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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安麒 麒在韓國 養顏韓湯
2019/03/29 (週五) 12:00上午

2019/03/28 (週四) 12:00上午

文藝薈萃特輯 以藝文探索自我

博鰲論壇女性圓桌會議 UNICEF

有很多人會以不同方式探索自我，例如是周遊列國，體驗各地風土人情；又有
人會以運動，挑戰自我價值。其實藝術亦可以成為探索自我的方式，以反思和
創作重新認識自己，掌握主導權，在迷失中重建價值觀。

HK為婦女及兒童發聲
2019/03/29 (週五) 12:00上午

資料來源：metropop
01 全港首創「一人藝術館」
K11剛獲選為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之一，今年藝術月首創「一人藝術館」，讓
藝術「由我主導」，約你獨享《ME : MILLENNIALS SERIES 3.0 : ME TIME》多
媒體藝術展覽。千禧藝術家 / 催眠師王欣及本地獲獎建築師韓曉峯透過玩味藝
術裝置、影像、VR虛擬實境技術及多個一人藝術工作坊，以創新藝術模式探索

metropolitan
2019/03/29 (週五) 12:00上午

自我價值，開闢「你想」獨處時空，透過參與不同藝術創作，掌握藝術主導
權，讓身心靈真正享受”ME TIME”。
日期：即日至5月5日
地點：九龍尖沙咀河內道18號
Metro Motor 七座高效能 Honda

02 香港藝術中心開放日
今年香港藝術中心開放日主題為”Encounter”：「生活等待相遇，藝術開啟對

CR-V Turbo

話」。當日訪客將遊走香港藝術中心的每個角落，欣賞及參與各項精彩節目，
例如文化按摩師－－收收埋埋公開「曬」、手造城市‧藝行實現社等，沉醉於濃

Metro Daily Hong Kon…

厚的藝術氛圍當中。是次開放日亦再度聯乘午夜藝術體驗計劃 Late Night

Like Page

Series – Art X，由下午二時到凌晨二時無間斷為觀眾帶來不同藝文活動，帶領
觀眾走訪藝術中心的日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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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3月30日
時間：14:00 – 02:00
地點：灣仔港灣道2號
03 K11升級再造拇指琴工作坊
日常生活中總會產生許多廢棄物，而這些廢物看似已經沒有用，但其實只要花
小小心思，將它們重新設計，就可以蛻變成新的產品。K11 Wellness創意課程
將舉辦「升級再造拇指琴工作坊」，導師張瑋晉將帶領參加者認識Upcycling
升級再造的哲學，利用傘骨和木酒箱兩種日常生活廢棄物製成拇指琴，以及學
會彈奏簡單拇指琴樂曲，將廢棄物升級為耐看、耐用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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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6月1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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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下午2時至3時30分

聰明又點，遲到分分鐘要收Warning
㗎！

地點：九龍尖沙咀河內道18號
課程費用：HK$ 275

#遲到 #創造力 #聰明 #都市日報
#MetroDailyHK

04 《海盜》香港芭蕾舞團

=========================...
See more

香港芭蕾舞團屢獲殊榮的《海盜》由前波士頓芭蕾舞團藝術總監安娜瑪麗．賀
姆斯編舞，今年三月載譽重演。這個以拜倫同名小說為藍本的傳奇故事，角色
人物性格鮮明，賀姆斯版本的情節既緊張刺激，又帶幾分詼諧與浪漫，由驚險
的綁架到峰迴路轉的營救，最後突如其來的海難將故事推至高潮，成就芭蕾劇
目當中最蔚為奇觀的一幕！
日期及時間：3月29至31日（19:30-21:30）、3月30至31日（14:30-16:30）
地點：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門票：$100、200、$300
網上購票：www.urbtix.hk
05 黃詠詩《胎Story 2.0 Bad Time Story》獨腳戲
《香港式離婚》、《聊齋》編劇黃詠詩，炮製獨腳戲《胎Story》，去年八月首
演一票難求，加碼版的黑色幽默巨獻《胎Story2.0 Bad Time Story》，將於5
月假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上演。從未想像過自己要當母親卻意外懷孕，自小
從沒被妥善照顧的佛系獨居中女，肩負起養育生命的責任；這個生育之旅以
「大鑊」開始，究竟可否以「大愛」為終？一個女子，在破碎的價值觀中重
生，披荊斬棘的育兒悲喜劇。來自打齋家族的黃詠詩，以死亡喪禮為題材之
後，又一生育巨獻。
日期及時間：5月2日至5日、8至11日（20:00 – 22:00）、5月4至5日（15:00
– 17:00）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票價：$250、$330（2/5、5/5、8/5、9/5 8pm: $200、$300）
06 WhyNot我腦作新劇本計劃2019
為期一年的劇本創作課程，「WhyNot我腦作新劇本計劃2019」從概念開始，
帶領學員逐步完成劇本初稿。在演出前舉辦公開圍讀，讓「聽眾」參與討論，
分享感受，在劇本展演前作最後修改。學員完成劇本後，由專業導演及演員作
簡單排練，在三月份展演中首次呈現給觀眾欣賞，每場演出後設座談會，交流
對話，期望讓作品帶來更成熟的面貌，節目包括《Hide and Seek》及《Truth
or Dare》。
日期及時間：3月23（20:00）、24日（15:00）、29日（20:00）、30日
（15:00）
地點：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票價：$190
07 「屈室求存」住屋多感官展覽
香港房屋問題愈趨嚴峻，市民的住屋水平每況愈下，愈住愈細，愈住愈貴。是
次展覽以多感官手法呈現最真實的基層住屋故事，參加者透過觸覺、聽覺、視
覺、嗅覺進一步體會基層的住屋困境，揭示基層街坊在欠缺住屋保障下每天屈
膝蝸居劏房的生活境況，呈現他們如何在荒謬絕倫的環境下掙扎求存，讓公眾
反思設立基本住屋標準的重要性。
日期：3月23至30日
時間：14:00 – 19:00（逢星期六及日 15:00 – 17:30「住屋極樂園」開放）
地點：觀塘海濱道90號 VESSEL發現號02藝廊
FB：全港關注劏房平台
08 「合．陶——當代陶瓷藝術展」
香港文化博物館邀請八組本地陶藝家，與不同領域的創作伙伴進行跨界別合
作，包括時裝設計師、舞台布景及燈光設計師、版畫家、文字工作者和佛教法
師，創作出注入嶄新藝術元素的陶瓷作品。更特別加入觸感展品，讓觀眾親手
感受不同質感的陶藝作品．亦邀請香港藝術學院署理院長陳育強教授撰寫專題
文章，分析是次展覽及當代陶藝的現況。展覽亦會展示由媒體藝術家黃淑賢製
作的錄像裝置，呈現八段風格各異的「合陶」之旅。
日期：即日起至4月15日
地點：香港文化博物館（沙田文林路一號）
FB：www.facebook.com/clay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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