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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西九）已公布 3個設計藍
圖，諮詢期將於下月 20 日結束，屆時耗資 216 億的西九
面貌將有結果。方案未定，藝術界人士已就藝術發展方向
率先分裂：一邊廂的本土藝術團體則高呼目前發展已是困
難重重；另一邊廂則稱讚西九牽動未來藝術發展，使年輕
藝術家機會大增。

　　為推廣藝術發展，政府着手於藝術教育，惟港人對藝
術的認知和興趣非一蹴而就。現時藝術發展面臨活化工
廈、資金短缺等問題，未來西九會向好發展嗎？本土藝術
又將何去何從？

記者 陳曉欣 黃昱 朱嘉儀 編輯 李萌 何穎琪 黃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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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位於石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位於▲▲▲▲位於▲位於位於土土土瓜土瓜灣瓜灣的牛棚牛棚藝術藝術村術村村村▲位▲位▲位於▲位於▲位於▲位於位▲▲ 土瓜灣土瓜灣灣土土土土 的牛棚的牛棚的 藝術村藝術村術村村藝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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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培訓增
李李李李李志李志李志李志李志志李李 輝說輝說輝輝輝 ，創創建西建西九令九令不少不少不少少藝術藝術術術術術組織組織組織織組織織組組組組組織更更更更更重視重視重視重視視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育育育育及藝及藝及及藝及藝及藝及藝及藝及藝及藝藝藝藝藝藝藝藝藝及藝藝藝及藝及藝藝藝藝藝藝

術人術人人術人人才培才培才培才培培培才才 訓訓，訓，訓訓訓，為提為提為提提為提提提高全高全高全高高 港市港市港市市市民的民的民民的民的民民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 欣賞欣賞欣欣 能力能力能力力能力力創創造創造創造創造創造了一了一了一了一一個好個好個好個好個好好好好好個好好好好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會。會。會會會會

推行推行推行行行行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教育教教育教育教育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培訓培訓培訓培訓培訓培訓訓訓培訓培 工作工工作工作工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作工作工作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之之一一之之 的政的政的政的政政的政政政的的政政的 府機府機府機府機府機府府府府 構藝構藝構藝構藝藝藝發局發局局，其，其，其發言發言言言言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指出指 ，當，當局已局已局已局已局已局已局已局 推出推出推出推推推 多個多多個專業專業培訓培訓訓項目項目項目目目目目目目培養培養培養培養培養養養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術人才人才人 ，包，包括括去年去年
開設開設開設開設開設開設開開 的藝的藝的藝的藝的藝藝的藝藝藝藝藝術行術行術行行行行術行術行術行術行術行術行術行行行政政及政及政及政及政及及及及及管理管理管管 課程。

以往以往往往往以往以往以往以往以往以往往以往往只有只有有有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只只有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中文文中文文中文文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大大學大學大大大大大大學大大 有辦有辦有辦有辦辦有辦有辦有辦辦藝術藝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藝術系，系 很多多熱愛熱愛愛藝術藝藝術的人的人人只能只能只能只能只能只能能能選選選選選
擇設擇設擇設擇設擇設擇設擇擇設設計系計計系計系，或，或出國國國深造深造深造深造深造造造深造深造深造深造深深造造，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機會機會機會機機機 在香在香在香在香在 港修港修讀藝藝術的術的術的的的人少人少人少人少少之又之又又少。少。少。
縱縱橫港、港 法藝法藝壇廿壇廿年的年的藝術藝術藝術家梁家梁家梁梁梁耀華耀華耀華耀華耀華華指出指出指出，現，現在熱在熱在熱在在在 愛藝愛藝愛藝愛藝術術的術的人人人
能夠能夠得到得到更更多發展發展發展展和學和學和學學學學和 習機習機習機習習習 會會會會，除，除，除除除了中了中文大文大學外學外學 ，城，城，城城城城城市大市大市大市大市大市大市大市大市市市 學及學及
浸會浸會大學大大學等都等都都開辦開辦辦辦辦辦了藝了了藝了藝了了了了了 術課術課課程；程；程 教學教學範圍範圍涉及及涉及涉及設計設計設計計計計藝藝藝術藝術、藝、藝藝藝藝藝藝術術術術術術術術
管理理管理管 等多等多個個領領領域。域。域

教育範圍獨欠本土藝術
香港香港港香港港的藝的藝的藝的藝的藝術教術教教術教術教育着育着育着重介重介介介介介介介紹紹及紹及紹紹及紹及紹及紹紹 欣賞欣賞欣賞欣賞賞外國外外國外國知名知名名名名知名名名藝術藝術藝術藝藝藝藝藝術品，品品 而少而少而少少而少少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及中及中中中中國或國或國或或或或或或本土本土本土本土本土本土藝術藝藝術術術作作品作品作作作 。藝。藝藝藝藝藝藝藝藝術家術家術家術 梁耀梁耀華認華華認為，為，市民市民市 對藝藝對藝藝術的術術的的認認
知某知某某某程度程度程度度度度決定決定決決決決 在他在他在 們所們所們所所接觸接觸接 的藝的藝的藝的藝的的藝的 術品術品術術 ，惟惟香香港香港港人多人多人多缺乏缺乏缺乏對本對本對對本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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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團體團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體 RoRounundtdtababblelelelll  C C Comomomo mum ninityty 總經總經總經總經理李理李理李理李理 志輝志輝志輝志

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藝藝藝 品的品的品的品的認知認知認知認 。「這也造也造也造也造也造也造造造造也造成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成成成成 本土本土本土本土本土本土本土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術藝 的發的發的的的的的的 展困展困境，境境 本地本本 藝術藝
家揾家揾家揾揾揾揾家揾揾揾揾揾食難食難食難食難食難食難食難食難食難食難難難食難食 ，是，是一個一個惡性性性性性性惡 循循環循環循循環循 。」。」」」」。」梁耀梁耀梁耀梁耀梁梁梁 華表華表華表華表表華表華表華表示，示示示示 保留保留保留保保留保留保 自己自己自己自己己的藝的藝的藝的藝藝藝藝術術術術術術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化文化文化文化化特色特特色特色特特色特特色對香對香對對香對香對香香香對 港很港很港很港很港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重 ，「「， 希望希望望香港港港港香港的各的各各的各的各的 種種展種展種展種展種展種展展種展展覽活覽活覽活覽活活活動能動能動能動能動動能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添加添 本本本本本
土及土及及土及土土及土 中國中國國國國中國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藝術藝藝藝術藝藝 作品作品作品品作品作品作作品作 ，以，以，以，以加加加強加加強加加 市民市民市民對本對本對本土藝土藝土藝土藝藝藝土藝術文術文術文術文文文文術術文化的化的化的化的化的化的化的化化化化化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認識識識，本，本，本本土土土土
藝術藝術藝術家亦家亦可通可通通通可通過參過參過過過參過參過過過過參過參過過 加這加這加這加這這加這些展些展些展些展些些展些展些 覽互覽互覽互覽互覽覽 相交相交相相交相交相交相交相交流和流和流流流流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習習習。」。」。」。」」」」」」」」

梁耀梁耀耀華期華期華期華華期待，待，待，待 西九西九西西 落成成落成後可後可後後後 以解以解決場決場場地不地不足足的足的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 ，「「，「希希希希希希
望能望能能夠給夠給給給給給給給給給給給本港港本港本本港本港本港的藝的藝藝的藝的藝的的藝的的藝術家術家術家家術家家家術 更多多更更多更多更 資源資源，新新增的增 展覽覽覽覽覽覽覽覽覽廳應廳應廳應廳廳廳廳廳廳廳廳廳廳 該多該多多多多多該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給本給本給本給本給本給本給本給本給本本本給本給本給本給本本本給本本給 地地地地地
藝術藝術家機家機機機機機機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畢竟畢竟畢竟畢竟畢竟畢竟畢 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場地場場 （對（對（對對（對對藝術藝術藝術藝藝術藝術藝術藝術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團體體體體團 ）是）是是是是是是個重個重個重個重個重個重個重個重個重個重重重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的要要的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元素元素元素元元 。」。」他他
亦建亦建亦建建建建亦建亦建建建建建建議議議管議管議管議管議管議管管議議 理局理局理局理局考慮考慮考慮考慮慮考慮開設開設開設開設開設設設設開設開開 一些一些些一些一些一些專門專門專門門專門專門專門專門的展的展的展展的展的展的展的展的展展展的展覽廳覽廳覽廳覽廳覽廳覽廳覽廳覽廳覽廳廳覽廳覽廳覽廳 協協，協，協助本助 地藝術家術家辦辦
個人個個個個人個個人個 展覽展覽展覽。

學生：無興趣學習必修藝術科
年輕年年輕輕人是人是人是人是人 未來未來未來未未 西九西九西九西西 的主的 要使要使用者用者者用者者者者者者和消和消和消和消和消和和消和消和消和消和和和消和消和消和和 費群費群費群費群費群群費群費群群費群費群費群群，他，他，他，，他他他們對們對們 藝術術藝術的的的

鑑賞鑑賞鑑賞鑑賞鑑賞賞鑑賞鑑 和認和認和認認認認和認知教知教知教知知 育更育更育更更育更育更為為重為重為重要。要。要要 就讀就讀就讀就讀就就讀就讀莫壽莫壽莫壽莫壽莫壽莫壽增增中增中增中學的學的學的賀子賀子賀子子子子賀子賀子子賀子子子子賀 揚同揚同揚同揚同揚同揚同揚同揚揚同揚同揚揚 指學指學指學指學學指學學 出，出，出出出出出
對於對對對於於對對對 現時現時現時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四學四學四學四四 制下制制下下下下下，必，必，必，必，必必修科修科修科修科修科修科科修科修科科目目目音目音目音目音目音目目 樂及樂及視覺視覺藝術藝術藝術 (A(AAA( ESESESS))) 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不大
感興感興感興趣，趣，趣趣趣，趣 亦不亦不亦不亦不亦亦不亦不亦不亦不亦不亦不不不不不清楚清楚清楚清清楚清清 該科該科該科該科該科科科科科目教目教目教目教目教目教目教教授授的授的內容內容及其及其目的。「「該項該項該項項科目科目科目科目科目目科目科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我毫我毫我毫無意無意無意意意無意意意意義，義，義，義 因為因為因為為為為為因為因為因為為為我我我我我我欠我欠我 缺藝缺藝術細術細術細胞胞，感覺感覺感 教了像沒教一教教教 樣。樣。樣 」
他認他認為學為學校不校不應該應該該該把視把視覺藝覺藝術列術列術列術術術 為必為必必修科修科修科目，目，目 「因「因「因為不為不不是所是所是所有有有
人都人都喜歡喜歡藝藝術術。」。」」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學生▲學生生圍觀圍觀圍觀圍圍觀方觀方圍觀方案的設案的設的設設計模型計模型型，表現，，表現，表現表現表現表 好奇。好奇。好奇。奇。奇▲▲學生▲學生▲學▲學▲學生▲學 圍觀方圍觀方圍觀方圍觀圍觀圍觀圍 案的案的設的設的設的的設案的 計模型計模型模型計模型，表現，表現，表現表 好奇。好奇。奇。。

▲李志輝指出香港需要▲李志輝指出香港需要藝術行
政管理人才。 備自己本月的個人展覽▲梁耀華正在忙於準備自己本月的個人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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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 進軍進軍進軍軍進軍進軍進軍商商商商場商場商商 手作手作手作作作作展現展現展現展現現展現展現現本土本土土本土本 文化文化文文文化文化文化化 吸吸吸吸吸吸 吸引外引外引外引引外引外引外引外引外國旅國旅國旅國旅國旅國旅國旅國旅國旅客客客客
早年早年早 手作手作手作市集市集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多多 個別個別個別個別個別別單靠單靠單靠靠單靠單靠單靠單 不同不 單位單位獨立獨立獨立獨立獨立立獨立獨立舉辦舉辦舉辦舉辦舉辦辦辦辦辦辦辦舉辦辦舉辦辦，近，近，近，近，近，近年則年則年則則年則年則年則年則年則則則由由由由由

手作手作手手作手作手作作人組人人組組織籌織籌辦，辦，數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更愈更愈更愈更愈更愈愈來愈來愈來愈愈愈多多。多。多多多 創意創意創 市集市集透過透過 Faaaceceecebobobobooookokooooo 、
論壇論壇等，等，使「使「手手作手作手作手作作作」二」二二」二」二」二字更字更字更字更字字 逐漸逐漸漸逐漸逐漸漸為為人為人為為為 所熟所熟悉；悉；市民市民民民民開始開始開始始始始留意留意留意留意留意留留 手手手
作藝作藝作藝藝術，術，術術 有商有商有商商商商商商場場場為場為場為場為場為場 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引人流人流人 ，更更與手與手手作團作團作團作 體舉體舉體舉體 辦大辦大辦大大型創型創型創型型創意市意市意市市意 集，集，集，集集集
一眾一眾一眾手作手作作手作愛愛好愛好愛好愛好愛好愛好愛好愛愛好愛好者者者得者得者得者者得者 以由以由工廠工廠廠大廈大廈大廈大廈進駐進駐進駐大型大型大型商場商場商場，市，市市集規集規集規集規集規集集 模漸模漸模漸模漸
大。大大。大。大大。大。以前以前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前以前以前前多是多是多是多多多是多是是多 一個一個個人「人人人人 自作自自作自作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業 ，創，創意市意市意市市意市意市市意市市集集的集的集的集的集的集的的的集的興起興起興起興起興興起興興興興 給予給予給予給 一眾一眾一眾一眾眾手手手
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人作人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人人作作作 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多多多交流交流交流交流交交流交流交交流交交 的空的空的空的的空的空的空間間，間，間間間間間 互相互相互相切磋切磋切磋磋觀摩觀摩觀摩觀摩摩觀摩，令，令，令，令令令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品更多更多更多多更多更多多多多元化元化元化元化元元元元 ，不，不，不，不，不少少少少
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作人形人形人形人人形人形人形容今容今容今今今容今年是年是年是年是年年是年是是年 「豐「豐豐「豐「豐豐「豐豐豐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 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的一一一的一一一的的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原本本本原本從事從從從事設計設計設計設 行業行業的的 HK ID D D Gaallerery 負責負責人樹樹人 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 現與現與與與與與與山頂山頂山頂山頂山頂山頂山頂山頂山頂山頂頂山頂山頂頂山頂頂頂頂山頂山頂山
廣場廣場場合作合作合作作舉辦舉辦一月一月一次一次的「的的「「WeWeWe DDo @ @ ThThe e PePeak」創」創意市意市市市市市市集。集集集集集集 另另另
在尖在尖尖尖沙咀沙咀沙咀沙咀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和山山山頂廣頂廣頂 場各場各場各各各各有有一有一有一間手間手作店作店店，專，專賣本本土手土手作作作。。她認她她她認她認為為
手作手作手作作作作作可表可表可表可表可表可表可表可表現本現本現本現現本現本現本本土文土文土文土文土土土 化，化，促進促進旅遊旅旅遊遊業，業，業 「以「以我在我在我在山頂山頂廣場廣場廣場廣場場廣 的的分的分分店店
為例為例為 ，那，那，那邊的邊的邊的邊的邊的邊的的的外國外外外外國外國外國外國外外 遊客遊客遊客遊客遊 比較比較多，多，多，多多多 他們他他們都會會都會覺得覺得覺得好好有好有有趣，趣，趣，趣，趣趣，原來原來原來來香香香香
港都港都有如如如此有此有趣趣的趣的的趣的的的商店商店商店商商店商店。」。」。」」」

但樹但樹但樹樹樹但樹但樹樹不樹不樹不樹不樹不樹不樹不不樹不不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諱言言諱言諱言諱諱言諱言言言言現現現現時現時現時現時現現現時現時現現現現 部分部分手作手作產品產 多滲多滲多滲滲滲入日入日入日日入日本本風本風本風本本風本 ，原，原創性創性欠
奉，奉，奉，奉奉奉奉奉 「例「例例「例例如有如有有如有有有有有手作手作手作手作作手作手作作作人用人用人用人用人用人用用人用用用人人 香港香港香港香香香香 中學中學學的校的校的校裙，裙裙裙裙裙裙 搭上上上上搭上錯配錯配錯配錯配錯配錯錯 的面的面的面的面的 孔製成成
書，書，書書 這類這類這類這 的手的手的手的手手的手的手手手手手手作製作製作製作製作作 品的品的品的的的確確順確順順應潮應潮應潮潮應潮應潮應潮應潮應 流，流，流，流，但銷但銷情理情理想不想不不不不不等於等於等於於等於等於等等 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創原創原創創創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高。高。」

申申請申請資助資助資助程序程序序序繁複繁複複複複　手　手作人作人卻步卻步卻
藝術藝術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術發展發展發發 局負局負責雖責雖有向藝術術術術工工作工作工作工 者提者提者提提者提者提者者提供資供資供資供資供資助，助助助助，助，助助 樹樹樹樹樹樹卻大卻大卻大嘆嘆嘆

嘆其嘆其嘆其申請申請申請難獲難獲難獲難獲難獲獲難獲獲獲獲獲獲獲批核批核。手。手作人作人人組織組織組織「愛「愛「 ‧作作‧作作誌誌」誌」誌」」發起發起發起起起起發起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FlFlFlFlFFlororo aaaa 的的的的的的的
市集集集市集市集集集則開則開則開則開則 設在設在設在設在設在設在設在長沙長沙長沙長沙長沙長長沙長沙長沙灣的灣的灣的工廠工廠工廠工廠工廠工廠工工廠工工工工工 大廈大廈廈，單，單單單單位位內位內位位內位內內擺放擺放擺放放擺放擺放擺放擺放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10101001010 多個多個多個多多個攤檔檔攤檔攤攤檔，，
走廊走廊走廊走廊上亦上亦上亦有手有手有手有手有有手手有 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開「開「開「「開「「開「開「 班授班授班授班授班授班授授授授授徒」徒」徒」徒 。她。她。。。。。。 表示表示示示示表 當初當初當初初當初當初當初開始開始始始開始開始開始始開開 籌辦籌辦籌辦籌辦市集市集市集集市集市集市集時時時，時時，
找地找地地找地地地點有點有點有點有點有點有有一一一定一定一定一 困難困難，「「「「「「「「，「「我亦我亦我亦我亦亦我亦我亦我 想找想找想找想找想找想找找找想找想找想找想找想想找一些一些一一一一一一 較近較近地鐵地鐵站的的站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置，但，但但這這這
類地類地類地類 方租方租方租方方方方方方方租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 金金高金高昂，昂，昂，起步起起步起步步步階段階段階段階段階段階階段難以難以難難以投放投放投 太多太多太多資金資金，因因因此現此現時租時租時租時租時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
朋友友朋友朋 的畫畫的 室。室。」程」程」程程序方序方序方面亦面亦面亦亦相當相當當複雜複雜複雜，如，如如向不向不同的同的部門部部部部門部部部門部門申請申請申請牌牌牌牌牌
照、照、照、交詳交詳交詳交詳詳交詳交詳細計細計計細 劃書劃書劃書劃 等等。等。」」」」」

ံံံံံံཧཧཧཧཧཧ⊡⊡⊡⊡⊡⊡⊡⊡ᢁᢁᢁᢁᢁᢁፆፆፆፆፆᷛᷛᷛᷛᷛᷛᷛᷛᷛཕཕཕཕཕཕඩඩඩඩඩඩඩඩඩႸႸႸႸ࿀࿀࿀࿀࿀࿀࿀ᄗᄗᄗᄗᄗᣡᣡᣡᣡᣡᣡ⊡⊡⊡⊡⊡⊡⊡⊡⊡ᢁᢁᢁᢁᢁၻၻၻၻၻၻაააააააააᎪᎪᎪᎪᎪᎪᎪᎪᎪᚻᚻᚻᚻᚻᚻᚻᚻඩཀཀᠧᠧᠧᠧᠧႸႸႸႸႸႸႸᶭɰɰɰɰɰ࿀࿀࿀࿀࿀࿀ᄗᄗᄗᄗᄗᄗᄗᄗᄗᄗቫቫቫቫቫ
ᇷᇷᇷᇷᇷᇷ††††††††††྅྅྅྅྅ᰖᰖᰖᰖᰖᰖᅏᅏᅏᅏᅏᅏᅏ⋙⋙⋙⋙⋙⋙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ᔎඩඩඩඩᅻᅻᅻᅻᅻᅻួួួួួᝨᝨᝨᝨᝨᝨᝨሾሾሾሾሾሾሾሾᐮᐮᐮᐮᐮᐮᐮᐮᐮᐮᐮኡኡኡኡኡኡኡኡኡᆨႢႢႢႢႢ⋗⋗⋗⋗⋗⋗ጎጎጎጎጎጎጎඩඩඩඩඩᑶᑶᑶᑶᑶᑶᣡᣡᣡᣡᣡᣡᣡᣡᣡဦဦဦဦဦဦဦဦဦ᪘᪘᪘᪘᪘᪘᪘᪘᪘ᥑᥑሣሣሣဨဨဨဨဨပပပပပඩඩඩඩ
ភភភᜄᜄᜄᜄᜄᜄᜄᜄᜄᜄံံံཧཧཧ࿃࿃࿃࿃࿃ྤྤྤྤྤණණණ

▲▲▲▲▲▲▲▲▲▲▲▲ ŉįŌŉįŌŌŉįŌŌŉ įŊįįŊįįŊįŅįŨŅįŨŅ ŨŅ ŨŅŅįŨŅįŨŢŭŭŢŭŢŭŭŢŭŢŭŢŢ ŦųźŦųź சີҏசີҏசີҏπЙհπЙհΡޟհࠢȂࠢᆍࠢᆍᖅӻᖅӻӻȄӻȄӻŉ Ōŉ Ōŉ Ōŉ Ōŉŉ ŊŊŊŊŊ ŅŅŅ ŨŅ ŨŨŨŅŅŅŅ ŢŭŭŢŭŭŦŦųźųź சີҏசີҏச πЙհπЙհππ ΡޟհΡޟհࠢȂࠢȂࠢᆍࠢ ᖅӻȄᖅӻȄᖅӻᖅ

▲▲▲▲▲▲▲▲▲
ЙЙЙЙЙЙЙЙ៉ᖅፒ៉ᖅፒȂቷȂȂቷ׳ቷ׳ቷ׳׳׳ਢਢਢਢਢਢਢਢ

ŇŭŰŇŭŇŭŰŇŭŰŭŰŇŭ ųŢ ųŢߒ ųŢߒ ųŢߒ Ţߒ નۺનۺનۺનۺનۺҰȂөҰȂөөөҰȂөҰȂөҰȂөȂөөߒߒߒ ൟӴЙൟӴЙൟӴЙൟӴЙൟӴЙӴЙЙЙӴൟӴӴൟൟӴЙЙൟӴЙЙЙ៉ᖅፒ៉ᖅፒ៉ᖅፒȂቷ׳Ȃቷቷ׳ቷ׳ቷ׳ቷȂ ߝߝߝߝߝߝȄȄߝߝߝਢਢਢਢ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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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手難手難手難手手作人作人人人人作人作人作人覓覓覓覓場覓場覓場地困地困地困地困困地困困困困難難難　難難 望政望望政政望望望政府開府開府開開放短放短放短放短短期試試期 賣賣賣
提及提及提及及尋找尋找尋找工作工作作作場地場地場場場 ，手，手手手手手作人作人作人作作人作作人 YeYeYeYYettttttaaaa 及及及及及及及 Reeneneee 均有均有均有深刻深刻深刻刻刻刻體會體會體會會體體 。。。

RRReReReReneneneeeeeeeeeeeeeeeeeeeeee 表表示示表 ：「「「「：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參參加參加參參參參參參參加手作手手作手手手 市集市集市集集集市 要交要交要交要交要要 場租場租場租租場租，每，每每，每，每次約次約次約次約次約約約 101101111111111 00 至至 202000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元不不元不不不元不不元 等，等等，等，等，等等 有時有時有時有時有時有時時有時有有有 全日全日全全日全日全日全日 賣都賣都賣都賣都賣賣賣賣賣賣賣賣賣賣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不到到不 件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 ，便，便，便，便便白白白白白白賠了賠了賠 該天該天的租的租的租的租租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YeYYYeYeYeYeYeYeYettttttttttaaaa 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希希希望希希望希望希望希希望希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政府政政府府政政 能開能開能開能開能開能開開能開開能開能開開能開開開放出放出放出放放出放放出放出放放出放出放放 個一個個個一個一個個個個地方地方地方地方地方方地方地 ，如，如， 西洋西洋菜街菜菜街街街街街街，供，供，供供供供供他們他們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們
短期期短短期短期短期短期期短期短期短期試試試試賣試試試試賣試賣試賣試試 。

藝術藝術術藝術藝術藝術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發展展局回局回局回局回局局 應，應，應，應，應，應，應 當局當局當局當當當當 一直一直直一 以來以來以來以來來來支持支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 本地本地本本地本地本地本地本本本地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藝術術藝術術藝藝 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的的 元化元化元化元化元化元化發發發發
展，展，展，展展，展，並設並設並設並設並設並設並設有不有不有不有有不有不有 同的同的同的同的同的資助資助資助助助助資助助助計計劃計劃計劃計劃劃計劃計計 ，推，推推推動本動本動本本本本動本本地藝地藝地藝地地藝地藝藝地地藝地 術發術術術發術術術術 展，展，，營造營造造營營造營營造造多元多元多元多元化化化化化
的藝的藝的藝藝的藝術環術環術環環環環術 境。境。境境。境。境。境境境

ෝෝ࿀࿀࿀ᄗᄗᄗᄗᄗෞෞෞཀཀཀᩇᩇဆဆᙽᙽᔒᔒ၈၈၈၈၈၈ඩඩඩᢢᢢᢢᢢᢢᢢᔶᔶᔶᔶᔶᔶᔶᔶᔶᔶᔶᔶ⏀⏀ᚻᚻᚻᚻሥሥᗉᗉᗉᗉᗉᗉᗉᗉᗉ
ᷥᷥᷥፆፆፆፆᩇᩇᩇᩇᩇᩇᩇሥሥሥჳჳჳᓣᓣᓣ࿃࿃࿃ᩇᩇᩇᩇᩇᩇෝෝiibbbooooeeeeeeeeddddddsssssssssbbbbbbbgggggguuuuuෞෞෞෞඩඩඩ
ᐥᐥᐥᐥᐥෝෝෝ࿀࿀ཱཱུུ⊡⊡⊡ෞෞණᎰᎰᑡᑡᑡᑡᑡᑡᑡჾჾჾჾཀཀᗉᗉᗉᗉᗉᗉᗉᗉፆፆፆፆෝෝෝෝᒵᒵᒵᒵᒵ
ộộộộộộ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ඪෝᒵᒵᘜᘜෞෞඩඩඩᆶᆶᆶᆶཊཊཀྵཀྵፆፆፆ࿊࿊࿊࿊⁶⁶⁶ඪඪ
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፭ᦽᦽᦽᦽᦽᦽᶎᶎᶎᄗᄗᄗᄗჾჾჾᬥᬥᬥᬥᬥඩᓕᓕᓕ᠑᠑᠑᠑᠑᠑ᗉᗉᗉᗉᗉᑡᑡᑡᑡᑡᑡჾჾჾჾჾፆፆፆፆፆყყყყყ࿐࿐࿐࿐࿐࿐⃠⃠⃠⃠⃠ඪඪ
₈₈₈₈₈₈₈ཹླཱྀླཱྀླཱྀླཱྀླཱྀླཱྀླཱྀླཱྀླཱྀླཱྀ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ᙥᐠᐠᐠᐠᐠᐠᐠᐠᐠᐠᐠᩕᩕᩕᩕᩕᩕᩕᩕᩕᩕᩕ᧰᧰᧰᧰᧰᧰᧰᧰ඩඩඩඩඩඩၢၢၢၢၢၢၢၢၢၢၢၢၢဆဆဆဆဆဆဆဆဆဆဆ⁄⁄⁄⁄⁄⁄⁄⁄⁄⁄⁄⁄⁄⁄⁄ᐷᐷᐷᐷᐷᐷᐷᐷᐷᐷෝෝෝෝෝෝ࿀࿀࿀࿀࿀࿀࿀࿀࿀࿀ᄗᄗᄗᄗᄗᄗᄗᄗෞෞෞፆፆፆፆፆፆፆፆཀཀཀཀཀ
ᴴHHHණණණණ

手作手作作手手作人自人自言面言面言面言面言面言面言面言面面面面面面面言言 對對對重對重對重對重對重對對對對 重困重困重困重重困重困難，難，難，，難難難難 有學有學有學有學有學學學學者提者提者提醒手醒手醒手醒手醒手手手手手醒手手醒手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人人作人作人作人作作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應單應單單
靠政靠政靠政政政政政政府幫府幫府幫府幫府幫府幫府幫府 忙，忙，忙，忙忙忙 宜善宜善宜善善用社用社用社用社用社用社用社社社社用社會上會上會上會上會上會上會上會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他其他其他資資資源資源資源資源資源資源源資資源，摻，摻，摻摻摻摻摻摻摻摻摻摻入傳入傳入入傳入入傳入傳入傳入傳傳入傳入入入 統手統手統手藝藝以藝以增強增強增強強
本土本土土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創原創原創原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為「為「為「為「為「為 手手作手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 」鋪」鋪」鋪」鋪鋪鋪鋪鋪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建立建立建建建建 更長更長更長遠的遠的發展發展展發展空空間空間。

善用善用善用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發揮揮發揮發揮發揮揮創意創創意創意創意創創
理大理大理大理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設設計設 學學學學院學院學 助理助理助理理理理理理理理助理理理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教教教教教 蕭蕭蕭蕭競蕭競蕭競蕭競聰認聰認聰認聰認聰認為，為 現時現時本土本土本土土土手手手作手作手作手作充滿滿

潮流潮流潮潮流潮潮潮潮 元素元元素元素素元素元素，惟，，惟惟不夠不 多元元元元元元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亦未亦未亦未亦未未亦未亦亦未亦未有與有與有與與有與有與有有 本土土本本本本本本本 舊有舊有的手的手手手藝融藝藝 和。和。
他建他建他建他建他建建建他建建建他建建建建議議議年議年議年議年議年議年議年年議議 輕輕手輕手輕輕輕輕 作人作人人人能找能能找能找能找能 回昔回昔回昔日的日日的日的的的日的日的日的的手作手作手作手作作手作作手手 師傅師傅師傅師傅傅傅師傅師傅師傅傅，嘗嘗，嘗，嘗嘗試把試把試把試把試試試把把傳統傳統傳統傳統傳統統手藝手藝手藝手手藝藝手藝
融入融入融入融融融融入個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個人個個個個個人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品作 之中之中之中中之中中中，增，增增，增添個添個添 人特人特色：色：色：：色 「例「例「例例例如如以如以如以如以如以以如以如 前的前的前的的的的搥鐵搥鐵搥鐵搥鐵搥鐵搥鐵搥搥鐵搥鐵技技術技術技術技技術技
可搥可搥可搥可可搥可 出針出針針針針針針孔相孔相孔相孔相孔相相孔相孔孔 機機，機，機機，機機 做花做花做花做花做花花牌牌手牌牌手藝亦藝亦藝 可做可做可做出有出有有出有特色特色特色特色色特色特色特色色色色色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宣傳宣宣宣傳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牌 年輕年輕年輕年輕輕年
人要人要人要自己自己尋找尋找尋找找找找找不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不不不不不不 的技的技的技的技的技的技的技術加加術加術加術加術加術加入創入創入創入創創入創入入 意，意，意，意意意意意 才可才可才才可發揚發揚發揚發發揚發揚發揚揚揚發揚光大光光光大光大光光大光光光光光 。要。要要人支人支人支人人支
持自持自持自自己，己，己，己，，亦要亦要亦亦 有吸有吸引別引別引別引別人支人支持的持的特點特點特點。」。」

他又他又他又又又提議提議提議議議提議提議提議手作手作手作手手手手作手作手作人可人可人人可人可善加善加加善加善加善善善 利用利用政府政府和社和社會的會的的會的的的的的的的資源資源資源資源資資資資 ：「「「「「「「：「：「： 其其其其實其實其其實其其其實其其其其實其其其其其實
如果如果要展要展要展要展展展要展展展展展示自示示自示自自示自示 己的己的己的己的己的己的己的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作品作 社社社，社，社，社社會亦會亦亦會亦會亦會亦會亦會亦會亦會亦亦亦亦亦有很有很有很有很有很有很有很有很有很有 多選多選多選多選多選多選多選選選選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擇 如不如不如不如如如如不如不如如如如如如 同的同的同的跳蚤跳跳蚤
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場場市場場市場市場、早、早、早、早、、早早早前的前的的前的前 菜園菜園菜園菜園菜園園村等村等村等村等等村等村村 社，社，社，社社會會上會上會上上亦有亦有亦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不不不不同不同不同不同不不 的基的基金資金 助，不一不一
定定只定只有政有政政府可府可府可可可可可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幫以幫幫幫幫幫幫幫幫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方法方法方法有好有好好好好好多，多，多 不同不同的渠的渠道要道要自己自己發發
掘。掘。」至至於申於申申請手請手手手手請手續多續多續多續多續多多多續續 ，不，不擅長擅長長寫計寫計寫計劃書劃書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等問等問題，題題，亦是亦是亦亦亦 手作手作
人須人須須要自要自己克己克服的服服的。

但蕭但蕭蕭競聰競聰競聰競聰競聰建議建議建議議建建 政府政府政府政政 應抱應抱寬容寬容容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度度度度度 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可把可把可把可把把可可把可把把可把程序程序程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程序程程序程 略為略為為略為略為略為為簡化簡化，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方 有心有心有有有心有 發展發展展展藝術藝術藝藝術藝 的人的人人人人人人士。士士。士。士。士。士 同時同時同時時同時同時時時他亦他他他亦他 提到提到到西九西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西九文化文化文化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區的區的區的區的的的諮諮諮諮諮諮諮
詢可詢可詢可詢可詢 做得做得做得做 再細再細再再再 緻及緻及緻及開放開放開放開放開放開開放開放開放開放：「：「：「：「：「「「其實其實其實實實其實其其實其 政府政府可以可 問的問的人有人有人有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如如如，如如
的士的士士司機司機司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司機機，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剛才剛才剛才剛才剛才剛才剛才剛才剛才剛剛才才剛 提到提到提到提到提到提提到的的手的的手的的手作人作人作 ，但，但這些這些事是雙向向的，的，的，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作手
人希人希人希希望能望能望能望能在西在西在西在 九文九文化區化區中擺中擺買，買，亦應亦應亦應主動主動向政向 府的的的決策決策決策部提部提部
出。出。」他」他盼望盼望望香港港香港港的手的手作人作人能學能學能學學學學習別習別習別習 人的的人的視野視野視野野和韌和韌和韌韌力。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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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多　　自助自助繪畫繪畫中多採用塑膠油彩，與與傳統油彩相相比好
成本成 相異異多多。兩者的用法和和效果效果相差不遠，單以以顏料計算，，成

也不大。

塑膠油彩 油彩
可在1小時內乾透透 時 才能乾透需時2天天才能乾透

防水，作品能保存得更得更好 品保 條件苛刻作品保存存條件苛
以水稀釋，對健康無無害 以松節節油稀釋
未乾時可用水清洗洗 難於於清洗清難於難於於清洗清未乾時可用乾時可用水清洗洗

油以松節節油稀釋無以水稀釋，對健康無無害
條條存存保品品 刻作品保存條件苛刻條件苛刻品 條件苛好防水，作品能保存 更更防水，作品能保存得得 好

需時 天天才能乾透時2 才能乾透透需 2 能 透透可在1小時內乾透透
油油彩膠油塑膠油彩

也不大。
成成成本顏 相異異多 兩者的用 效效 相 不遠，單 料計算 相異兩者的用法和和效果效果相差不遠，單以以顏料計 異異多多。兩者的用法 效效 相差不遠，單以以顏料計算，，
好好與與膠 處多助助繪繪 中多採用塑膠油彩 與傳統油彩相相 好採用塑膠油彩 傳統油彩 處自助自助繪畫繪畫中多採用塑膠油彩 傳統油彩 比 處繪畫畫中多採用塑膠油彩，與與傳統油彩 多繪畫中多採用塑膠油彩 傳統油彩

　除了了一般會用用到的畫筆、畫畫刀和刀 油掃，自助繪畫亦
提供不同同的工具，以以輔助參加者達達到心目中的效果。供 的工具， 輔助參加者達 心目中的效果提 具 助 目 果提

工具 用途用途
畫筆畫 一般上色色
畫刀畫刀 製造製造粗糙豪邁的感覺和和坑紋坑紋
油掃掃 供大供 面積範圍使用
海綿 具滲透性性，可達到柔和的效果
手指 製造有動有動感的感 效果

拼貼貼、閃石 更多特殊效果效果更多特殊效多特殊效果效果石閃貼貼貼拼貼貼、閃
效製造有動有動感的效果手指指

具滲 達到柔和的效滲透性性，可達到柔和的效果海綿海綿
積積供供供大供 面積範圍使用掃掃油掃油掃掃

紋紋邁製造製造粗糙豪邁的感覺和和坑紋坑紋畫畫刀
般上一般上色色畫筆畫筆
用途用途途途工具

具， 助參加者 心目中的效供不同同的工具，以以輔助參加者達達 心目中的效果提供不同的工具，以以輔助參加者達達到心目中的供 以輔助參加者 心目中的效果。提 同同 達 心 效
般會 到的畫筆 刀 油掃，自助繪除了了一般會用用到的畫筆、畫畫 和油掃，自助繪畫亦





價格 10 元 100 元 75 元

測試結果 貼上一個防輻射貼紙：
0.29 m/Wcm2

貼上四個防輻射貼紙：
0.29 m/Wcm2

0.22 m/Wcm2 0.19 m/Wcm2Q0.19 m/Wcm2Q0.22 m/Wcm/Wcm2

0.29 m/Wcm/Wcm2
貼輻輻防防個個貼上四個防輻射貼紙輻射貼紙：防輻射貼紙：

0.29 m/Wcm/Wcm2
貼輻輻防防個個貼上一個防輻射貼紙一個防輻射貼紙：防輻射貼紙：果測試結

75 元元010 元10 元價格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