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會 2016 年度會員大會
於 11 月 19 日順利舉行﹙第二次召開﹚
，會上通過了會務及財政報告，詳見下文。

第十六屆藝術系系友會 2016 年會務報告

主席：黃成耀（1980）

（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作品展 2016 澳門」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作品展 2016 澳門」
，於 2016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2 日在澳門婆仔屋文創
空間，展期逾月，參展系友共有三十三位。配合展覽，本會學術理事左燕芬系友亦主持了水墨畫工作
坊，以推廣中國的文化藝術。中大校友事務處處長及高級事務經理、中大校友會聯會代表等亦蒞臨開
幕禮以示支持。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澳門校友會作為支持單位，更熱情地出席觀賞展品之餘，對其
後的工作坊更極力支持。羅啟中系友穿針引線協助展覽在澳門展出，並慷慨支持承擔場刋印刷費。展
覽亦獲當地報章澳門日報、澳門大眾報、濠江日報等的廣泛報道及推介，足見是次展覽的成功。系友
會將繼續透過舉辦展覽，促進聯繫各屆畢業系友，交流觀摩，互相砥礪及分享我們的創作心得和成果，
發揮藝術系的影響力及精神。

（二）籌備藝術系六十周年暨系友會三十五周年活動
2017 年藝術系將進入六十周年，一個甲子的歷史鑽禧之年，而系友會亦進入三十五周年珊瑚禧，藝術
系與系友會將分別及聯合籌備慶祝活動，而頭炮活動由中大藝術系及系友會合辦之『香港中文大學藝
術系六十周年暨系友會三十五周年系友作品展』， 已定於 2017 年 2 月 16 日至 23 日，假香港銅鑼灣
中央圖書館第一至第三展覽館舉行，籌備工作已展開，約有 90 位系友報名參加。稍後其他慶祝活動將
由下屆理事會與藝術系配合籌備舉行。

（三）出版藝術系首位系主任陳士文教授刋物
出版香港高等藝術教育先驅、新亞書院藝術系首位系主任陳士文教授的專書，內容載錄及整理陳老師
生平之文字學術著作為主，亦有少量陳老師之繪畫及書法作品，此外尚包涵一些古舊及珍貴之陳老師
生前圖片及個人資料。本書由理事徐志宇系友負責，並於2016年10月出版，為配合藝術系創系60周年
暨系友會三十五周年，本書將為一慶賀項目，饒有意義。出版單位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藝術系、
藝術系系友會等，執行出版工作由系友會負責，並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書刋將分發各系友、
學術機構及於大型書店出售。

（四）『水墨無言畫不休』—李東強作品展
今年李東強老師兼系友年屆 85 歲，系友會協助廖少珍等系友為李生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辦作品展，
展出近年李生新作水墨畫、版畫、書法及素描作品約 60 件。展覽期間並舉行一系列配合活動，有由周
晉教授主講的「中西古今人物畫」
、有展品導賞及由李生親自示範的人物畫工作坊，讓藝術愛好人士及
學生參加。

（五）系友會支持系友活動
為鼓勵系友創作，系友會向新亞書院申請許氏文化館作展覽場地，供系友們展出作品。2016年8月9至
25日，有由79年畢業同學籌辦的「七九拾藝’79 Find Art79年藝術系畢業系友作品展2016」展覽，參展
系友十人，展期中舉辦藝術聚談。

2016 年 12 月

（六）丁衍庸藝術創作獎
為鼓勵藝術系學生水墨畫創作，藝術系系友會捐助「丁衍庸藝術創作獎」予藝術系以水墨創作的優秀
學生。本年度獲獎同學為馮凱珊同學。

（七）一般會務進展
本年理事會共召開 6 次會議；出版四期藝訊；並通過電郵、Faceboo 及系友會網站不時報導系友會及各
系友消息，與系友保持溝通。
最後多謝本屆各理事兩年來積極合作推展會務，各系友鼎力支持並參與系友會活動。

********************************************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會 2016 年財政報吿
收入
會費
$7,750.00
澳門展費
$16,500.00
中央圖書館展費
$44,000.00
銀行利息
$22.15
許氏文化舘按金退款
$2,000.00
藝發局贊助陳士文書
$49,680.00
系友贊助澳門展刋物出版 $10,730.00
總收入:
$130,682.15

承上結餘 : $210,320.86
總收入: $130,682.15
總支出:$ 30,382.60

總結餘: $310,620.41

截至 2016 年 11 月
支出

澳門展支出
藝訊
丁公獎學金
許氏文化舘按金
收件及儲存作品場租
雜項

$23,060.50
$1,799.10
$4,000.00
$1,000.00
$500.00
$23.00

總支出:

$30,382.60

12

2016 年 11 月 19 日會員大會上開票選出下屆理事 8 人，會後隨即召開第十七屆理事會互選會議，
結果如下：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會

第十七屆理事會名單

主席：盧君賜（98） 副主席：何影朗（79） 秘書：楊承謙（10） 學術：何敏儀 (11 硏)
財務：徐志宇（70） 總務：左燕芬（75） 福利：黃成耀（80） 傳訊：張文麗（16）

藝術系 60 周年暨系友會 35 周年系友作品展
「藝術系 60 周年暨系友會 35 周年系友作品展」訂於 2017 年 2 月 16-23 日於銅鑼灣中央
圖書館 1-3 號展覽廳舉行，有關展覽的籌劃工作亦己進行得如火如荼。開幕時間訂於 2017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 30 分，現請系友們預留當天時段，記得出席，屆時我們一起共賞共慶。
是次展覽有多個特色：首先這次參展的系友人數之多，破歷來系友展的紀錄，一共有 91 人。
參展者從首屆畢業系友至去年新畢業的同學均有，其中更不乏移居歐、美、加、澳、紐及現居國內
的各地系友。創作類型豐富，涵蓋不同媒介，自然不在話下，而其中更有一屆系友以集體創作形式
來參展， 可說是別出心裁，更彰顯其團結力量。
除了系友參加展覽外，為慶賀藝術系鑽禧(60 周年)及系友會珊瑚禧(35 周年)的盛典，我
們更是師生同心，不但有現在全職任教於系內的老師參與展覽，更由藝術系及新亞書院借出前任老
師的作品同場展出，充分彰顯 60 年來藝術系薪火相傳，同門凝聚力量，師生戮力在藝術的長路中攜
手前進。
我們亦出版刊物以配合展覽，除刊印參展者及其作品等資料外，亦邀約了何兆基、林東鵬
及陳瑞瑩系友，就個人在藝術上所聞、所感及所知，撰文與我們分享。刊物中更有各方賀詞、藝術
系系徽的詳盡介紹、藝術系系友會 2007-2017 十年大事紀，內容豐富，並不是一般的畫冊場刊。這
本刊物由多位不同屆別系友組成小組，老、中、青共冶一爐，分別從編排，資料搜集及校對等多方
面合力玉成。封面更由新畢業的小師妹張文麗負責設計，完全是藝術系精神的匯聚及昇華。
最後，我們希望即使你是次未能參展，但仍會參與這次難得的盛事。
此外， 2 月 15 日(星期三)是展覽收件及佈展的日子，若你能抽出間，歡迎預早聯絡陳其謙(79)系
友 93897151 或何敏儀系友(11 研) 90249763，一起工作。
展覽的成功端賴各位系友的支持，願每位系友不會缺席這次難得的藝術系甲子慶典。
展覽籌委會主席
2017 年到了 !
請交新一年會費 : 一年會費 $50 或 永久會員$1000

有意繳交 2017 年度會費者，請以「香港中文大學藝術
系系友會」抬頭的劃線港幣 50 圓支票，寄沙田中文大
學藝術系系友會收。支票背後請寫上姓名及畢業年份。
系友會收到會費後將不發收據，會在新一期《藝訊》中
刊登姓名。
已繳 2017 會費名單如下：
楊國芬 85、翟宗浩 81、張小黎 14、陳瑞山 73、徐志宇 70、黃成
耀 80、曹仲權 78、楊美珍 89、陳其謙 79、盧念慈 79、區嘉林 79、
林惠如 80、楊淑懿 80、強志力 79、左燕芬 75、梁群珍 89、盧瑞
琪 77、黃楚翹 14、麥婉筠 14 (硏)、鍾雅珊 11、王無姿 03、陳淑
安 14、劉明樺 14、蔡德怡 11、陳冠南 08、陳美容 89、麥淦瑛 82、
郭玉美 78、梁淑芬 78、鄺良 79、林靜雯 11、林復娟 83、鄧國榮
94、賴雅如 00、劉艷雲 89、朱卓慧 04、鄧紹南 02、梁靜雯 02、
鄧民亮 92、劉成廣 92、沈軍翰 13、冼紈 90、何敏儀 11(預繳至 2019)、
梁孝儀 02、陳鴻基 80、張沛愷 80、何艷婷 11、李潤恒 64、賴筠
婷 08、葉榮枝 77、唐凱文 81（副）黃紀鈞 78、陳運耀 64、李尤
猛 95、李東強 62、周秀蘭 10、劉偉基 78、鍾蕾琳 02、蘇淑成 88、
何兆基 89、黃碧瑩 89、余樹強 89、徐沛之 03

郭玉美(78)

李東強先生的「水墨無言畫不休」展覽
已於 9 月圓滿結束，相關配合活動如「中西
古今人物畫」講座、工作坊及導賞亦已完成。
開幕日眾多嘉賓、系友、藝術界朋友、
藝術專科同學出席，爭相與李生合照及索取
簽名，場面熱鬧。
承蒙金耀基校長、鄧海超教授、高美慶
教授及李潤桓教授蒞臨剪綵，致辭精彩紛呈！
其後數十系友在樂茶軒與李生共聚晚宴
，席間系友黃紀鈞（尊子）致送李生肖像漫
畫，既傳神亦充滿寓意，眾系友亦與李生大
合照。
展覽由廖少珍、林品湘、徐志宇、林惠
如等系友一直籌備多月，畫冊印製工作尤其
吃重；而展覽佈展及開幕期間，多日來眾多
系友主動到場幫忙展覽各項工作，深感系友
對李生的愛戴及支持，系友會深表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