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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創作顧問Leo Wong工作室滙報
文：Kayin

光的藝術2015配套活動 —— 「到訪創作顧問Leo Wong工作室」已
於2014年12月20日順利舉行。Leo與各參加者分享創作技巧，例如
砌合玻璃、倒模、選購材料的方法和心得等。此外，Leo亦和我們
分享他的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碩士學位畢業作品：包括創作發展
過程及作品展示方法，甚至如何與作品互動進行表演藝術等。

這是Leo過往作品的組件部
份。參加者正細心觀察手部
倒模雕塑的形態，倒模雕塑
細緻得連手指模的紋絡也清
晰可見。

Leo正向參加者細心講解他的
作品創作發展過程。
這是Leo工作室的合
租夥伴「匠人坊」
池哥的燈具作品。池
哥從事木藝創作多
年，這燈具作品全用
入筍（榫卯）方法而
成，昏黃的燈光配
合木的質感，柔和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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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創作導賞工作坊
本工作坊讓參加者參觀「光的藝術2015」藝術創作顧問的工作室，實地體會藝術家的創作環境，從而
了解藝術家如何探索物料，並將概念付諸實踐的過程。

洪強
洪強博士先後從香港理工太古設計學院、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英國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及設計研究院畢業(主修錄像及電影藝
術)，瑞士蘇黎世藝術大學哲學博士。德國新媒體重鎮卡爾斯魯
厄(Karlsruhe)，藝術與媒體研究中心 ZKM (Center for Art and
Media)訪問學人(01-02)。他從1995年起，一直熱衷於實驗短片
及錄像創作、新媒體藝術和中國哲學及美學方面的研究。2005
年，他成立了「燕老米的雅實驗室」（imhk lab），從事新媒體
藝術研究及有關互動軟件藝術研發與應用工作。

4. 到訪洪強工作室
日期：2015年1月18日（星期日）
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
地點：葵興華達工業中心B座2014室
集合：上午9:45於葵興A出口
對象：有興趣參加光的藝術2015創作比賽之參賽者
名額：15人

LAAB
實現室是註冊建築師事務所及製作工作室，在建築、室內設計，以
至藝術品，實現一系列嶄新的設計概念。

5. 到訪LAAB工作室
日期：2015年1月25日（星期日）
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地點：香港中環鴨巴甸街35號元創坊S座607室
集合：上午10:45於上環E2出口
對象：有興趣參加光的藝術2015創作比賽之參賽者
名額：15人

實現室主張揉合設計及製作過程，並重視新進科技及傳統工藝的配
合，兼顧創作自由和製作質素。

Alchemist Creations
Alchemist Creations is founded by 3 young designers in 2012 with
the motto“Turn Neglect Into Shine”. We believe in discovering
the beauty of the mundane and turn them into elegant goods.
Alchemist evokes the revolution of“Combining Handcraft
Production With Social Innovation”. We utilize social resources
and we created innovative sustainable product designs.

6. 到訪Alchemist Creations工作室
日期：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307-308室
集合：上午10:45於柴灣A出口
對象：有興趣參加光的藝術2015創作比賽之參賽者
名額：15人

「光的藝術2015」藝術家創作導賞工作坊報名表格
* 請在欲參加之工作坊加上

□ 到訪洪強工作室

□ 到訪Alchemist Creations工作室

□ 到訪LAAB工作室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性別： 男 ／ 女
會員編號（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院校／任職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請把不適用者刪去
注意事項：
1.參觀期間，如參與者在工作室內拍照需得藝術家允許。
2.煩請於2015年1月10日前把此表格傳真或電郵 (kayin.chan@hksea.org.hk)至本會。
3.名額有限，先報名先得，懇請見諒！
4.本會於2015年1月15日以電郵或電話通知取錄者，如未收到通知電郵者則當落選論，或可致電查詢（陳家燕小姐 2234 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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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資訊
主辦單位：香港春潮畫會

協辦單位：北京YMCA白雪美術研究會

《聖經、愛》
香港春潮畫會與北京YMCA白雪美術研究會聯展2015
早在1947年，廣州一群青年畫家，包括春睡畫院、南中美術院、廣州市立
藝專的成員，在高劍父宗師親自關懷下組成之《春潮社》，高劍父師祖出
任顧問。這批青年畫家，都是服膺高劍父的藝術主張，解放前，在廣州多
次舉辦展覽。1996年由《春潮社》成員及春睡畫院會員兼南中美術學院之
財務黎明先生于香港重組為《香港春潮畫會》，會員分佈穗、港、澳，內
地和海外，成立至今快踏入二十周年。《香港春潮畫會》承傳高劍父宗師
發揚嶺南畫風藝術精神，將嶺南畫風的大自然寫生，著重寫實技巧，運用
熟練筆墨線條，水墨渲染氣氛經營，色彩鮮麗清新且不落俗套的手法躍然
宣紙上。因此畫會會員雲集多位愛好嶺南畫風的藝術家。會員多年來在
穗、港、澳及中國各地舉辦多次聯展，並得到國內外畫家及當地社區熱烈
支持。多年來黎明先生以會長身份帶領會員到各地展出作品，堅持高劍父
宗師的藝術宗旨，努力將嶺南畫派藝術向全世界推廣。
今次《香港春潮畫會》再次策劃於2015年1月舉辦聯展，並榮邀北京YMCA
白雪美術研究會作協辦單位。多位北京著名藝術家會員及春潮會員的繪畫
作品，將於2015年1月22日至25日，一同於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廳展
出。是次展覽主題為「聖經、愛」，結合嶺南畫派寫生大自然風格，內容
以山水、花鳥、動物及人物為主，以宣揚對世界及大自然之愛，作品並流
露大自然和諧及平安喜樂的氣氛。
地

點：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廳

開幕禮日期：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

下午5時30分

日期及時間：2015年1月22日(星期四)

下午2時至晚上7時

2015年1月23日及24日(星期五及星期六)

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2015年1月25日(星期日)

上午10時至晚上6時

《溪迴山合、木石森麗》
陳麗森

《丹楓壽鶴》黎文心

《相依相隨》黎文希

《舐犢情》
黎明

《萬壑千峰送客舟》黃詠賢 《春暖》林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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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9 Gallery
地
點：香港柴灣永泰路60號柴灣工業城一期2樓206室
開放時間：星期三至六 中午1時至晚上7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電
話：2574 3730
電郵：yy9@2bsquare.com
網址：www.2bsquare.com

孖公仔

李慧嫻陶塑展

日期：2014年11月14日至2015年1月15日
YY9畫廊誠意呈獻李慧嫻陶塑作品個展──「孖公仔」。
本地陶藝創作者李慧嫻透過展出的一對「孖公仔」Ami和
Rosie，訴說她與摯友Amy自小建立的深厚感情。
是次展覽，陶藝創作者以她為人熟悉的陶偶，與參觀者
分享她倆過去數十年一起走過的路程；此外亦以裝置形
式，展示兩人的人生之旅，藉以反映她倆的友誼。

十周年與藝術家對話 作品展覽
日期：2015年1月23日至2015年3月31日
為迎接成立十周年，YY9畫廊隆重呈獻集100位本地藝術
家參與的作品展覽──「與藝術家對話」。自2005年1月
舉辦首次展覽以來，YY9畫廊一直致力支持本地藝術家，
積極舉辦各類藝術展覽，同時締造一個獨特的平台，推
廣並鼓勵本地藝術展覽的持續發展。在這十年間，YY9
畫廊與眾多不同的藝術家合作交流，為本地藝術作出貢
獻；藉是次展覽，YY9畫廊將誠邀一眾藝術家與我們歡聚
一堂，一起慶祝十周年紀念，分享藝術的樂趣！
是次展覽將展出共5組作品，其中包括一件集100位本地
藝術家合力創作的作品。這件作品由100件各25x25cm的
小型藝術作品所組成，象徵每一位藝術家之間的緊密連
繫，同時呈現出各人藉參與藝術創作的對話與交流，讓
觀者窺探到本地藝術界的新視野。

藝術書刊介紹

文：Graca

1 《時‧景‧人》歐陽乃沾、陶傑畫集
火石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此書集香港著名速寫及彩墨畫畫家歐陽乃沾(1935-)五十多幅從五、六十年
代至今的精彩作品，並與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陶傑的畫作合集，陶傑始於中
學時期每逢周日就跟隨沾叔等畫家在佐敦道渡船街集合，到處寫生。此畫集
除了可以欣賞到精湛的畫作，還可閱讀畫家所撰寫的當時情景的簡介，以
及創作的感想和感受，頗能引得藝術愛好者共鳴。書的扉頁寫著:「時光飛
逝、景物全非、人情永在－給香港」歐陽乃沾‧陶傑‧2013年度。
ISBN9789881667465
5

2015年1月號

2

《丁衍庸藝術回顧文集》
文：Graca

嶺南美術出版社

本人有幸出席了12月27日高美慶教授任
「丁公與我——丁衍庸贈徐志宇作品展」
的導賞活動，從高教授的詳盡資料及生
動的講解，瞭解到這位中國現代藝術家
及美術教育家丁衍庸（1902-1978）的生
平和貢獻。
若錯過了上述導賞活動，有一本好書介紹：
廣州藝術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香港藝術館於2009年在丁衍庸曾經
生活與工作過的重要地方—— 廣州舉辦
了「丁衍庸藝術回顧展」，配合展覽出
版了展覽圖錄和《丁衍庸藝術回顧文
集》，文集特邀高美慶教授擔任學術顧
問，全面收集了丁衍庸本人的著述、詩
作，以及學術界、其學生及好友對丁氏
相關的藝術研究和評論，接近百篇的文
獻資料，發表時間從1927年至2009年，
有助於認識及欣賞丁衍庸的藝術。

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藝術中心L2-01室
電話：2234 6096
傳真：2234 6092
電郵：info@hksea.org.hk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午膳時間照常開放）
星 期 六：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半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若於非辦公室時間內在工作室舉行活
動，工作室則按該活動舉行之時間開放。

ISBN978-7-5362-4198-5
廣州藝術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香港藝術館編

會 員大會暨聚餐最後召集! !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第二十三屆會員大會 暨 聚餐
日期：2015年1月17日(星期六)
地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7-19室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會員大會
時間：3:30PM ~ 4:30PM
大會內容
1. 會務報告
2. 活動報告
3. 財政報告
4. 會員發表意見
5. 出席會員大合照
聚餐 (Pumpernickel黑麥美食到會)
時間：5:00PM ~ 7:00PM
費用：每位$50.00(本會已資助部分費用)

本會藝術教育夥伴

抽獎
聚餐時段會進行抽獎，保證人人有份!
有興趣人士請致電2234 6096或電郵至info@hksea.org.hk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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