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稿

青年广场全力策划 「玩转小区 敢创．艺术营」
陪同学生用五感探索小区 引发创意联系生活

香港，2019 年 4 月 24 日 – 放大你的感官走进小区，能够寻找到甚么有趣的小区印象？由香港艺
术发展局主办，青年广场全力策划的「玩转小区 敢创．艺术营」，于 4 月 23 日至 4 月 27 日期
间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同带领校园艺术大使进行深度的小区探索之旅。五感艺术家陪同学生
们用不同的感官，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探索小区，寻找小区的颜色、气味、
脉搏与故事，让他们以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表达个人的想法。
打开全面感官 走入小区 进入艺术世界
是次「玩转小区 敢创．艺术营」以「艺术创作 x 探索小区」作主题，并邀请到禅绕认证教师
「猫宜创作室」、敲击乐表演单位「敲击襄」、制香所「摙香楼」、永续设计单位「KaCaMa
Design Lab」与哑剧及形体剧场导演孙国富 (Danny Suen) 担任导师，带领学生利用五感探索小区，
学习以多元的艺术创作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来自全港不同小学及特殊学校的校园艺术大使将参
与不同形式的艺术工作坊及体验活动，亲身走进街头巷尾，探索艺术与小区的关系。而每位校园
艺术大使更要活学活用，在艺术营期间创作出一件自己的艺术作品，表达他们对小区的印象与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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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广场亦将策划沉浸式的小区故事艺术体验展，于 5 月 6 至 18 日期间展出校园艺术大使的作
品。校园艺术大使更会向小区居民发送邀请卡，邀请小区人士一起参观展览，让到场观展的居民
除了欣赏学生的艺术作品外，也能了解小区的文化故事，以不同的角度重新细味小区。
青年广场是次以「NACP 创新力培育课程框架」为设计整个艺术营的内容设计基础，与五感艺术
家定制不同形式的艺术工作坊，针对培养学生观察 (Notice)、分析 (Analysis)、创造 (Create) 及行
动 (Practice) 四方面的能力。希望透过活动，有效唤醒学生的感官，从而加强认识个人、社会及
艺术之间的联系，再在五感艺术家的引导下，透过创新的艺术创作表达自我。
除了五感艺术家外，「玩转小区 敢创．艺术营」亦招募了多名对艺术教育或创意教育有兴趣的
青年朋友担任活动助教，通过培训及带领活动的机会，藉此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他们的艺术和领
导才华的平台。
「玩转小区 敢创．艺术营」（小学及特殊学校组）
日期：4 月 23 至 4 月 27 日（星期二至六）
时间：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地点：青年广场及柴湾小区
「玩转小区 敢创．艺术营」作品展览
日期：2019 年 5 月 6 日至 18 日
时间︰上午 9 时至下午 10 时
地点：青年广场 1 楼 Y 展览平台
费用：免费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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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片下载：https://bit.ly/2KTgdHY）
「玩转小区
视觉实验室–猫宜创作室

敢创．艺术营」艺术工作坊与五感艺术家

关洁怡

工作坊内容：
探索小区看到的形状及色彩，并寻找自己最感兴
趣的小区物事，共同创作「画出小区」作品。
艺术家介绍：
关洁怡 (Kityicat) 现为禅绕认证教师、JPHAA 和谐
粉彩正指导师、心灵拼贴指导员、本地插画师、
设计师、绘本师及原创品牌负责人。她曾于多媒
体设计及出版工作多年，擅长多元化的创作风
格。一直以来希望透过图文创作传达正面讯息，
现时双线发展插画创作及艺术教学，让更多人可
以走近艺术。

听觉实验室–敲击襄

陈彤

工作坊内容：
用不同的方式聆听小区里的声音，听到历史、烦
恼、希望，跟随导师利用捡获的塑料瓶制作自己
的敲击乐器，完成一场即兴的小区音乐演出。
艺术家介绍：
「敲击襄」致力于敲击乐之现代音乐发展，长期
推动击乐文化节目，策划多元化及具艺术视野之
项目，更不断为当代乐手带来新冲击，并以创新
的方式培育青年音乐人才。近年，更向下扎根至
中小学，表演题材贴近生活，启发年轻的观众洞
察艺术脉搏，共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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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实验室–摙香楼

郑志坚

工作坊内容：
聆听小区人的故事和体会环境中的气味，学习气
味艺术，创造出有独特记忆的「香」，共同建设
一所由温度的「集香铺」。
艺术家介绍：
「摙香楼」是一个利用双手来体验搓、揉、摙香
和呷茶的地方。我们希望「摙香楼」能进一步走
入小区，以香味连系小区，鼓励参加者透过一双
手来感受自然和抒发自我，摙出属于自己的香味
产品，让无形化为有形，享受个中乐趣。

味觉实验室–KaCaMa Design Lab
陈少华 李朗贤

工作坊内容：
访问小区人士的美食味道和故事，在酸甜苦辣中
创造属于小区的独特美食地图。
艺术家介绍：
KaCaMa Design Lab 专长于永续设计，寻求一种仔
细考虑过小区与环境因素的设计方案。工作范畴
包括产品设计及开发、品牌包装、活动策划等多
元化项目。近年亦积极参与更多小区合作及改善
公共空间的计划，希望透过设计可以带动小区互
动及环境保护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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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实验室–孙国富

工作坊内容：
探索小区中的建筑、对象、动物、植物的纹理和
触感，并记录接触的感受，通过哑剧课程的学
习，以戏剧表现小区触感。
艺术家介绍：
孙国富 (Danny Suen) 是哑剧及形体剧场导演、表
演者及工作坊导师，亦是香港艺穗哑剧实验室艺
术总监，广州肢觉剧场召集人。戏剧信念是期望
通过各类的形体剧场及有关身体与生命的活动，
探索人与当下的各种问题。

－

完

－

主办：
香港艺术发展局
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于 1995 年成立，是政府指定全方位发展香港艺术的法定机构。艺发
局的角色包括资助、政策及策划、倡议、推广及发展、策划活动等。
艺发局的使命为策划、推广及支持包括文学、表演、视觉艺术、电影及媒体艺术之发展，促进和
改善艺术的参与和教育、鼓励艺术评论、提升艺术行政之水平及加强政策研究工作，务求藉艺术
发展提高社会的生活质素。
校园艺术大使计划
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举办的「校园艺术大使计划」，今年已经踏入第十一年，累积委任了超过
11,000 位来自中、小学及特殊学校学生为校园艺术大使，让他们展现艺术才华及潜能之余，更鼓
励他们与人分享艺术的乐趣，实践「活出艺术‧积极分享」的精神。
本届有超过 600 间中、小学及特殊学校参与，提名接近 1,200 位学生成为艺术大使。藉一系列多
元及精采的活动，包括：「校园艺术大使大派对」、「敢创．艺术营」、「深化艺术课程」、
「夏日约会」、观赏艺术节目及义工服务等，以扩阔视野及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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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伙伴：
新世界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新世界设施管理有限公司为新世界集团成员（香港股份代号：00017），属旗下全资附属的非牟
利公司，以培育及发展青年潜能为任务，支持青年贡献社会，矢志将青年广场发展为鼓励全港青
年交流知识及经验、培养领袖才能及有利青年探索潜能的平台。
青年广场
青年广场于 2010 年正式启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的青年发展项目。致力凝聚青年
人的力量，结集全港的青年发展活动，让青年人拥有理想的场地以发展潜能，一展所长。青年广
场的设施包括设有 643 个座位的 Y 综艺馆、Y 剧场、多用途场地及设有 148 间客房的 Y 旅舍等。
自启用以来，已主办了近 180 个围绕三大主题 －「音乐与舞蹈」、「文化与艺术」及「小区参与」
的主题活动，并与其他团体协办了超越 9,700 个青年活动，服务超过 180 万人次；而 Y 旅舍亦接待
了来自约 80 个国家或地区，超过 26 万人次的青年人到香港交流。位于柴湾的青年广场由新世界
设施管理有限公司以非牟利模式负责营运及管理。
6G 是青年广场的重要指导原则，包括悉心培训、培育成长、发挥所长、环保绿化、环球视野及回
馈社会。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青年广场的资料，欢迎浏览 www.youthsquare.hk。
传媒查询：
青年广场 – 对外事务
电话：(852) 3721 8801
电邮：externalaffairs@youthsquar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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