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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育/藝術/文化/專題/副刊版編輯： 

新聞稿 

即時發佈 

共7頁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畢業展 2018 

“Peeling the Onion” 

 

 

2018年9月8日至16日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公開展出 

開幕酒會：9月7日(星期五)下午6時半至8時 

 

2018 年 9 月 5 日│香港 — 由香港藝術學院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合辦的「藝術碩士畢業展

2018—Peeling The Onion」，將於 2018年 9月 8日至 16日於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公開展出。

展覽展出十位藝術碩士課程（由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合辦）畢業學生的作品。

他們透過展覽對自己的創作界別包括：陶瓷、攝影、繪畫、表演等方面層層解構，進一步發掘作品

的內涵，並表達他們作為視覺藝術家的態度及觀點。 

 

由上述兩間院校合辦之藝術碩士課程不但為本地藝術界培育眾多新秀，同時亦成為一個獨特的跨文

化平台，吸引來自本地及國際，不同背景行業的學生修讀；在互相交流下各畢業生的作品均展現出

不同的視野和聲音。 

 

為什麼展覽以“剝洋蔥皮”命名？洋蔥是甘甜的，它是製作許多菜餚的重要成份，但準備洋蔥時所

揮發的物質，強烈刺激，常令人淚水不斷。畢業生們覺得這是一個對藝術行為恰當的比喻，亦代表

其在兩年的藝術碩士課程中，情感豐富，蜿蜒曲折的創作歷程。猶如逐片剝落洋蔥一般，畢業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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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層發掘揭露創作的獨特底蘊，以陶瓷、攝影、繪畫、表演等為基礎，試圖揭示其對藝術創作最根

本的理解並藉著謙遜和幽默的標題，表明了他們作為藝術家的態度和方法。 

 

畢業生及作品簡介 

張蚊 將「 痛 」以不同的藝術方式重新探究，表達及創作，冀「 痛 」能轉移於她的作品中，並令其

「 痛 」能於藝術中有不一樣的昇華。她亦透過各式各樣的媒介演繹了她對「 痛 」的想法，利用服

裝，玩具，照片，影片及裝置藝術等去傳達給觀眾。 

 

莊鈞婷 利用陶瓷組成藝術場景作為她的作品。而整個項目的構思為透過敍事方式，構建一個她專屬

的迷幻和神秘世界。她的視陶瓷雕塑為 3D 立體版繪畫，並通過暗黑系和黑色幽默的手法表達，全

憑直覺地以藝術作品展示她潛意識內想表達的東西。 

 

鍾健華 通過繪畫貓來審視自己心理上的不安、疏離、移情、愛、舒適和關懷的內在感受。表達自己

與世界的關係：與社會的錯位、社會關係、人類複雜的情感，以及情感的流失。 

 

Zoe Coughlian  作品以考古研究為基礎，探索行為與手工製品、製造者與材質之間的關係。通過

製作的模具和粘土中展現的周期性、轉化性和破壞性的特質，創造新發掘的知識體會。 

 

林頌文 作品研究了當代日常生活中固有的疏離和厭倦心理。在長鏡頭錄像和紀實攝影中，探討了生

活的單調及與之對抗的張力。 

 

李健林 利用在生活中遇到的物理量：如時間、長度和重量等物理量形成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價值觀

和文化的方式感興趣。他的作品探討了當一個人以主觀和感知的方式看待這些物理量時，新的意義

是如何出現的。 

 

李嘉雯 以身體作為媒介，透過與地方互動的過程去建立自我對話的空間。她利用形體動作來顯示內

在狀態，並通過身體反應產生情感。作品以視頻、攝影和雕塑作為展示方式。李嘉雯以身體作為媒

介，透過與地方互動的過程去建立自我對話的空間。她利用形體動作來顯示內在狀態，並通過身體

反應產生情感。作品以視頻、攝影和雕塑作為展示方式。 

 

盧志華 透過在腦海中零碎的記憶及事件，以尋找時間、虛無及殘缺的記憶影像，探討記憶與影像的

關係。盧志華以一系列作品追溯記憶中的故事，他對時間與記憶影像的組成作出觀察，並以照片及

裝置媒體作媒介，重組殘存的影像碎片。 

 

蕭淑儀  深受中國傳統家庭和文化觀念所影響，她的藝術實踐以身分和美為主題，在中西合壁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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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社會中探索現代成熟女性的角色和審美觀。 透過攝影、錄像、語言和裝置，作品探討和審視傅統

與现代文化、東西方價值的多樣性，同時引發觀眾關注自我認同。 

 

王卓迎  認為城市觸覺是一個對城市景觀的感官探索，通過一系列攝影作品描繪來自香港和日本關

西的建築和城市空間，以創造實際和想像空間兩者的關係。藉此透過這項工作表達城市建築的易變

性和令人有摸不著頭腦的特質。 她利用投影來傳達公眾和個人、已知和未知、內𥚃和外在、熟悉和

陌生的城市體驗。 

 

作品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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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蚊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2015. Video 13’28” 

2. 莊鈞婷 Tired of Loving Mr-Wrongs, 2018. Gardening Installation. Size Variable 

3. 林頌文 Blanket 1: Patterns of Habit (Installation view). 2017. Coffee filter paper. 238 x 314cm 

4. 李建林  Writing’s On The Wall. 2017. Laser engraving on plastic, shadow. 240.4 x 58.3 x 0.6cm 

5. 李嘉雯 Experimental #3. 2017. Digital print on archival paper, clear mirror. 100 x 100cm 

6. 盧志華 The thickness of memory. 2017. Media installation. Size variable 

7. 王卓迎  Memories of Dream. 2017. Projection. Dimension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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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OE COUGHLAN. Not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installation view. 2017. Metal trolley, glass box, 
water, raw earthenware and terracotta, trolley. 60 x 60 x 120cm 

9. 鍾健華  Untouchable. 2017. Oil on canvas. 25 x 20cm 

10. 蕭淑儀 Clean up. 2018. Inkjet print on fine art paper. 75 x 50cm 

    

以上作品圖片可從此網頁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Q8pMlzlGX_NH41q_ht5IA3S4MUiOq6L 

展覽詳情如下： 

Peeling The Onion —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碩士香港畢業展 2018 

日期：2018年9月8日至16日 

時間：早上10時至晚上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2號香港藝術中心4樓至5樓） 

 

開幕酒會 

日期：2018年9月7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6時半至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2號香港藝術中心5樓） 

 

傳媒查詢： 

羅仲歡小姐  

香港藝術學院傳訊及發展部經理  

電話：2824 5370  

電郵：cflaw@hkac.org.hk   

 

陳彥樺先生 

香港藝術學院傳訊及發展部助理行政主任 

電話：28245372 

電郵：ywchan@hkac.org.hk  

 

 

有關藝術碩士課程： 

由香港藝術學院及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合辦的藝術碩士課程，旨在發展同學個人之創造力及視

藝知識，並提升同學對美感的認知和理解純藝術之涵意。透過廣泛且深入的藝術實踐，加強同學對

自我的肯定和提升個人之完整視野，讓同學體現成為專業的藝術家。完成課程後，本科畢業生也可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Q8pMlzlGX_NH41q_ht5IA3S4MUiOq6L
mailto:cflaw@hkac.org.hk
mailto:ywchan@hkac.org.hk
http://www.hkas.edu.hk/zh/
https://www.rmit.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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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藝術教育專業，或在藝術策劃、博物館學、藝術評論及藝術新聞學等各範疇作進一步的進修。 

 

有關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藝術學院於2000年創辦，是香港藝術中心的附屬機構。學院是政府認可的學術機構，由一群

充滿熱誠、活躍於藝術界並擁有卓越成就的藝術工作者負責教學工作。學院的學歷頒授課程集中在

藝術範疇(包括陶瓷、繪畫、攝影及雕塑)；提供的課程包括高級文憑、學士及碩士學位。此外，香

港藝術學院更舉辦短期課程及其他外展活動，大大擴闊了藝術課程的範圍，作為藝術融入社區的重

要橋樑。 

 

更多有關香港藝術學院的資料：http://www.hkas.edu.hk/zh/ 

 

有關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1887年成立之澳洲知名學府 

 屬五星級高等教育學府 (5-star QS ranking for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亞太地區排名第1位, 世界排名第11位* 

(* QS 2018世界大學排名藝術及設計專業範疇) 

網頁：https://hkart.rmit/ 

 

 

 

 

http://www.hkas.edu.hk/zh/
https://hkart.rm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