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布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與 Teamwork Arts 合辦印度藝術節 

2020 年 10 月 15 至 18 日 

(香港，10 月 7 日) 在過去的 5 年，印度藝術節 (IBB)已發展成香港文化藝術界中其中一

個豐富、多元且具代表性的藝術節。IBB 糅合了古典與現代的元素，節目橫跨了印度多

元文化象徵的重要元素—— 藝術、音樂、劇場、舞蹈、食物、文學、電影及保健。令

人引頸以待的第六屆印度藝術節以全新的方式強勢回歸。這一屆將會以數碼方式呈現

的《印度藝術節數碼系列》。這系列將會為 2021 年的印度藝術節作序幕，並於 10 月

15-18 日內播出不同集數，並傳播至海外不同的角落。 

活動原於本年 2 月舉行，但由於疫情的關係，不得不把實體藝術節推延至 2021 年。但

是我們仍然致力將充滿活力的印度文化帶進香港，於是促使了我們這次將活動「數碼

化」，以適應這種新「常態」。 由於不少城市和國家正處於封鎖狀態，打破界限至全

球化成為了新一派；也是大勢所趨，文化意念的傳播不受限制，也正是這次系列想達

至的效果，亞洲洲協會香港中心與 Teamwork Art 一起合作構思出這個數碼系列。 

由 Teamwork Arts 與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合辦，並由印度駐香港領事館全力支持的印度藝

術節，將印度豐富多元的文化項目牢固地放置到香港的文化領域上。 為期一周的藝術

節包括：古典音樂和當代藝術，涵蓋音樂、戲劇、舞蹈、美食、保健、電影和文學等

範疇。 

印度總領事館總領事 Priyanka Chauhan 夫人表示：「我們很高興這次的印度藝術節來

到了第六屆，恭賀主辦單位縱然在這充滿挑戰的時刻，仍能透過數碼方式舉行活動。

印度藝術節一直以來將印度的多元文化於香港的舞台上展現，藝術、飲食、音樂、文

學等均將會一如傳統，透過數碼平台向外發放，我們期望大家享受這年獨特的印度藝

術節。我們期待著見證活動的成功，以及繼續支持並與印度藝術節合作。」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行政總監孟淑娟女士表示：「我們很高興印度藝術節在這個史無前

例的時刻，可以轉型為數碼系列。這個系列將令我們團結在一起，即使彼此分隔不同

地方我們也可繼續以藝術去探索、學習和療癒。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很高興再次與

Teamwork Arts 合作，這次的數碼的方式，令人期待著項目可拓展至更大更廣的網上觀

眾，並走向全球化。」 

 
Teamwork Arts Pvt Ltd 常務董事 Sanjoy Roy 表示：「印度藝術節讚揚創意、多元及卓

越! 在這個全球的危機中，藝術比以往更舉足輕重，它起了扮演和定義身分、家庭和傳

統的重要角色。」 

 



 

                                                                                                             

 

 

這系列的項目將於每晚 7-8 時舉行，由 10 月 15 日至 18 日，涵蓋文學、音樂、飲食和

保健。 

保健：瑜伽是一種生活方式 

瑜伽哲學家 Daniel Simpson 將因應這困難時期特別設計有關瑜伽好處的項目。項目將

以瑜伽的保健及應對 COVID-19 為題，Daniel Simpson 將以實踐的方法將瑜伽的學術知

識，以幽默和富洞察力的方式，使瑜伽哲學更易於理解。 

 
 

飲食：Zaika: 食物、創意與封鎖 

10 月 16 日，晚上 7 時 

英國廣播電視台一台 (BBC ONE)節目  “ Ready Steady Cook”的印度英國主廚兼餐廳老闆

Romy Gill 和屢獲殊榮的印度當地餐廳的行政總廚 Rahul Gomes Pereira（主廚 Picu）將

提到食物和創意，他們封鎖時最喜愛的食譜，以及廚師的天然手藝。 

 
音樂：東西方傳統 

10 月 17 日，晚上 7 時 

Pandit Ravi Shanka 的弟子，著名的西塔琴演奏家 Shubhendra Rao 透過表演來慶祝他的

古魯誕辰一百週年，這個表演展現了他融合元素的傳統。他將與妻子 Saskia Rao de 

Haas 以大提琴演奏，當晚將包括古典和傳統音樂，並與當地吉他手 Tjoe Man Cheung

合作。 

 
文學：邱吉爾：英雄與反英雄 

10 月 18 日，晚上 7 時 

 
將會與 Shashi Tharoor 及 Mukulika Banerjee 對話，討論歷史上最複雜的人物之一—溫

斯頓·丘吉爾的生平和事蹟。 

 
(更多活動詳情，請參閱英文版)  

 
 
 
 
 
 
 
 
 



 

                                                                                                             

 

 
節目推廣將會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社交媒體上同步發放，包括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asiasocietyhongkong 
Twitter: https://twitter.com/AsiaSocietyHK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asiasocietyhk 
 

項目將會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 Facebook 及 Youtube 作網上廣播：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asiasocietyhongkong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user/AsiaSocietyHK  
 

更多資訊： 

Lakshmi Mahey Laroia 

+852 91518808 

lakshmilaroia@gmail.com 

 

Paru Vohra 

+852 98565383 

paru_vohra@yahoo.com 

 

Sonali Laul 

+852 98102667 

sonalilaul@gmail.com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Bettina Buck / May Tam 譚嘉怡 

mediahk@asiasocie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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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eamwork Arts (只設英文版) 

For over 30 years, Teamwork Arts has taken India to the world and brought the world to India, 
presenting the finest of Indian performers, writers and visual artists in the cultural and art 
space in India and abroad. 

Every year, we produce over 25 performing, visual arts and literary festivals in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Egypt, France, Germany, Hong Kong, Italy, Singapore, South 
Africa, Spain, the UK and USA as well as many eclectic festivals across India. We produce the 
world's largest literary gathering: the annual 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 JLF international now 
travels to the US, UK, Canada, Qatar and Australia and we have recently launched a digital 
series - JLF Brave New World. Our musical extravaganza, Bollywood Love Story - A Musical, 
continues to tour the world with sold-out shows everywhere it is held. 

Website:  www.teamworkarts.com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為一所本地資助且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協會於1990年成立。我們一

直致力提供持平的教育平台，以促進各界對相關於香港及亞洲地區在世界舞台中角色

的議題有更深入和透徹的了解 。在藝術及文化、教育、商業及政策等範疇上，我們均

尋求為各界提供真知灼見、創新構想和促進協作，從而解決當前的挑戰，共創未來。

我們的會址位於金鐘，前身為舊域多利軍營軍火庫，經過用心的保育、修復、改建，

古蹟於 2012 年正式化身成集文化、藝術及知識薈萃的交流中心，為公眾提供多元的文

化及教育項目。 

 

網頁: https://asiasociety.org/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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