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每日 Daily 10 am – 10 pm

《藝術一瞥》
鄧凝姿及
鄧凝梅作品展
A Glimpse of Art
— An Exhibition
of the Work of
Tang Ying Chi and
Tang Ying M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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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芸香
The Isle

鉛筆靜物素描
教學習作展覽
至 till 6/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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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紙涼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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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CAC
PROGRAMMES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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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till 7/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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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添一點
One More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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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is an arts venue which supports the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rtistic works, activities and views presented in the Centre and in this monthly
guide are provided by the relevant artists / art group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content
and accuracy,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Centre. For details and enquiries of the
programmes / paid activities presented in the monthly guide,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organiser directly.

《筆墨風流》
書畫展

3

免責聲明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為一藝術場所，支持及尊重藝術表達自由。中心及本月刊內展示的藝術作品、
活動、言論內容及其準確性，均由有關藝術家／藝術團體提供及負責，概不代表本中心立場，敬請
留意。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JCCAC), which opened in
2008 and operates as a self-financed, registered charity. JCCAC
is positioned as a multidisciplinary arts village and arts centre,
providing studio facilities for the arts community and a relaxing
environment for the public to experience arts and culture. As an
arts village, JCCAC is the operation base for nearly 140 artists/
art organisations pursuing their work in a wide array of art forms.
As an arts centre, JCCAC includes a tea house, café, craft shops,
exhibition space on different floors of common area, the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and Galleries. JCCAC strives to support
arts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by helping to nurture young
talents and promote arts and culture in general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space (arts studios and display venues) for creative
work. Regular public events presented by JCCAC include
the annual “JCCAC Festival” in December, quarterly “JCCAC
Handicraft Fair”, rooftop film screening and public guided tours.

本月推介

2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於 2008 年開幕，以自負盈虧及非牟利
機構的模式 運作，是一所多元化及對外開放的藝術村兼藝術中心。中
心旨在提供文化藝術創作空間（藝術工作室和展示場地）
、協助培育創
意人才、讓公眾近距離接觸藝術，從而推廣創意文化，為香港文化藝術
發展出一分力。作為藝術村，JCCAC 是近 140 個各類型藝術家和藝術
團體的運作基地；作為藝術中心，中心內設兩層藝廊展覽廳、賽馬會黑
盒劇場、分布各樓層的小型展覽空間、茶藝館、咖啡室和創意工藝店。
中心定期主辦大型公開活動，包括每年 12 月的「JCCAC 藝 術節」、季
度「手作市集」、露天電影會和工作室導賞等。

（農曆新年假期除外 Except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MONTHLY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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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九月 SEPTEMBER 2O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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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 x 羊》
羊毛氈個人展
“Myanmar x
Wool Felting”
Exhibition

至 till 16/9/2018

獨立音樂放送
Indie Music
Express

2O
22
23

《自說自話》
繪畫展

備註︰

· 一人一票，憑票入場（兒童亦須購票）。
· 門票一經出售，恕不退換。
· 優惠票持有人（包括全日制學生、高齡及殘疾人士）必須在入場時出示認可
之身份證明文件。

優惠票
註解︰

ST– 全日制學生
SC–60 歲或以上高齡人士
DIS– 殘疾人士及看護人
CSSA–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

The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is an
experimental friendly and well equipped theatre
for different p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 needs. This scheme
funds local and especially budding art groups & artists for them
to rehearse and stage public ticketed performances at the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at only 10% of the normal hiring fee.
查詢計劃 For Scheme Enquiries
www.jccac.org.hk/jcbbtss

捐助機構 Funded by

INTIMATE PORTRAIT

NEW
PERSPECTIVES
新 視 野
許 方 華 Hui Fong-wah, Phoebe

認識世界的 方法 有很多種：科學
家會進行實驗；歷史學家會研究
文獻；考古學家會發掘古蹟‥‥‥
藝術家就較可能用不同的手法，
如 駐 JCCAC L7-10 工 作 室 的 跨
媒體藝術家許方華就以獨特的
視點和不慣常的方式呈現日常事
物。許氏 將文 字、聲 音 及科 技 揉
合在裝 置作品中，解 構身邊平常
事物的 本質 與 其 在生活中的 位
置，試圖打破它們被 套上的慣常
概念，重新 認識它們的 潛在特性
與面貌。
許方華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
媒 體 學 院（ 文 學 士）、英 國 中 央
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藝術碩
士）
，及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媒體設計與藝術碩士）。其藝術
實踐及論文曾廣泛發表於國際藝
術場所或活動，例如是大都會藝
術博物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
驗室、「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及亞洲當代
藝術週等。她的作品與理念為她
帶來了不少獎項，包括香港設計
師協會設計獎學金彭博新一代
藝術家資助獎、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術新秀獎、耶魯中國藝術獎助
金、亞洲文化協會李子潔獎助金、
美國日本藝術計劃研究獎助金；
及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獎學金。

藝述心言

主辦 Organised by

Hui received her Bachelor of Arts in Creative Media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obtained her MFA from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and another MFA in
Design Media Ar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he has extensively presented her thesis and artwork
internationally, including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MIT Media Lab,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Art and Asia Contemporary Art Show.
Her artwork and concepts have brought her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HKETO Yale-China Art Fellowship,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Young Artist Award (Media Art), Asian
Cultural Council Altius Fellowship, Bloomberg Emerging
Artist Award, Asian Cultural Council United States-Japan
Arts Program Research Fellowship, and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rt Scholarship.

喼殺
Killing Gip
Mmxcvii

手作市集
Handicraft Fair

緊貼最新活動資訊，歡迎︰
· 瀏覽 www.jccac.org.hk
· 免費取閱或下載每月出版的節目表
· 訂閱 JCCAC 電子通訊

藝廊及中央庭園展覽
Exhibitions @ Galleries
and Central Courtyard

其他展覽及免費活動
Other Exhibitions &
Free Activities

賽馬會黑盒劇場節目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Programmes

部分須預約或登記
Booking or online preregistration might be required

Visitors may gain an overview of current programmes:
· by visiting www.jccac.org.hk
· from the monthly published programme guide
· by subscribing to JCCAC e-news

香港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

30 Pak Tin Street, Shek Kip Mei, Kowloon, Hong Kong

港鐵石硤尾站 C 出口

MTR Shek Kip Mei Station Exit C

電話 Tel:
(852) 2353 1311
電郵 Email: info@jccac.org.hk
網址 Website: www.jccac.org.hk

jccacpage
jccac_arts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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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野中的日常

異地的廣闊眼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可以向讀者簡介紹一下你的藝術創作嗎？

J：那 文 字 及 聲 音 在 你 的 創 作 裡 面 扮 演 甚 麼
角色？

J：你提到希望透過創作去重新理解世界，那除
了文字與聲音，你會探索甚麼其他的東西呢？

J：除了香 港，你曾在 海 外 不 同 的 國 家 如 英
美 等地 學 習 或 作 藝 術 交 流。這 些 經 驗 對 你
往後的創作有甚麼影響嗎？

J：在 不同地方展 示作品有為你帶 來一些 創
作上的衝擊嗎？

H：對 於 前 者，一 些 作 家 為 我 帶 來 了 重 要
的 啟 發，好 像 是 意 大 利 的 文 學 學 者 Franco
Moretti，他 並 不 專 注 於 研 究 文 字 的 傳 意 功
能，卻 以 統 計 的 方 式 鑽 研它 的 格 式。這 讓 我
想 到，文 字 其 實 不只 是 一 種 溝 通 工 具，更 可
以 是 一 種 純 粹 的 規律；而 對 於 後 者，我 發 現
在 普 遍 的 觀 念 中，比 較 起 視 像，聲 音 總 是 較
被 忽略的。在 城 市大學 唸 書 時 我當上了實習
生協助電影的 製作工作，那時 我 發 現聲 效 是
一種 較 不 被 重 視的 部分，在 一 個 製作中可能
只是用上數天至 10 天的時間去調效。這令我
反 思我們可 否用另一個角度 去 理 解聲音──
其 實 聲 音 也可以 是 創 作中的 主 角，而 不只 是
陪襯。

H：我 的 作 品 不 少 都是 以日常 生 活 的 事 物 為
題材的，因為我覺得它們與觀眾較接近。

H：我 的 創 作 不 少 都 揉 合了 文 字 或 聲 音 的 元
素，配 上 媒 材 的 物 料 特 性，在 各 跨 媒 體 裝 置
中，以不尋常的方式去再現為人熟悉的事物，
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去重新認識及理解它們的
本質或背後的規律。

There are many ways to explore the world: Scientists conduct
experiments; historians study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sts
discover relics. As for artists, they can express their artwork
in a variety of ways. One of these artists is Hui Fong-wah,
Phoebe, a multimedia artist and JCCAC tenant, who combines
text, sound and technology in her installations to re-interpret
the essence and everyday roles of ordinary objects. Her unique
artwork helps us to see beyond our normal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and re-think their hidden characteristics behind
traditional concepts.

至 till 1/10/2018

J：JCCAC
H：許方華 Hui Fong-wah, Phoebe

重構文字與聲音

許方華
Hui Fong-wah, Phoebe
（特別鳴謝攝影師 Special
thanks to photographer:
Judy Sirota Rosen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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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目主辦單位
- 直接向節目主辦
單位查詢購票詳情

28

2. URBTIX
- 網上購票
www.urbtix.hk
- 信用咭電話購票
2111 5999
- 流動購票應用程式：
My URBTIX
- 親身前往各城市
售票網售票處購票

索 Esplo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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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t-mate
- 網上購票
www.art-mate.net
- 親身前往位於賽馬會
創意藝術中心售票處
之購票點購買

此計劃資助本地中／小型藝團及個別藝術工作者的發展，讓他們只須
支付基本場地租金的 10%，便可租用賽馬會黑盒
劇場進行排練及公開演出。賽馬會黑盒劇場空間
佈局靈活，切合不同製作及演出需要，是發表作品
的理想平台。

2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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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賽馬會黑盒劇場節目之門票均可透過以下其中一個單位購買：

原途初心
Rebound

25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售票處
開放時間︰ 10:00 - 18:00
（開放時間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SEP

九 月

4對+1對=?
4 Plus 1 is
Equ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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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SUBSIDY SCHEME

至 till 7/12/2018

家

21

賽馬會黑盒劇場資助計劃

JCCAC 手作市集
Handicraft Fair；
工作室導賞
Open Studio
Guided Tours；
堅 • 藝示範
Live
Demonstrations；
HKRRFM
免費市集
Hong Kong
Really Really
Free Market

《集藝》展覽
“Meet Arts”
Exhibition

19

票務資料

露天電影會
《爭氣》
Rooftop Cinema
My Voice,
My Life

18

有關場地資料、收費及租用詳情及表格，請到中心網站
www.jccac.org.hk 下載，或致電 2353 1311 查詢。
Information and booking forms for the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Galleries and Central Courtyard are available on JCCAC
website: www.jccac.org.hk

17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 GALLERIES / CENTRAL
COURTYARD – OPEN FOR APPLICATION

16

賽馬會黑盒劇場 / 藝廊 / 中央庭園 —
公開接受租用申請

A Distance
Too F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為 甚 麼 會 選 擇 文 字 及 聲 音 作 為 你 的 創 作
元 素？
H：因為它們都是一些我很感興趣的東西。我
對於文字的熱愛可能是源於小時 候的 校園生
活。那時 候 我們 的 課 堂 都是 以 英 語授 課的，
因此上課時 我要在腦海中不停翻譯老師的講
解，這 引 發了 我 對 文 字 的 迷 思。而 對 聲 音 的
興 趣，大 概 是在 修 讀 香 港 城 市大學 一 個 剪 接
及聲效課程時所培養的。

編按：許氏的聲音裝置《Wordplay II》也許就展現了這些想法。
在作品中，許氏設計了一套電腦程式，它會按照英語字典中某
些字詞的拼字規律產生出音韻，並在裝置中播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是甚麼驅使你這種 好 奇心，去重新 發掘事
物的？
H：因為我總覺得世界難以讓人絕對地理解，
例 如在 平日與 他 人的互 動中，我們 總不 能 完
全 地了解 對 方。我 覺 得 透 過 創 作以新 角度 去
重新觀察世界，是有趣的事。
Process with Body, Water & Pendulums | 鋼、 金屬絲、木、電子裝置、揚聲器 Steel, wire, wood, electronics and speakers |
2009-2011, 2016

Graphite piano | 鉛筆、木、亞加力膠、電子裝置、導電帶、
電線、銅、揚聲器、日本鋼具 Pencils, wood, acrylic,
electronics, conductive tape, wires, coppers, speakers, and
Japanese ladle | 2013

Re-constructing text and sou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your
artistic practice ?
H: My artwork combines text and sound,
and utilises distinctive qualities of diﬀerent
materials. Through multimedia installations,
I try to provide an unusual way to present
familiar things for us to re-think and re-learn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H：作品在 不同地方展出時所 得到的反 應，
其實也帶出了一些關於文化差異的啟 示。平
時在香港，會出席展覽活動的大多是藝術專
業 人士，但在外地如美國，藝 術 社群可以 是
很闊的。譬如說，去年我在「Yale Green Hall
Gallery」舉行的個人展 覽裡，不少 觀眾都是
當地的居民。

Editor’s note: Hui’s sound installation, Wordplay II, extends
this idea. In this work, she designs a computer programme
in which the alphabets and words as appear in dictionaries
are translated into playable soundscapes.

Seeing new perspective out of
the ordinary

Reaching new horizons
beyond Hong Kong

J: You hope to re-learn the world through
creation. Besides text and sound, what
other subject matters have you explored
and used?

J: Besides Hong Kong, you also had
experiences exhibiting in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and America. Did those
experiences inﬂuence your artwork?

H: I like to use ordinary things and our daily
lives as the topics of my art pieces, as their
relevance resonates with the audience.

H: The reactions I obtained from exhibiting
overseas have oﬀered new insights into
cultural diﬀerences. In Hong Kong, most
of my audience are often art professionals.
In places such as the US, however, the
art community can be much broader.
For example, last year I had an exhibition
at the Yale Green Hall Gallery and the
audience were mostly local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What motivates your curiosity to
rediscover things?
H: I feel it is diﬃcult for us to totally
understand our world. For example, when
we interact with people, we cannot possibly
understand them completely. Hence, I ﬁnd
it interesting to learn to look at the worl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rough art.

H: They are intriguing for me. My passion
for text began in primary school. Our lessons
were taught in English so I kept translating
in my head and became fascinated by
the words I heard. My interest in sound
started from taking a sound editing course
during my studies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endulum Piano | 電子裝置、訂製電路板，20 年代舊式鋼
琴鍵、橡皮筋、揚聲器、擴音器 Electronics, custom-made
circuit board, vintage piano keys from the 1920s, rubber
band, speakers and ampliﬁer | 2018
特別鳴謝攝影師 Judy Sirota Rosenthal
Special thanks to photographer Judy Sirota Rosenth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What roles do text and sound play in your
art creation?
H: Regarding the role of text in my artwork, I
am deeply inﬂuenced by Franco Moretti, an
Italian literary scholar.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ext being a communicative tool, he
studied its patterns using statistics. This
makes me realise that words are not just for
communication but can be seen as a system

Wordplay II | 玩具鋼琴、螺線管、電子裝置、電線、印刷電路板、亞加力膠、夾子、水彩紙本數字印刷 Toy piano, solenoid,
electronics, wires, printed circuit board, acrylic, clamps, and digital print on watercolor paper | 2012

《十年廠出》：JCCAC 十周年回顧展

FACTORY-MADE: JCCAC 10-YEAR
RETROSPECTIVE EXHIBITION

日期 Dates: 2/10 – 28/12/ 2018
時間 Time: 10:00 – 22:00
地點 Venue: L3-07,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賽馬會 IFVA EVERYWHERE》
影像嘉年華

日期 Dates: 29 – 30 / 9 / 2018
時間 Time: 14:00 – 23:00
地點 Venue: 中環愛丁堡廣場
Edinburgh Place,
Centr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Why do you choose text and sound as
your artistic ele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CKEY CLUB IFVA EVERYWHERE CARNIV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tself. As for sound, I ﬁnd that we norm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visual than sound.
While interning in a movie production
project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 would spend only a few days to a week
in editing the sound track. The experience
made me wonder — Can we treat sound
as the lead character in a piece of creative
work, rather than an extra?

身處外地讓我反思國藉的既定概念。有一次
在工作坊中，有一位觀眾總是在說我的作品
很具東方特質，但其實我在創作時並沒有刻
意要以「東方感」為藝術元素，對方可能見到
我的外貌就覺得我的作品必定是以亞洲為切
入點。人們總是喜歡較表面地將人與事歸類。
我的 一 件 作品《Vexation》其 實 是暗暗地回
應這個概念。

H：其中一個影響是令我變 得更會在作品中
加 入 與 觀 眾 互 動 的 元 素。從 前 我 較 少 跟 觀
眾接觸，但在一次的海 外展 覽裡，也許因為
觀 眾 群 差 異 的 關 係，有 一 位 訪 客 較 為 粗 野
地 觸 碰 我 當 時 的 作 品，令 我 需 要 跟 他 直 接
交 涉及 建 議 欣 賞 該 件 作 品 的 方 式。這 次 經
驗 令 我 在日後 的 創 作 路 上 更 會 面 對 觀 眾，
嘗 試 在 作 品 中 加 入 互 動 元 素。稍 後 我 會 參
與 由 香 港 藝 術 中 心 主 辦 的「ifva 獨 立 短 片
及影 像 媒體 節」展 覽，展 覽將於戶外進行，
預計屆時 的 作品是會 讓 觀眾 投 入 其中與 互
動的。

許氏的作品將於下列數個聯展展示
Hui’s works will be seen in the
following group exhibitions

The overseas experiences also prompted
me to reﬂect on our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ationality. Once in a workshop, someone
in the audience commented that my
artwork displayed some distinct oriental
characteristics. But in fact, I had not created
that particular piece of artwork with any
oriental elements in mind. He could have
seen me as an Asian and thought that way.
We often like to categorise people and
things based on superﬁcial presumptions.
My artwork Vexation is a subtle reﬂection
on this issu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藝術中心四十週年
旗艦展覽──
《灣仔文法：過去、現在、未來式》

THE HKAC 40TH ANNIVERSARY
FLAGSHIP EXHIBITION —
WAN CHAI GRAMMATICA: PAST, PRESENT,
FUTURE TENSE

日期 Dates: 30 / 9 – 4 / 11 / 2018
時間 Time: 10:00 – 20:00
地點 Venue: 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四樓及五樓）
Pao Galleries,
Hong Kong Arts Centre
(4/F and 5/F)

Vexation | 木、石墨、馬達、電子裝置、揚聲器、導電帶、電線、玻璃
wood, graphite, motor, electronics, speakers, conductive tape, wires and glass | 2012-20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Have your exhibitions in diﬀerent
places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your
creative work?
H: Yes, one influence is in the effort I put
into interacting with the audience. I seldom
interacted with my audience before.
However, at an overseas exhibition once,
an audience member touched my artwork
in a manner lacking gentleness, which
prompted me to interfere and explain to

him the best way to interact with that piece
of artwork. The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how to interact with my audience and to
consider increasing participatory elements
in my works. In my upcoming exhibition at
the Jockey Club ifva Everywhere Carnival,
my outdoors installation will include such
interactive elements.

HANDICRAFT
FAIR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

L3-05D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JCCAC x MOViE MOViE

堅 • 藝示範 LIVE DEMONSTRATIONS

ROOFTOP CINEMA*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15 / 9 / 2018 > 14:30 – 17:00
黃麗明 Wong Lai-ming, Emily（手翻書動畫 Flip Book Animation）
霍慧中 Fok Wai-chung, Chantal（唐卡顏料製作 Thangka Pigment Making）
歐君慧 Au Kwan-wai, Stephanie（染布花 Hand-dyed Fabric Flowers）

露天電影會

《爭氣》
My Voice, My Life
15 / 9 / 2018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19:30 - 21:30
地點 Venue： L8 天台 Rooftop
映後座談嘉賓 Guest Speakers：
楊紫燁 Ruby Yang
皮亞 Pierre Lam

手作市集

16 / 9 / 2018 > 15:45 – 17:00
廖慧怡 Liu Wai-yee, Ceci（針孔攝影 Pinhole Photography）
陳穠 Chan Nung, Rachel（Macrame 編織製作 Macrame Making）
地點 Venue：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費用全免，請預先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Free of charge and online pre-registration required. Places are
limited and available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賽馬會黑盒劇場節目

獨立音樂放送 INDIE MUSIC EXPRESS

日期 Date：
16 / 9 / 2018
時間 Time：
14:00 – 15:30
地點 Venue：
L2 平台 Terrace
表演團體 Performing Units:
Yusobeit
陳嘉 Wander Chan

免費領取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2018 年第一期 》

15 - 16 / 9 / 2018
15:00

日期 Dates：
15 – 16 / 9 / 2018
時間 Time：
13:00 – 19:00
地點 Venue：
L7 公共空間 Common Space
JCCAC 為 HKRRFM 免費市集之場地贊助
JCCAC is the venue sponsor of Free Services

L5-11 林皮工作室 Lam Pei Studio「物思故事廳」

榞劇場 Radix Troupe

工作室開放《藝術有得揀》

OPEN STUDIO ART SALE

A DISTANCE TOO FAR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地點 Venue：

日期及時間 Times & Dates：
14 / 9 > 13:00 – 21:00
15 – 16 / 9 > 13:00 – 19:00
地點 Venue：
L4-12
查詢 Enquiries： 9616 9789（陳岱昕 Dawn Chan）；
themoonsurface@gmail.com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6 / 9 / 2018 > 20:00
7 / 9 / 2018 > 20:00

筆紙涼茶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8 / 9 – 7 / 10 / 2018
開 幕 OPENING
13:00 – 18:00
六
Sat
（逢星期一、二休息；
或以電郵預約
Closed every Mon
and Tue; open by
email appointments）
L5-11
地點 Venue：
查詢 Enquiries： 2602 5718
（林皮工作室 Lam Pei Studio）
；
mustseehk@gmail.com
面書專頁 Facebook Pages： mustseehk；LamPeiStudio

8 / 9 / 2018 > 15:00；20:00
9 / 9 / 2018 > 15:00

全日制學生、長者、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可享九折優惠
10% discount for full-time students, elderl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minders

8 / 9 / 2018
14:00

排場好戲 Epictudio

L0-04 香港玻璃工作室 Studio Glass Hong Kong

家

喼殺 KILLING GIP MMXCVII

琉璃珠工作坊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20 – 22 / 9 / 2018 > 20:00
22 – 23 / 9 / 2018 > 15:00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28 – 30 / 9 / 2018 > 20:00
29 – 30 / 9 / 2018 > 15:00
票價 Ticket Prices： $180；$100（ST, SC, DIS & CSSA）1
地點 Venue：
賽馬會黑盒劇場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查詢 Enquiries：
9053 3185（李先生 Mr. Lee）；
epictudiotheatre@gmail.com
面書專頁 Facebook Page：EpictudioTheatre

票價 Ticket Prices： $ 190；$150（ST, SC, DIS & CSSA）
賽馬會黑盒劇場
地點 Venue：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查詢 Enquiries：
6114 8664（古小姐）；
info.artmission@gmail.com
網址 Website：
www.art-mission.net

查詢 Enquiries： frontsidegallery@gmail.com
（Stella Tang / Grace Tang）
網址 Websites： www.facebook.com/FrontSideGallery；
www.tangyingchi.com；
www.tangyingmui.com

L5-23 Unit Gallery

L7-16 侯紹政繪畫工作室 Hau Siu Ching Art Studio

門票現正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售票處及 art-mate 網站發售
Tickets are available at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Box Office and art-mate
Art-mate 網站 Website：www.art-mate.net

L3-05D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鉛筆靜物素描教學習作展覽
日期 Dates：
6 / 9 – 6 / 10 / 2018
時間 Time：
10:00 – 22:00
地點 Venue：
L7 藍墻 Blue Wall
協辦 Co-presenter：
香港素描學會 Hong Kong Drawing Association
聯絡 Enquiries： thriving_artstudio@yahoo.com.hk

CERAMIC WORKS BY WINUS LEE
日期 Dates：
15 – 30 / 9 / 2018（星期六及日 Sat & Sun）
時間 Time：
13:30 – 18:00
地點 Venue：
L5-23
查詢 Enquiries： 9453 1626（Rachel Cheung）；
unit.gallery@yahoo.com.hk

L5-01 Clayground

INTRODUCTION TO GLASS JEWELRY
粉沫及水晶玻璃鑄造工作坊

PÂTE DE VERRE AND CRYSTAL GLASS CASTING WORKSHOP

玻璃、琺瑯、金屬鍛打工作坊

PLAY WITH CERAMICS —「碟與匙」工作坊

GLASS AND METAL WORKSHOP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費用 Fee：

火工銀河入門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FRAMEWORK GALAXY

門票於各城巿售票網售票處、網上、流動購票應用程式
My URBTIX（Android / iPhone / iPad 版本）及電話購票熱線發售
Tickets can be purchased at all URBTIX outlets, online, and via mobile ticketing app
My URBTIX (Android / iPhone / iPad version), and the telephone booking hotline

ADVANCED CLASS OF FRAMEWORK GALAXY

購票詳情，請向主辦單位查詢
For ticketing, please contact the pres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INTRODUCTION TO GLASS ART

火工銀河進階
玻璃藝術入門

BASIC GLASSBLOWING

每次購買正價門票 3 至 4 張可獲 9 折優惠； 5 張或以上可獲 8 折
10% discount for each purchase of 3 to 4 standard tickets; 20% discount for 5 standard tickets or more

L5-03 石門畫室 Touch Stone Workshop

《山水之間》李綺薇陶瓷作品展
“THE POETIC MOOD BETWEEN MOUNTAINS AND RIVERS”

存情玻璃飾物入門

玻璃吹製基礎班
1

星期一至日 Mon to Sun
10:00 – 22:00（早午晚均可 Morning,
afternoon and night sessions available）
請瀏覽網頁參閱詳情
費用 Fee：
Please visit website for details
地點 Venue：
L0-04
查詢 Enquiries： 2728 4224；info@studioglass.hk
網址 Website： www.studioglass.hk

地點 Venue：
L5-01
查詢 Enquiries： WhatsApp 9024 9763（Miss Ho）；
clayground@ymail.com

歡迎私人及團體預約 Private and group bookings welcome

L5-05 鄧氏工作室 Tang's Studio

L8-04B Studio 3+

再添一點 ONE MORE TAKE...

IN CELEBRATION OF MR. CHAN PING TIM'S TEACHING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10 / 9 > 18:00 – 20:00
11 / 9 > 10:00 – 20:00
12 / 9 > 10:00 – 19:00
地點 Venue：
L1 藝廊 Gallery
查詢 Enquiries： 2234 6096
（黃小姐 Ms. Wong）
網址 Website： www.hksea.org.hk

開

幕 OPENING

10 / 9 / 2018 一Mon
18:00

L6-24 Artisens Studio & Gallery

EXHIBITION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地點 Venue：

24 – 30 / 9 / 2018
10:00 – 22:00
中央庭園 Central Courtyard

《原途初心──威尼斯啟迪之旅》雙人展
“REBOUND — INSPIRED BY VENICE”DUO EXHIBITION

開

幕

O P E N I N G

22 / 9 / 2018

六
Sat

12:00

逢星期二或四 Every Tue or Thurs
19:30 – 21:30
$900 1

1

包括物料及燒窯費用 Materials and kiln ﬁring costs included
* 請瀏覽本工作室在中心網站內之專頁，查閱更多資料
Please refer to our page on the Centre's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網址 Website：www.jccac.org.hk

L5-11 林皮工作室 Lam Pei Studio 「物思故事廳」

L6-22 Studio de Dimension de Tofu

≪筆紙涼茶≫草本造紙班

針孔及數碼攝影工作坊系列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s：

《索──英華聯校威尼斯藝術遊學團》師生展
“ESPLORARE — YING WA JOINT-SCHOOL ART TOUR TO VENICE”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22 / 9 / 2018 > 13:00 – 20:00
23 / 9 / 2018 > 10:00 – 20:00
地點 Venue：
中央庭園 Central Courtyard
查詢 Enquiries： 9277 0464（葉建新）；
yipsun0125@gmail.com
網址 Website： www.facebook.com/4plus1equalto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費用 Fee：

招生──你也可創作
ART COURSE ADMISSION — YOU CAN CREATE TOO

《筆墨風流》書畫展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地點 Venues：

2 – 9 / 9 / 2018
11:00 – 20:00
L1 & L0 藝廊 Galleries；
中央庭園
Central Courtyard
查詢 Enquiries： 5199 9700（Yanki）；
inkidentity@gmail.com

1 – 30 / 9 / 2018
星期四 Thurs > 15:30 – 17:00
星期日 Sun > 18:30 – 20:00
（90 分鐘 mins / 堂 lesson；可自訂上課時段
Tailor-made lesson hours can be arranged）
$800 1
費用 Fee：
地點 Venue：
L5-05
查詢 Enquiries： gymtang@gmail.com
網址 Website： www.tangyingmui.com

《自說自話》繪畫展
開

幕 OPE NING

2 / 9 / 2018 日Sun
15:00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21 / 9 / 2018 > 17:00 – 19:00
22 / 9 / 2018 > 10:00 – 19:00
23 / 9 / 2018 > 10:00 – 17:00
地點 Venue：
L1 藝廊 Gallery
查詢 Enquiries： 6237 6093（袁小姐）；6025 3436（楊小姐）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費用 Fee：
地點 Venue：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地點 Venue：

24 / 9 – 1 / 10 / 2018
10:00 – 22:00
L2 平台 Terrace

查詢 Enquiries： 6896 9289（陸小姐 Ms. Luk）；
artisenshk@gmail.com
網址 Website： www.facebook.com/shanlukart

開

幕

O P E N I N G

24 / 9 / 2018 一Mon 18:00

OTHER
EXHIBITIONS &
FREE
ACTIVITIES

其他展覽及免費活動

L2- 02 BY Y.B. Expostore

L6-24 Artisens Studio & Gallery

《緬 X 羊》
羊毛氈個人展
“MYANMAR X WOOL FELTING”

L7-16 侯紹政繪畫工作室 Hau Siu Ching Art Studio

L8-04a 格詠藍調 The Fighting Blues

全因素──
專業素描藝術基礎教學

微電影 • 創作（初階）──
學習如何創造電影語言 2018 夏

SHORT FILM PRODUCTION (ELEMENTARY) 2018 SUMMER

日期及時間 Dates & Times：
星期一、二、四 Mon, Tue & Thurs >
下午及晚上 Afternoon and evening
星期三 Wed > 下午 Afternoon

日期 Dates：
15 – 28 / 9 / 2018
時間 Time：
展覽 Exhibition > 11:00 – 18:00
示範 Demonstrations（15, 16, 22 / 9）>
15:00 – 15:45

藝術家 Artist： Alice
面書專頁及 Instagram 帳號
Facebook Page & Instagram Account：
Feltyheartbyalice
電郵 Email：
feltyheartbyalice@gmail.com
電話 Phone： 9679 5102

繳費方法 Payment Methods：銀行轉帳或自動櫃員機付款 Bank transfer or ATM

（青少年及成人個別或小組教學指導）

EXHIBITION

地點 Venue：
L2-02
查詢 Enquiries： 2779 3188；
expo@byyb.com.hk
網址 Website： expo.byyb.com.hk

22, 30 / 9 / 2018
14:00 – 16:00（2 小時 hrs）
$320（每位 Each person）
L5-11

報名方法 Application Method：
請把姓名、電話、工作坊日期等資料電郵到 mustseehk@gmail.com，
三個工作日內會以電郵確認 Interested parties please email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participant name(s), phone number(s) and preferred workshop date(s) to
mustseehk@gmail.com. The application status would be conﬁrmed by email within
three working days.
包括材料費 Materials fee included
* 9 月課程巳開班 September classes have commenced

4 對 + 1 對 = ? 4 PLUS 1 IS EQUAL TO?

28 / 10 / 2018（星期日 Sun）
15:00 – 16:30
$300 1

拉坯工作坊 THROWING WORKSHOP

（另設拉坯體驗班 *）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s：

1

翀爺、陳總、潔明妹、新婆婆 + 阿哲

FEE-CHARGING
ACTIVITIES

INTRODUCTION TO GLASS BEAD MAKING

本節目受惠於「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賽馬會黑盒劇場資助計劃」
This programme is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ommunity Project Grant: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Subsidy Scheme

本節目受惠於「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賽馬會黑盒劇場資助計劃」
This programme is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ommunity Project Grant: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Subsidy Scheme

日期 Dates：
15 / 9 – 7 / 12 / 2018
時間 Time：
13:00 – 19:00
地點 Venue：
L5-09
查詢 Enquiries： 9260 7203（岑小姐 Miss Shum）；
9098 7921（馮小姐 Miss Fung）；
studio.fontaine@yahoo.com
網址 Website： www.violetshum.com

收費活動

購票詳情，請向劇場空間查詢
For ticketing, please contact the presen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1

《集藝》展覽 “MEET ARTS” EXHIBITION

15 – 16 / 9 / 2018
13:00 – 18:30
L5-05 鄧氏工作室 Tang's Studio

門票現正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售票處及 art-mate 網站發售
Tickets are available at 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Box Office and art-mate
Art-mate 網站 Website：www.art-mate.net

創藝傳音話劇團 Art Mission

藝廊及中央庭園展覽

4 – 28 / 9 / 2018
10:00 – 22:00
L5-05 側畫廊 Side Gallery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Supported by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票價 Ticket Prices： $220；$198 1
地點 Venue：
賽馬會黑盒劇場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查詢 Enquiries： 5598 8417；radixtix@gmail.com（票務 Ticketing 馬先生）
5598 8457；radix@radixtroupe.org（節目 Programme 袁小姐）
網址 Website： www.radixtroupe.org

EXHIBITIONS
@ GALLERIES
AND CENTRAL
COURTYARD

日期 Dates：
時間 Time：
地點 Venue：

節目受惠於「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賽馬會黑盒劇場資助計劃」
This programme is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ommunity Project Grant: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Subsidy Scheme

小島芸香 THE ISLE

L5-09 Studio Fontaine

AN EXHIBITION OF THE WORK
OF TANG YING CHI AND
TANG YING MUI, GRACE

日期 Dates：
即日至 From now to 12 / 2018
時間 Times：
10:00 – 18:00（星期一至五 Mon to Fri）
10:00 – 13:00（星期六 Sat）
L3-05D
地點 Venue：
查詢 Enquiries： 2234 6096（陳家燕 / 張曉婷）；
info@hksea.org.hk
網址 Website： www.hksea.org.hk

HKRRFM 免費市集
HONG KONG REALLY REALLY FREE MARKET

L5-05 鄧氏工作室 Tang's Studio

《藝術一瞥》
鄧凝姿及鄧凝梅作品展
A GLIMPSE OF ART —

HONG KONG SOCIETY FOR
EDUCATION IN ART,
2018 ISSUE 1,
AVAILABLE FOR FREE

L2 平台 Terrace

工作室導賞 OPEN STUDIO GUIDED TOURS*

查詢 Enquiries： info@jccac.org.hk
報名 Application： www.jccac.org.hk

JOCKEY CLUB
BLACK BOX
THEATRE
PROGRAMMES

JCCAC x HITA

L4-12 月球表面 The Moon Surface

威尼斯千花玻璃熱熔體驗

VENETIAN MURRINI GLASS FUSING EXPERIENCE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費用 Fee：
地點 Venue：
查詢 Enquiries：

25 / 9 / 2018
19:30 – 21:00
$320
L6-24
6896 9289（陸小姐 Ms. Luk）；
artisenshk@gmail.com
網址 Website： www.facebook.com/artisens.studio

日期 Dates：

Starting from 8 / 10 / 2018 起（逢星期一 Every Mon）
（共 10 節課，另加外景拍攝指導。課堂日子會因應
進度調整
10 lessons in total accompanied by additional
instruction in outdoor shooting. Lesson dates
will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progress）
19:30 – 22:00 1
時間 Time：
費用 Fees：
$2,000（正價 Regular price）
$1,800（全日制學生優惠價 Full-time student price）2, 3
地點 Venue：
L8-01A
查詢 Enquiries： 6434 0414（楊先生 Mr. Yeung）；
ckeugene@gmail.com
網址 Website： www.jccac.org.hk/?a=doc&id=837

特別班 Special Classes
星期三 Wed > 19:00 – 21:00
星期五 Fri > 17:30 – 19:30
星期六 Sat > 15:45 – 17:45；19:00 – 21:00
星期日 Sun > 14:00 – 16:00（少年初級班 Elementary Class for Junior）
> 16:30 – 18:30
地點 Venue：
費用 Fees：

L7-16
$600 / 4 堂 lessons
$150 / 堂 lesson
（2 小時 hrs / 堂 lesson）
查詢 Enquiries： 9622 9388；thriving_artstudio@yahoo.com.hk
網址 Website： www.jccac.org.hk/?a=doc&id=4694
1
2
3

8 人以上團體可自訂時間組班 Class schedule can be tailored for groups of more than 8 persons
2 人或以上 9 折 10% discount for groups of 2 or more persons
6 月 28 日或之前報名減 $100 $100 oﬀ for applications on or before 27 / 9

PINHOLE AND DIGITAL PHOTOGRAPHY
WORKSHOP SERIES
詳情請瀏覽
Details：

查詢 Enquiries： tofu.studio62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