17日	（星期二）
時　　間：晚上8時至9時30分
導　　師：馬穎章（馬仔）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	–	04共融藝術工房
費　　用：全免

一人一故事劇場學院（香港）課程一人一故事劇場體驗同樂工作坊
~給從未參加任何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坊的你~
日　　期：2010年9月3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7時至10時
導　　師：陳膺國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3	–	04共融藝術工房
費　　用：$300（會員）	/	$450（非會員）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777-8664或電郵到andy@adahk.org.
hk與盧君亮先生聯絡。
註：有關日後「故事星期二」的節目和一人一故事劇場學院（香
港）的課程安排，詳情請參閱本會網站www.adahk.org.hk。

L3-04 ADA Inclusive Arts Studio
“Playback Tuesday” Programme
Playback Open Coach: Fabric in Playback Theatre (2)
(Suitable for people who has watched Playback Theatre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ttended Fabric in Playback Theatre (1) 
is not a requirement) 
Date	 :	17	Aug	2010	(Tue)
Time	 :	8:00pm	–	9:30pm
Facilitator	 :	Ma	Chai
Venue	 :	L3-04	Inclusive	Arts	Studio,	JCCAC
Admission	 :	Free

Trainings of School of Playback Theatre (Hong Kong) 
Playback Theatre Experiential Workshop

Date	 :	3	Sep	2010	(Fri)
Time	 :	7:00pm	to	10:00pm
Facilitator	 :	Kelvin	Chan
Fee	 :	$300	(member)	/	$450	(non-member)
Venue	 :	L3-04	Inclusive	Arts	Studio,	JCCAC

If	you	have	any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2777-8664	/	
andy@adahk.org.hk.	
P.S.	For	the	coming	schedule	and	details	of	“Playback	
Tuesday”,	please	visit	our	official	website	at	www.adahk.org.hk.

L4-01 wrongplace
「展覽實驗 ． 實驗展覽」系列

展覽實驗三	（研究員：何翠芬）
主　　辦：wrongplace
資　　助：香港藝術發展局
實驗室開幕：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時
實驗室開放日：
展覽日期：2010年	8月29日至9月26日	(星期四至星期日）
開放時間：下午12時30分至晚上7時30分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4-01	wrongplace

發佈會暨座談會：所有你一直假裝知道又擔心被問有關策展的
問題「三」
日　　期：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時　　期：下午3時30分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7-19	
查　　詢：rightperson@wrongplace.org
網　　址：www.wrongplace.org

L4-01 wrongplace
“Exhibiting Experiments · Experimenting Exhibitions” Series
Exhibition Experiment #3  (led	by	Selina	Ho)
Organized	by	 :	wrongplace
Supported	by	 :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Laboratory	Opening	 :	28	August	2010	(Sat)		2:00pm
Laboratory	Open	Days:	
Exhibition	Period	:	29	Aug	–	26	Sep	2010	(Thu	to	Sun)
Opening	Hours	 :	12:30pm	–	7:30pm

Laboratory Presentation & Discussion: Everything you always 
pretended to know about curating and were afraid to be asked 
(Part III)
Date	 :	 28	Aug	2010	(Sat)
Time	 :	 3:30pm	–	6:00pm	
Venue	 :	 L7-19,	JCCAC
Enquiry	 :	 rightperson@wrongplace.org
Website	 :	 www.wrongplace.org

L5-03 石門畫室	
石門畫室之友書畫展
開　　幕：2010年8月26日晚上6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7日至29日
開放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1	藝廊
查　　詢：9871-2935	(梁小姐)		

L5-03 Touchstone Workshop
Touchstone Sparkle 
Opening	Reception	 :	26	Aug	2010		6:00pm
Exhibition	Period	 :	27	–	29	Aug	2010
Opening	Hours	 :	12:00pm	–	6:00pm
Venue	 :	L1	Gallery,	JCCAC
Enquiry	 :	9871-2935	(Ms.	Leung)	

L5-04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戲劇治療與精神康復服務研討會及工作坊
合　　辦：社區文化發展中心、葵涌醫院、香港戲劇治療師協會
贊　　助：余兆麒醫療基金
全力支持：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

日　　期：2010年7月31日至8月10日
地　　址：瑪嘉烈醫院（研討會）
　　　　　葵涌醫院（工作坊）

工作坊　1：芝麻體驗之旅工作坊
導　　師：Emma	Westcott	
日　　期：2010年7月31日至8月2日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下午2時至5時

工作坊　3：心理劇 - 基礎體驗及對人格失調者之應用
導　　師：Anna	Chesner
日　　期：2010年8月7日至8月9日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下午2時至5時

工作坊費用：$1,500（CCCD永久會員）;	$1,700（CCCD	普通會員）;	
　　　　　　$1,800（非會員）

開幕研討會
日　　期：2010年8月3日	（星期二）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閉幕研討會
日　　期：2010年8月10日	（星期二）
時　　間：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兩天研討會費用：$100（CCCD永久會員	/全日制學生）;	
　　　　　　　　$150	（CCCD	普通會員）;	$200（非會員）
註：1	天研討會之費用為上述減半。

部份工作坊尚餘少量名額，至於兩場公開研討會接受單日報
名。研討會部份為英語、部份為粵語。大會資源所限，未能提
供即時傳譯服務。

《 美麗新世界．展能視藝系列 》
日本SAORI 40週年編織藝術展覽
展覽日期：8月（請留意網址公布）
時　　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10時至晚上6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06文博軒
更多關於SAORI：http://www.saori

查　　詢：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電　　話：2891-8482		
電　　郵：cccd@cccd.hk
費用及詳情請閱網頁www.cccd.hk

L5-04 Centre for Commu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Jointly organized by: CCCD, Kwai Chung Hospital,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Drama Therapists
Sponsored	by	 :	 S	K	Yee	Medical	Foundation
Fully	Supported	by	 :	 Asian	People’s	Theatre	Festival	Society

Date	 :	 31	Jul	–	10	Aug	2010
Venue	 :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Symposium)
	 	 Kwai	Chung	Hospital	(Workshop)

Fee:
Each	Workshop	:	 $1,500	(CCCD	Life	Members);	
	 	 $1,700	(CCCD	Ordinary	Members);	
	 	 $1,800	(Non-members)

Symposium	(Opening	and	Closing	included):	
$100	(CCCD	Life	Members	/Full-time	Students);	
$150	(CCCD	Ordinary	Members);	
$200	(Non-members)
Remark:	Only	half	of	the	fee	would	be	charged	for	enrolling	only	
one	day	of	the	Symposiums

All	workshop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Part	of	the	Symposium	
will	be	in	Cantonese	and	part	will	be	in	English.	The	organizers	
apologize	for	not	having	the	resources	to	provid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 A New World˙Art with Disability Series >
Japan SAORI 40 years Anniversary Weaving Exhibition
Exhibition	Period	 :	 Aug	2010	(to	be	released	on	website)
Hours	 :	 10:00	am	–	6:00pm	(Weekdays)
	 	 10:00	am	–	7:00pm	(Sun	&	Public	Holidays)
Venue	 :	 L1-06	Heritage	Tea	House,	JCCAC
More	info	for	SAORI	 :	 http://www.saori

Enquiry	 :	 Centre	for	Commu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Tel	 :	 2891-8482	/	2891-8488
Fax	 :	 2891-8483
E-mail	 :	 cccd@cccd.hk
Please	see	website:	www.cccd.hk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download	enrolment	form.

L5-22私畫廊 
2010 鴨梨號太空漫畫遊 — 雷磊個人動漫展
原子筆又叫做圓珠筆；但我以沉迷空想科學的迷信態度，永遠
喜歡跟原子能沒丁點關係的原子筆稱號。原子筆性格剛直，從
來都不大適宜用作筆法筆觸的藝術處理。但藝術工作者創作空
間是無盡的。雷磊用紅、藍原子筆繪畫他的幻像空間，做動
畫，給他嚇倒之餘，也給上一課什麼才是酷。我們從此再沒有
籍口。

展覽日期：2010年8月7日至9月11日
開放時間：下午1時至晚上7時	（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5-22私畫廊		

L5-22 Gallery Z
The Ya Li 2010 Space Comic Odyssey - Lei Lei Solo Exhibition
Never	consider	Ballpoint	Pen	could	be	a	promising	 tool	 for	
drawing.	it	should	be	a	engineers	type	of	thing.
However,	in	the	wild	wide	world	of	creativity,	artist	would	never	
be	bound.	Lei	Lei	create	his	 imaginarium	with	blue	and	 red	
Ballpoint	pen,	stunned	everybody	of	how		"	uncool	could	be	so	
cool	"	So,	no	one	will	have	excuse	anymore.	

Date	 :	7	Aug	–	11	Sep	2010	
Time	 :	1:00pm	–	7:00pm	(Closed	on	Sunday	and	Public	Holidays)
Venue	:	L5-22	Gallery	Z,	JCCAC	

L6-12音樂原住民	
Mirage 劇場原聲唱片 現正發售
挾著二度公演、口碑載道之沙畫、音樂、形體多媒體劑場
《Mirage》之	餘威，許少榮與蔡美華首次以原創音樂組合Violet	
名義，推出首張唱片：《	Mirage	劇場原聲唱片》。Violet	嘗試
揉合Pop	Folk	與東方意蘊，建構出一份內在、憂郁的城市音樂
風格，加上海潮的沙畫插圖，陪我們重拾迷亂了的身份，重溫
被扶上木馬的溫韾，抒緩城市人的無力感。誠意推介原創歌曲
《浮沙》，《無力感》及鋼琴獨奏曲《歲月的搖籃》。大碟現
於文博軒限量發售，現售$120。

	
L6-19 Unit Gallery
8月份Unit	Gallery分別為兩位年青畫家冼澔楊及劉家成舉辨個人
展。他們的作品風格各異，卻對繪畫有同樣的熱誠。今次的作
品顯現了他們獨特的個人畫風與真摯的個性。

＜一＞展：「年少輕狂」— 冼澔楊繪畫展
開幕酒會：2010年8月6日（星期五）晚上7時至9時
展覧日期：2010年8月7日至15日（逢星期六及星期日）	
開放時間：下午1時至晚上7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6-19	Unit	Gallery

＜二＞展：「春」— 劉家成繪畫展
開幕酒會：2010年8月20日（星期五）	晚上6時至8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1日至9月5日（逢星期六及星期日）	
開放時間：下午2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6-19	Unit	Gallery

查詢及預約其他參觀時間，請致電	9453-1626	張小姐。

L6-19 Unit Gallery
In	August,	Unit	Gallery	presents	 two	painting	solo-exhibitions	
by	 young	artists	 Frankie	Sin	 and	Simon	Lau	 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solos,	you	will	find	their	 individual	styles;	yet	 their	
true	passion	and	enthusiasm	for	painting	will	surely	gain	your	
appreciation	and	move	your	nerves.

(1) Exhibition: ‘Crazy Adolescence’ – paintings by Frankie Sin
Opening	reception	 :	 6	Aug	2010	(Fri)	7:00pm	–	9:00pm
Exhibition	Period	 :	 7	-15	Aug	2010	(every	Sat	&	Sun)	
Opening	Hours	 :	 1:00pm	–	7:00pm
Venue	 :	 L6-19	Unit	Gallery,	JCCAC

(2) Exhibition: ‘Spring’ – paintings by Simon Lau
Opening	reception	 :	20	Aug	2010	(Fri)		6:00pm	–	8:00pm
Exhibition	Period	 :	21	Aug	-	5	Sept	2010	(every	Sat	&	Sun)	
Opening	Hours	 :	2:00pm-8:00pm
Enquiries	 :	9453-1626	Ms.	Cheung
Venue	 :	L6-19	Unit	Gallery,	JCCAC

L6-20 yylz
"Art on caption" 計劃 
參與藝術家：周凱兒	/	岑嘉慧	/	鄧凝姿	/	袁婉荷	
主　　　辦：藝術本地	
策　　　劃：謝諾麟	
助　理　策　劃：何穎雯	

時　　　間：2010年8月1日至10月31日
放送地點：
香　　　港：1)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2-11	-	two	run	run	

	 	 L5-05	-	鄧氏工作室
	 	 L5-07	-	Ancha	Vista	
	 	 L6-20	-	yylz	
	 	 JCCAC接待處	

	 2)	Culture	Club	Gallery	

堔　　　圳：1)	The	A．lift	
電　　郵：art_local@yahoo.com.hk	
網　　址：http://hkartlocal.blogspot.com/	

"Art on caption" 開幕及座談會（主題 : 標題存在嗎?） 
日　　期：2010年8月1日（星期日）
時　　間：下午3時至4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619	-	Unit	Gallery	
語　　言：粵語主講	
場地贊助：Unit	Gallery		

L6-20 yylz
Project : "Art on caption" 
Artist	 :	 Chau	Hoi	Yee,	Kirsty	/	Violet	SHUM	/	
	 	 TANG	Ying-Chi	/	YUEN	Yuen-Ho,	YY	
Presented	by	 :	 artlocal	
Curator	 :	 TSE	Lok	Lun,	Laurence	
Assistant	curator	 :	 HO	Wing	Man,	Kurama	

Date	:	1	Aug	–	31	Oct	2010
Distributing	Locations:	
Hong	Kong	:	 1)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	Centre	
	 	 L2-11	-	two	run	run	
	 	 L5-05	-	TANG's	Studio
	 	 L5-07	-	Ancha	Vista	
	 	 L6-20	-	yylz	
	 	 JCCAC	Front	Desk	

	 2)	Culture	Club	Gallery	

Shenzhen	:	 1)	The	A	·	lift	
E-mail	 :	 art_local@yahoo.com.hk	
Website	 :	 http://hkartlocal.blogspot.com/	

"Art on caption" opening and forum (Topic : Does caption 
exist?) 
Date	 :	 1	Aug	2010	(Sun)	
Time	 :	 3:00pm	–	4:00pm	
Location	 :	 L6-19	Unit	Gallery,	JCCAC
Language	 :	 Conducted	in	Cantonese	
Venue	Support	 :	 L6-19	Unit	Gallery	

L6-27 四維體 + Miss FAT Studio	
肥娃工作室開放日及肥娃繪畫作品展
肥娃新畫作品發表，今次有十八層地獄作為主題，內容是女性
的恐懼、孤獨、疑慮、矛盾......。當中有繪畫作品及板畫作品。
歡迎各機構、團體、有興趣人士到來參觀及交流心得。

日　　期：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工作室開放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6時

藝術創作分享及交流會
當日下午3時至4時
（座位有限，請先預約）

繪畫及圖像移印工作坊
當日下午4時30分至5時30分
（座位有限，請先報名，每位參加者費用$30）

查詢及預約：
廖小姐	Kiwi	9527-7070（電話）/	cubestudio627@yahoo.com.hk	（電郵）

L8-05 香港版畫工作室
長幼同行 ─ 社區藝術推廣計劃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社區藝術推廣計劃，以工作坊和公開展覽，
讓參加者體驗藝術創作，從中肯定自我，建立成功感。我們希
望計劃能惠及不同社群，使小朋友、青少年及長者皆可分享創
作的喜悅：體現自我及融入社群。

日　　期：2010年8月5至15日
時　　間：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	藝廊
免費入場	

L8-05 Hong Kong Open Printshop
Together We Stride – Community Art Promotion Project Exhibition

Together	We	Stride,	 a	 community	 art	 project	 targeting	 at	
providing	art	workshops	for	the	young	&	the	aged.	The	project	
aims	at	 sharing	 the	 joy	of	 creat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ing	the	deprived	ones	to	build	up	confidence	so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connected	to	the	community.

Date	 :	5	–	15	Aug	2010
Time	 :	10:00am	–	8:00pm	
Venue	 :	L1	Gallery,	JCCAC
Free	Admission	

L8-07 MAG 都市視藝空間 
唐凌攝影展
日　　期︰2010年8月17日至23日
時　　間︰上午11時至晚上7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藝廊
查詢電話：2815-4284
網　　址︰http://mag.hk	

*開放時間如有改動，請留意網站http://mag.hk	公佈

L7-07紅宝工作室
涼颼颼的避暑玻璃藝術課程	

課程	1	-	玻璃首飾創作基礎	
課程	2	-	玻璃彩繪及窯燒創作基礎	
課程	3	-	玻璃圖像印藝創作基礎	
課程	1	及	課程	2	適合親子創作！！！
課程及報名詳情，請瀏覽本工作室網頁:	
www.rubywooglass.com

日　　期：星期一至日均可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07紅宝工作室
查　　詢：9439-6529	(電話)	/	rubysmw@yahoo.com.hk	(電郵)

L7-07 rubywooglass
Chill-Out Summer Workshop on Glass Art Creation 
Course	1	–	Glass	Jewellery	Making	
Course	2	–	Painting	and	Fusing	on	Glass
Course	3	–	Imagery	Printing	and	Glass	Fusing	
Please	go	to	the	website	for	details	and	reservation:	
www.rubywooglass.com

Date	 :	Weekday,	Saturday,	Sunday	are	welcome
Venue	 :	L7-07	rubywooglass,	JCCAC
Enquiry	:	9439-6529	(Tel)	/	rubysmw@yahoo.com.hk	(Email)

	
L8-07 MAG 都市視藝空間
數碼攝影入門速成班
日　　期︰2010年8月21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4時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8-07	MAG都市視藝空間
費　　用︰HK$150（HKSDP註冊會員或全日制學生）
　　　　　HK$200（非會員）

Photoshop Camera RAW 影像處理班
日　　期︰2010年8月28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4時至晚上6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8-07	MAG都市視藝空間
費　　用︰HK$150（HKSDP註冊會員或全日制學生）
　　　　　HK$200（非會員）

詳情及報名︰http://mag.hk
查　詢　電　話：2815-4284	

L8-07 Metro Arts Gallery (MAG)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Photography
Date	 :	 21	Aug	2010	(Sat)
Time	 :	 4:00pm	–	6:00pm
Venue	 :	 L8-07	Metro	Art	Gallery	(MAG),	JCCAC
Fee	 :	 $150	(HKSDP	registered	member	or	full-time	student)
	 	 $200	(Non-registered	members)

Introduction to Photoshop Camera Raw
Date	 :	 28	Aug	2010	(Sat)
Time	 :	 4:00pm	–	6:00pm
Venue	 :	 L8-07	Metro	Art	Gallery	(MAG),	JCCAC
Fee	 :	 $150	(HKSDP	registered	member	or	full-time	student)
	 	 $200	(Non-registered	members)

Course	details	and	enrollment:	http://mag.hk	
Enquiry	:	2815-4284

   其他藝廊節目
   Other Events of Galleries
To Be The One
Li Hoi Shan 主辦
開　　幕：2010年8月7日	晚上6時
展覽日期及時間：	
2010年8月7日　下午2時至晚上9時45分
2010年8月8日　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6134-8813	(Joe	Li)
電　　郵：li_hoi_shan@hotmail.com	

To Be The One
Presented by Li Hoi Shan 
Opening	Ceremony	:	7	Aug	2010		6:00pm
Exhibition	Period	and	Time:	
7	Aug	2010		2:00pm	 –	 9:45pm
8	Aug	2010		10:00am	 –	 8:00pm	
Venue	 :	L0	Gallery,	JCCAC	
Enquiry	 :	6134-8813	(Joe	Li)
Email	 :	 li_hoi_shan@hotmail.com

平面設計畢業作品展
新華理大培訓及研發中心主辦
開　　幕：2010年8月14日		下午2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13至15日
開放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2206-9011	(Chloe	Chau)	
電　　郵：chloe@swpearl.com	

247 and Spark
Presented by SWP 
Opening	Ceremony	 :	14	Aug	2010			2:00pm	
Exhibition	Period	 :	13	–	15	Aug	2010	
Opening	Hours	 :	10:00am	–	8:00pm	
Venue	 :	L0	Gallery,	JCCAC
Enquiry	 :	2206-9011	(Chloe	Chau)	
Email	 :	chloe@swpear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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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導賞服務
中心特設免費公眾導賞服務(粵語)，由導賞員向參觀者介紹中心背景和特色，時間為每月第四個星期六下午4時，
全程約30至45分鐘。每團名額20人，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有興趣人士，請致電2353-1311報名。

Guided Tour 
Our	docent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tour	 to	grasp	the	highlights	of	JCCAC.	The	free	guided	tour	 (conducted	 in	
Cantonese)	will	be	held	on	the	4th	Saturday	each	month	at	4:00pm.	Each	tour	lasts	for	30-45	mins	and	admits	20	
persons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Interested	parties	please	call	2353	1311	for	registration.

黑盒劇場 / 藝廊 /中央庭園 —公開接受申請
有關場地資料、收費及租用詳情可到中心網站	www.jccac.org.hk下載或致電	2353-1311查詢。

Black Box Theatre / Galleries / Central Courtyard   – Open for application 
The	booking	form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of	Black	Box	Theatre,	Galleries	and	Central	Courtyard	are	available	on	the	
JCCAC	website:	www.jccac.org.hk

以上活動資料由藝術家及藝團提供。中心只對錯別字及篇幅作出修改。藝術家及藝團負責提供資料內容，如有修改，資料以藝術家及藝團最後發放之版本為準。
The	information	above	is	provided	by	the	artists	and	art	groups.	The	Centre	will	edit	the	typo	and	modifies	the	length	of	the	articles	only.	Artists	and	art	groups	ar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contents,	if	there	are	any	changes	to	the	information,	the	final	version	distributed	by	the	artists	and	art	groups	shall	prevail.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是一所自負盈虧的註冊非牟利機構，以推動香港創意藝術發展為目標，為本地藝術工作者及藝
術團體提供藝術創作空間，協助社區推廣藝術及文化，及致力為香港培育創意人才。
The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is	a	self-financed	and	registered	charity	in	Hong	Kong,	which	aims	at	fostering	
arts	 in	the	community	by	providing	studio	space	for	 local	artists	and	art	groups,	promoting	arts	and	culture	 in	the	
community	and	nurturing	creative	arts	talents	for	Hong	Kong.

IDEA柬埔寨建校計劃展覽
IDEA籌委會主辦及製作
開　　幕：2010年8月27日	 晚上7時
講　　座：2010年8月28及29日	 下午2時至4時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8至30日
開放時間：上午9時至晚上8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9646-1202	(Calvin	Cheng)
電　　郵：kyccheng@gmail.com
網　　頁：http://www.humanityfocus.org/idea09/
	
Involve in Design, Empower with Action (IDEA) 
project 2009 Exhibition
Presented and Produced by IDEA project organizing committee
Opening	Ceremony	 :	27	Aug	2010	 7:00pm
Seminar	 :	28	and	29	Aug	2010	 2:00pm	–	4:oopm	
Exhibition	Period	 :	28	–	30	Aug	2010
Opening	Hours	 :	9:00am	–	8:00pm
Venue	 :	L0	Gallery,	JCCAC
Enquiry	 :	9646-1202	(Calvin	Cheng)
Email	 :	kyccheng@gmail.com
Website	 :	http://www.humanityfocus.org/idea09/

*	有關租戶的藝廊及中央庭園節目，詳情請參閱「租戶動向」。
For	more	details	about	 the	 tenants'	events	at	Galleries	and	
Central	Courtyard,	please	refer	to	the	"Tenants	Updates".

「珍惜生命、樂觀生活 — 裝置你生命」裝置藝術展
香港教育學院 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主辦
藝展計劃	—	裝置你生命	製作
開　　幕：2010年8月22日　下午2時30分
展覽日期：2010年8月22至25日
開放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9時
地　　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0	藝廊
查　　詢：6737-8419（丁小姐）/	6545-3765（黃小姐）
電　　郵：vaecd_iyl@hotmail.com
網　　頁	:	http://www.ied.edu.hk/vaecd/index.html	

「 Install Your Life 」Art Exhibition
Presented by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Art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oduced	 by	 V isua l 	 Ar ts 	 Educat ion	 and	 Communi ty	
Development	Project	–	Install	Your	Life
Opening	Ceremony	 :	 22	Aug	2010		2:30pm
Exhibition	Period	 :	 22	–	25	Aug	2010	
Opening	Hours	 :	 12:00pm	–	9:00pm
Venue	 :	 L0	Gallery,	JCCAC
Enquiry	 :	 6737-8419/	6545-3765
Email	 :	 vaecd_iyl@hotmail.com
Website	 :	 http://www.ied.edu.hk/vaecd/index.html

黑盒劇場節目
Events of Black Box Theatre	
莫扎特之死
拉闊劇團	主辦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6	–	8日　晚上8時
　　　　　　2010年8月7	–	8日　下午2時30分
票　　　價：$180（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90（學生，長者，綜援人士	—	設限額）
　　　　　　$90（殘疾人士）
　　　　　　$144（購買10張或以上）	
查　　　詢：6154-6601
網　　　址：www.livetheatre.org.hk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Death of Amadeus 
Presented	by	Live	Theatre
Date	and	Time	 :	 6	–	8	Aug	2010		8:00pm
	 	 7	–	8	Aug	2010		2:30pm	
Ticket	Price	 :	 $180		(HKD．Free	Seating)	
Concessions	 :	 $90	(student,	senior	&	CSSA)	–	with	limited	quota
	 	 $90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144	(purchasing	10	tickets	or	more)
Enquiry	 :	 6154-6601
Website	 :	 www.livetheatre.org.hk

*	The	programme	above	is	supported	by	the	Jockey	Club	
Performing	Arts	Venue	Subsidy	Scheme.

青春還盛夏了什麼？２好襯青春去打劫
鄭國政主辦	
盛夏劇團	製作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13	–	15日　晚上8時
　　　　　　2010年8月14	–	15日　下午3時
票　　　價：$120（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65	(長者，學生，殘疾人士及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
查　　　詢：9550-2511
網　　　址：www.shinghatheatre.com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Leaving Youth in Burning Hot Summer 2
Presented	by	Cheng	Kwok	Ching	
Produced	by	Shingha	Theatre	
Date	and	Time	 :	 13	–	15	Aug	2010	 8:00pm
	 	 14	–	15	Aug	2010	 3:00pm
Ticket	Price	 :	 $120		(HKD．Free	Seating)	
Concessions	 :	 $65	(student,	senior	citize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	CSSA)
Enquiry	 :	 9550-2511
Website	 :	 www.shinghatheatre.com

*	The	programme	above	is	supported	by	the	Jockey	Club	
Performing	Arts	Venue	Subsidy	Scheme.

爵士鼓樂工作坊
徐世興主辦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10日（星期二）晚上7時30分
票　　　價：免費入場
查　　　詢：hkdrem@hotmail.com

有關票務詳情，請與主辦機構聯絡。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Simon Chui Jazz Drum Workshop
Presented	by	Chui	Sai	Hung	
Date	and	Time	 :	 10	August	2010	(Tue)	7:30pm
Ticket	Price	 :	 Free	Admission
Enquiry	 :	 hkdrem@hotmail.com

Please	refer	to	the	presenter	for	the	ticketing	arrangement.

*	The	programme	above	is	supported	by	the	Jockey	Club	
Performing	Arts	Venue	Subsidy	Scheme.

舞蹈新鮮人系列：標局《無休止者》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標局製作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20日至21日	晚上8時
　　　　　　2010年8月21日至22日下午3時
票　　　價：$160	（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	80	(長者、學生、殘疾人士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
查　　　詢：2268-7323/	6848-0492
網　　　址：http://www.lcsd.gov.hk/CP

New Force in Motion Series : "Keep in Touch" 
Presented	by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Produced	by	Biuguk
Date	and	Time	:	20-21	August	2010		8:00pm
	 	 21-22	August	2010		3:00pm
Ticket	Price	 :	$160	(HKD．Free	Seating)
Concessions	 :	$	80	(student,	senior	citize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	CSSA)
Enquiry	 :	2268-7323/	6848-0492
Website	 :	http://www.lcsd.gov.hk/CP

第十二夜（重演）
斷片劇場主辦
日期及時間：2010年8月28	–	31日及9月2	–	4日	 晚上7時30分
　　　　　　2010年8月28，29日及9月4	–	5日	 下午2時30分
票　　　價：$120（港幣．不設劃位）
優　　　惠：$	80	(長者、學生、殘疾人士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
查　　　詢：6184-8906

*上述節目受惠於「賽馬會表演場地資助計劃」。	

Twelfth Night (Re-run)
Presented	by	to	be	THEATRE
Date	and	Time	:	28	–	31	Aug	&	2	–	4	Sep	2010	 7:30pm
	 	 28	–	29	Aug	&	4	–	5	Sep	2010	 2:30pm		
Ticket	Price	 :	$120	(HKD．Free	Seating)	
Concessions	 :	$	80	(student,	senior	citize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	CSSA)
Enquiry	 :	6184-8906

*	The	programme	above	is	supported	by	the	Jockey	Club	
Performing	Arts	Venue	Subsidy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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