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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申請「藝術學生/畢業生」工作室 
 

建議書表格 
 

- 在填寫或遞交「建議書表格」前，請先閱讀「提交建議書須知」。 
- 為使 JCCAC 更了解 閣下作品/活動的類型/風格，請提供網址（如有）及其他輔助資料。 
- 合夥租用的建議書，每位合夥人必須獨立填妥本表格「甲」、「乙」和「丙」部，並聯合填

寫「丁」和「戊」部，集合成一份完整建議書提交。 

 

甲部 

個人資料 
姓名（英文）： 
 

地址： 

姓名（中文）： 
 

電話： 
 

電郵： 
 

如在職，請說明性質： 
 (請選其中一項並說明所從事職業／工作) 

 全職 
   從事職業／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 
 兼職 
   從事職業／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 
 自僱／特約工作 
   從事職業／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頁（如有）： 
 
 
 
 
 
 
 
 
 

藝術教育/專業訓練（須附上證明文件副本） 
年份 

（由/至） 

學院名稱 課程、級別 全日制/兼讀制/

其他 

（將）取得資歷 頒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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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藝術範疇 
請形容藝術作品/活動的類型、風格特點 
 
 
 
 
 
 
 
 
 
 
 
 
 
 
 

 
主要藝術範疇： 
（請選其中最主要一項） 

□ 純藝術（油畫、雕塑等） 
□ 應用藝術（設計、攝影等） 
□ 媒體藝術  
□ 表演藝術（音樂、戲劇等） 
□ 其他藝術範疇（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部 

藝術工作紀錄 
 
（i）重要藝術活動 

年份 名稱、性質、內容 角色（如主辦者、參與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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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重要著作 （如有） 
年份 名稱、性質、內容 發表性質/媒介 

  
 

 

  
 

 

 
（iii）重要嘉許/獎項 （如有） 

年份 名稱、性質、內容 頒授機構 

  
 

 

  
 

 

 
（iv）其他重要成就（如有） 
 
 
 
 
 

 

（合夥租用的建議書，每位合夥人必須個別填妥本表格甲、乙及丙部。） 
 

丁部 

使用單位建議 
【註：JCCAC 對外開放時間是每日早上 10 時至晚上 10 時，農曆新年假期除外。租戶於非開放時間仍可使用單

位，但出入須登記。】 

 

（i）使用單位主要目的、方式 
請選以下所有適用項目 請在已選的項目填上使用百分比（％） 

□ 藝術創作  
□ 教學   
□ 講座  
□ 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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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行政基地  
□ 作品展示/銷售  
□ 展覽  
□ 演出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計： 100% 
 
（ii）單位使用頻率 

（請選其中一項並填寫所需資料） 

□ 全職使用：使用時間由星期 ____ 至星期 ____，每日由 ____ 時至 ____ 時 

或 

□ 非全職使用： 

 星期一至五的一般使用時段（可選多於一項）：  □ 早  ／  □ 午  ／  □ 晚   

 星期六、日的一般使用時段（可選多於一項）：  □ 早  ／  □ 午  ／  □ 晚   

 預計平均每星期使用時數總共：_____________小時 
 
（iii）現時是否有工作室？  
（請選其中一項） 
□ 沒有   

□ 有*（自用/共用工作室），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使用由學校提供的工作室   
□ 其他模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現時己有工作室，請於丁（iv）部說明為什麼要申請 JCCAC「藝術學生/畢業生」工作室單位，及如日後成

功獲分配 JCCAC 單位會怎樣處理現有的工作室。 
 
（iv）有興趣租用 JCCAC 單位的原因、對申請者專業發展的直接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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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租用期間的工作計劃 
日期/頻率 工作計劃：擬辦計劃/節目名稱、內容 怎樣使用單位 

 
 

  

 
 

  

 
 

  

 
 

  

 
 

  

 
 

  

 
 

  

 

戊部 

 
聲明及保證 
 
本人聲明及保證： 
-  已閱讀並接受「申請藝術學生/畢業生工作室：提交建議書須知」文件內容；及 
- 本人就本建議書提交的所有資料屬實；及 
- 明白及同意若所提供的資料失實，申請資格可被取消。 
 
 

申請者姓名 
 

（如屬合夥租用，須寫上每位申請者姓名作確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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