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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不同階段的相遇、相知、相識。一句話難以總結這個短暫的旅程，但符號之間卻可以填補

無數文字。

「開始，停頓、完結。」句號後又將會迎來新的篇章……

是源、是完、亦是緣，一段圓滿結束。迎來未完待續……

應屆畢業統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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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畢業展籌委會選擇了「緣、完、源、圓」四個漢字，表達畢業同學們回顧兩年學習的感受。

對我來説，這四個漢字令我想到另一個漢字「園」。這個漢字原本是指種植花果的場所，再引伸

到不同的美好場所，例如校園。

二十二年前香港藝術中心決定開設藝術學院的時候，已經把自己定位成為培養香港新一代藝術家

的園地。多年以來，參與藝術學院各類課程的同學數以千計。同時，香港藝術中心亦長期支持本

地新晉藝術家的發展，成為香港好幾代藝術家的搖籃。到了今天，香港已經成為國際級的藝術城

市，我們也成為這城市𥚃面，唯一結合藝術學校和藝術中心的園地。

我們一年又一年的畢業生，有些參與不同的藝術工作，有些繼續進修，很多人持繼創作，而對所

有同學而言，在藝術學院的經歷，已經令藝術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不能磨滅的一部份。一班熱心的

校友，幾年前成立了香港藝術學院校友會，至今已經有超過一千位會員，舉辦了不少展覽和其他

活動，支持校友們的發展和聯繫。

藝術學院現正計劃加強對校友會的支持，和校友增加合作。我希望每位畢業生都加入校友會，	

參與校友會的活動，令「畢業」並不是指離開學院，而是以校友的身份，繼續和學院一起，在這

個城市，建立一個更大的藝術園地。

祝展覽成功，精彩紛呈。

茹國烈
香港藝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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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鈺淇
CHAN Yuk Ki Yuki  

何鳳琴
HO Fung Kam

陶瓷源於器，陳氏對器的發展過程感興趣，她

發現很多器都是參考大自然中的元素發展而成

的，因此她觀察及思考生物的進食方式，製作

了一系列模仿動物如何覓食的器，思考古人如

何發展器物，並透過使用它們重新感知身體、

器物與外在世界的關係。

心流，是心理學家米哈里提出的理論，指專心

致志而達致忘我的內在體驗。習陶的過程中，

我喜歡陶瓷直率的特性。陶泥具可塑性，會如

實反映身體與泥的張力；陶泥亦有紀錄功能，

一經燒製，當刻的情緒就被記錄下來。

作品《心流》便是以藝術家的直覺為主導，堆

疊不同顏色的陶泥，通過推擠、摔打、捲曲等

方法創作抽象作品，形態隨思緒律動，以展現

情緒和感受。

心流（試驗1）
2022		|		炻器		|		13	x	9	x	6.5	cm

心流（試驗2）
2022		|		炻器		|		9	x	10	x	10	cm

心流（試驗3，局部）
2022		|		炻器		|		尺寸不定

器系列初形
2022  | 白陶泥，瓷泥，無砂黑土  | 尺寸不定

器試驗一
2022  |  白陶泥，瓷泥  | 尺寸不定

器試驗二
2022  |  無砂黑土  | 尺寸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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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曉慧
LAW Hiu Wai

香港，我們生活的大都市，欄杆卻無處不在。

在這些限制和重複中有人會苦中作樂、尋找樂

趣，拼湊一些畫面和字語，試圖讓生活看起來

更有趣，但這些限制都是無限。

陶瓷在製作和工序上是一個循環，亦以重複的

形式去使用，如磚和瓦。這件作品利用陶瓷充

滿重複的特性嘗試在有限中建構趣味。

初形·局部
2022  |  白陶  |  尺寸不定

試色·瓦片一
2022  |  白陶  |  2	x	7	cm	每塊	

試色·瓦片二
2022  |  白陶  |  尺寸不定

李瑾
LI Jin

幽人清事，總在自適

陶瓷與茶文化淵源深厚，茶文化正因陶而起，

隨瓷而至也。茶器於茶文化、茶具之族為重

關。文人求茶飲，求其异於茶器者。其一茶不

唯純茶形香，又求其質美惡。小茶器含禪，

茶，瓷三者，呼天物之古拙隨性，和人心之平

和從容。

少時鐘意看石頭，槁枝諸自然東西，質感與肌

理亦興樂。初創作時，任性以作己所好，犧牲

功能性，後考量茶器為取用者，故取其平衡，

又好看又善用。創作時，通常無預設的結果，

會隨性組合鐘意之元素，每有不如意，然得其

意表。從錯誤中學習，於我而言，不強調故事

性，表現自我的意境，美感和創意。	

沒有天生的閒情之人，只是有的人天生性靈清

健，願意為雅趣所怡養。將自身性靈安放於茶

器之中，散發出興味不凡的閒情意趣，成為最

耐人品尋的自適生活。汲一泉水，生一爐火，

烹一壺茶，或可開懷暢聊，或可清談小敘，	

杯盞之間，足可漱心。

自適系列一
2022  |  瓷泥，Crank粗砂泥，日本朱雀泥  |  	
壺	14	x	18	cm，公道杯	10.5	x	10	cm，	
杯	5.5	x	5	cm

自適系列三
2022  |  黑山泥  |  蓋碗	15.5	x	10.5	cm，	
公道杯	12.5	x	12	cm，杯	7	x	6.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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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芷蔚
TANG Tsz Wai Cheri

聲音是如何產生的——它要麼是一種主動能量

與另一種被動力量接觸，要麼是雙方主動接

觸，聲音是由摩擦產生的。這個世界有規律的

和不規律的聲音，但通過聆聽當下的那一刻，

就是那一刻的音樂編排。在拉坯機上創造出各

種形態的同時，我正在聆聽和感受我身體與瓷

器的節奏，以及拉坯機的速度與距離之間的張

力。當陶器完成後，其物性於空間的存在亦可

改變該空間原有的聲音頻率，即使那種改變是

如何的細微或幾近無法以人類感官察覺，然而

我還是想仔細地聆聽它。

<O, (O) 0.1
2022  |  白瓷，乒乓球  |  尺寸不定

>| 0.1
2022  |  白瓷  |  尺寸不定

陳恩賜
CHAN Yan Chi Paul   

商業社會常有隱藏數據。賣拉麵的湯底隱藏特

別的配料，教傳統武術師傅也有不外傳的招

式。但數據也不永遠隱藏，要等到某時分，隱

藏數據才會浮現。

關於我出生的首十年，不論我如何思考也無法

記起來！長大後才知醫學界有所謂「童年健忘

症」這回事，當父母年老離世，才知覺要尋回

隱藏的數據。

我手繪日常的單據，包括差餉及信用卡收費

單。若細心會發現單據背面印有圖案，原因大

家心裡有數。著重私隱或隱藏數據，是我這組

作品提出的問題。			

1+1=3
2022  |  鉛筆紙本  |  26	x	36	cm

1+1=
2022  |  鉛子筆紙本  |  26	x	3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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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若羲
CHAN Yeuk Hei

鄭盈欣
CHENG Ying Yan

我從小學習小提琴，熱愛古典音樂，每當我聽音樂時，腦海裡便

會出現不同的感覺與色彩，我想把聽到的感受到的傳達給觀眾，

用不同的質感、色彩、線條等等元素，讓觀眾切身體會到我所想

象的音樂世界。

無題一
2022  |  油彩帆布  |   
93	x	80	cm

Beethoven Symphony  
No. 9 in D minor, Op.125
2022  |  油彩布本  |   
93	x	80	cm

‘What brings us here, my fellows, a temporary entice or lunatic.’

Come with me my fellows, together into my sweet little dream 
2022  |  Oil on Wood Panel  |  30 x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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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玲
CHIU Man Ling

何淖嵐
HO Cheuk Nam

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顏色，對顏色的感覺可以是純粹、可

以是主觀。趙文玲畫筆下的藍，是浪漫、是真誠、是憂鬱、是靜

謐，也許是更多……

藍色令畫布成為一面鏡子，投射出她內心的和平與安寧，在超現

實如夢似幻的空間給自己純淨的告白。

《告白》系列三
2022  |  鐵線、塑膠
45.7	x	45.72	cm	 	

《告白》系列二
2022  |  油畫、鐵缐、塑膠、	
帆布  |  60.96	x	45.72	cm

城市中，

有件百無聊賴的事，

重覆又重覆地閃動着。

好像一閃一閃亮晶晶，

高掛在天上的小星星。

交響樂
2022  |  鉛筆畫紙  |  7.4	x	10.5	cm

交響樂
2022  |  油彩布本  |  13	x	1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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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慧
HO Sze Wai     

何汘悅
HO Tsin Yuet Tinia   

隔離期間我用寫生記錄在家的生活。從觀察和

紀錄家居的物件，思考如何和生活相處、和自

己相處。

宅記
2021-2022  |  水彩、廣告彩及紙巾  |  尺寸不定

或者我們也認為這一切就是我們腦海中所想的

一切。那線條，那被線條包裹的形狀，被形狀

所覆蓋的內涵，在內涵𥚃所隱藏的真相。你所

認為熟悉的人，熟悉的環境，熟悉的家，甚至

是你的自我，也不過是被你眼中所包覽的線條

和形狀掩蓋了。越要追求真，只會越被假象蒙

蔽。屬於你個人的，屬於我個人的，或許只是

我們希望借來修飾缺點的謊言。若果我說一切

本來就是醜惡的，你是不是恨不得逃回個人的

完美世界？若果它不在了，你會否恐懼。

纏
2022  |  塑膠彩，刺繡，帆布  |  38	x	3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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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豪
HUI Sai Hou Ssan

黎詠晴
LAI Wing Ching

作品受《看見動物》一書啟發，書中描寫了人類每天都可能在有或

無意識之下與動物產生互動或干預，同時亦有可能將人類一廂情願

的想法代入動物的需要而造成的矛盾等等，書內的文字或場景都是

令我產生共鳴和開始創作的起源。

在畫面連串的動物形態和場景中，刻意地把動物的體積放大和縮

小，比喻人類常偏好關心某幾種特定物種而漠視其它（物種歧視）；	

弄皺的畫紙來表達動物在人類主導世界裡的無力感。

不分化（局部）
2022  |  水墨，宣紙  |   
120	x	69.2	cm

在疫情之下，留在家中時間變多了，發現自己無所事事沒有方

向，過着一日復一日的生活。因為想增長自己的技巧，加上聽說

維持21日做一件事情就會成為了習慣，為了養成每天繪畫習慣，

而創作了這系列作品。

在日曆紙上一天一畫，畫上了我那天經過的事情，如我吃過的食

物、飲品、看到的天空、玩過什麼遊戲等等……記錄了我平淡而

快樂的生活。	

習慣
2022  |  塑膠彩、水彩、油粉彩	
紙本  |  19	x	26	cm	每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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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琦	
MAK Sze Kei 

龐雪瑩
PONG Suet Ying Tiffany

停滯的𣊬間，顯⽰的局部，加深了印象。我將

會忘記那些消失的圖像、流逝的畫面，能做的

只有重組和記錄僅有的記憶。

後會有期	
2022  |  油彩布本  |  15	x	12	cm

⽇落星辰	
2022  |  油彩布本  |  14	x	14	cm

在這作品中，我刻劃出我在這個殘酷又美麗的

世界中，掙扎和喘息的自己。畫作反映在壓抑

環境中成長的我，內心深處的世界。

我從小在畸形的家庭長大，生活困擾著我的自

由，家庭的枷鎖束縛著我的權利和尊重。在充

滿壓抑和冷漠的童年環境中長大的我，長大後

亦一直受困於情緒病。而沉淪於藝術創作是我

釋放壓力、逃離現實的途徑。

另外，我著迷於我的美學，低飽和度的色彩刻

劃著畸形的肢體、配合空虛又迷幻的空間構

圖，表現我脆弱的內心猶如空洞，卻富有色

彩。對我來說，完成一幅符合自己的作品，能

夠為我破碎的心靈帶來治愈和溫暖。

Tiff-niverse
2022  |  塑膠彩，帆布，混合媒介  |  80	x	60	cm

干涸びた鼓動
2022  |  塑膠彩，帆布，混合媒介  |  90	x	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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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榮中
SO Wing Chung

司徒穎賢
SZETO Wing Yin  

我時常覺得人是一種很孤獨的生物。

我從心底內覺得自己孤獨。時常覺得自己彷彿被世界隔絕了一般

……

我想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總容易想到比較負面。

每個人一定會經歷不開心、令人痛苦的事，只能在孤獨的內心世

界獨自痛苦。

而當中便會有一個過程，例如痛苦、自我懷疑、掙扎、絕望等等

……

很喜歡魯迅的一句說話：「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人與人之間其實並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而有誰能真正能明白自己內心的痛苦？

我想藉着作品去表達人的情感。

當痛苦到絕望、當停止了掙扎，到底會怎樣？

當看到我的作品時是否也會有共鳴？

掙扎
2022  |  油彩布本  |   
60	x	80	cm

絕望
2022  |  油彩布本  |   
60	x	80	cm

近年各種社會狀況的變化，我觀察到有很多設施或空間的功能被

改變，能夠連繫人的關係的空間有所不同，我發現原來一直存在

的空間的形象會隨著社會狀態而變化。而人的生活習慣亦會因此

而改變，而這種變化會令人對於該空間的情感有改變，對我來

說，某些場所帶給我的感受已經截然不同，而我認為這種感受是

普遍性的。我透過繪畫來表達我眼中的社會狀態的轉變，利用不

同顏色和筆觸來呈現城市和人的變化，表達對當下社會的看法。

剪頭髮
2022  |  油彩布本  |   
60	x	50	cm

進食
2022  |  油彩布本  |   
60	x	5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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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明蔚
TANG Ming Wai Renee

『我的思想，我的身體和我都住在一個地方，但感覺就像我們是

三個完全不同的人	-	斷開連接』 ‘Home	Body’ by	Rupi	Kaur	

我的系列作品是用丙烯酸、水彩、粉彩和油畫棒完成的。我使用

富有表現力的筆觸和塗抹方式創造出模糊的圖像，通過無法在腦

中把事物形象化的人的視角講述我生活的經歷。這一系列繪畫著

重細微的情感，保留個人的色彩而沒有多餘或不必要的痕跡。

當你閉上眼睛時，你看到了什麼？也許是您最喜歡的人的生動形

像或您從前吃過滿意的一餐？對於許多有“心靈之眼”的人來

說，記憶可能被描述為明亮而清晰，但對我來說，想像力基本上

是盲目的。人們經常想像場景、人物、生活經歷、想像、物體和

計劃中的事件。這種可視化事件和圖像的能力在人們的生活中起

著重要作用。但對於那些患有心盲症的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終

生的謎團。

Ohio River
2022  |  粉彩，水彩紙本  |   
23	x	23	cm	

Downtown III
2022  |  炳稀酸，水彩紙本  |  
23	x	23	cm

曾麗洪
TSANG Lai Hung

在我的印象中，香港麻雀是有很強的生命力和

非常聰明。當我還作小孩時，父母常常對我說

一句諺語：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句說話刻

在我心，另我覺得麻雀存在是有一種啓發。在

年輕時候，我很喜歡遠足，發現獅子山，馬

鞍山，大帽山，是有不同的高度，分別為495

米，705米，957高。

在這幅畫中，因受超現實派的影響，我畫了一

隻麻雀只呈現有頭尾的部份。超現實的麻雀站

在一本視覺日記和香港最高的山上，凝望獅子

山日出為主題。

香港麻雀 (Ma On Shan)
2022  |  塑膠彩布本  |  28	x	42	cm	

香港麻雀 (Tai Mo Shan)
2022  |  油彩布本  |  101	x	7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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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曉詠雖然在讀	 Fine	 art	 的課程，但她從小喜

歡畫漫畫因此她的大部分作品雖使用塑膠彩卻

又配著漫畫畫風去作畫。在畢業作品中甚至混

合着漫畫分鏡的方法去作畫。

Toasted marshmallows!
2022  |  塑膠彩，帆布  |  90	x	60	cm

Life hard but I have cherry
2022  |  塑膠彩，粉彩，帆布  |  90	x	60	cm

童曉詠
TUNG Hiu Wing  

黃浠姸
W.A.A

被逼壓的一段時間，沒辦法畫自己喜歡的過

去，一幅放⾶自我狀態下畫的自畫像，採用了

巴洛克風格的基礎顏色配合鮮明度高的顏色呈

現出層次感。看着鏡子裏的自己，以自己的感

知和視覺，配上現代摩登的電子風格撞上巴洛

克時期的色調，做出一個反差，卻出奇地沒有

違和感。在素材、構圖及筆觸之間，以嶄新的

藝術表現，呈現出我的情感律動，充滿節奏速

度感的線條，點線，活潑感滿滿。我是自由的

畫家，沒有限制的，畫我想畫的東西，不一定

需要有意思，隨心的，把我的感受，都記錄在

畫布上。

夜空
2021  |  油彩布本  |  50	x	76		cm	

自畫像
2021  |  油彩布本  |  70	x	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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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恩
Janet Elizabeth WHELPTON

這些作品圍繞着一本英文小説：明日之書	

（The	 Book	 of	 tomorrow）。作者是愛爾蘭暢

銷愛情小説作家西西莉雅．艾亨。（Cecelia	

Ahern）小説講述少女塔瑪娜遭遇巨變後的心

路歷程。看完這本書後，我把所思所想記錄下

來，包括一些喜歡的場境，個人的傳釋等等。

修道院
2022  |  木顏色紙本  |  21.5		x	14	cm

神祕⽇記本
2022  |  木顏色紙本  |  21.5		x	14	cm

余嘉晉
YU Ka Chun

杳無人跡的似曾熟識之地。

當一切已人去樓空，此空間只留在記憶中。

藉著繪畫，帶觀眾進入內心中的奇異空間。

無題一
2022  |  塑膠彩布本  |  30.5	x	40.6	cm

無題二
2022  |  電繪  |  2388	x	1668	pi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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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賢
CHAN Chun Yin

對未知的恐懼使我對自己的處境反應過度，甚

至言過其實。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情緒中誕生

的。靈感來自30年代澳大利亞國內的一個軍

事行動「鴯鶓戰爭」。政府號召士兵們武裝起

來，只為打獵做好了準備，卻嚐到慘敗，遭到

大自然狠狠的重拳。鴯鶓不比士兵大，荒謬處

正是恐懼竟來自某種無害動物。我用1/35比例

的模型士兵和紙板來重構了這場戰爭，用光把

鴯鶓的影子放大成一個巨人。我在黑白照片使

用了黃色濾鏡，以營造	30	年代戰時老照片。

Spy
2022		|		數碼照片		|		13	×	18	cm

Giant
2022		|		數碼照片		|		13	×	18	cm

陳紫琪
CHEN Ziqi

10年間，一直以一位母親身份存在，嘗試問自

己可否在創作中有一些屬於自己的蹤影。在攝

影作品《22天》中，我採用黑白攝影連貫的紀

錄拍攝，作品最大程度上還原出環境裡的真實

狀態，表現了自己身患新冠後22天徬徨與在迷

茫中想找回自我的那份心態。在小朋友眼中的

母親是一位擁有童心同樣亦在成長的在讀大學

生。作品能表達出小朋友對染疫的母親是復元

最大的鼓勵。

22天
2022		|		噴墨打印照片		|		26.8	x	15.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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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曉瑩
CHOI Hiu Ying

我問我自己，我是一個怎樣的人？「真我」是

什麼？它真的存在嗎？我要怎樣讓人認識這個	

「真正的我」？於是我決定透過攝影，講述三

個我不是隨便告訴人、有關我而又真實的故

事－	〈漏走〉、〈髒的〉和〈紋浪〉，讓觀眾透過

這個作品，認識一點「我」。

我利用我日記的文字和圖像紀錄作參考，創作

出這三個系列的相片。

〈漏走〉是關於我的狗狗B a r b i t兩年前因癌

病離去的故事。〈髒的〉是講述我同性的性取

向。〈紋浪〉是有關我對自己生命完結的想像。

漏走 Drippling
2022  |  噴墨打印  |  29.7	x	42	cm  |  6張

髒的 Filthy
2022  |  噴墨打印  |  29.7	x	42	cm  |  6張

許潤平
HUI Yun Ping

香港最近兩年武漢肺炎疫情困擾大家生活，本

身大家熟悉的地方，都改變了成為臨時檢測場

地。大家相信都記憶猶新，我的作品希望從平

日大家居住的社區去看檢疫措施用19區作為我

的出發點。檢疫中心是一個暫時的措施，當香

港疫情已經結束的時候，它已經結束自己的使

命，所以我想記錄它短暫而大家永遠都不會忘

記香港的其中一個短暫的歷史。

我的作品拍攝方法是運用比輕巧纖細鏡頭以便

穿越鐵絲網，以第一身的角度去看流動檢疫中

心。因為太多地區流動檢測中心都設在遊樂場

等等被封圍的地方。

葵青
2022  |  數碼照片  |  29.7	x	42	cm

觀塘
2022  |  數碼照片  |  29.7	x	4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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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欽
LAM Chat Yam

《寵牲·重生》 

蹲下來，放下我們為人的高姿態，接近牠們，讓牠們飽嗅你的氣

味。不少愛寵之人都會帶自己的寵物犬去拍攝照片，展現可愛的

一面。但是對於香港一些流浪狗收容所的負責人和這裡的義工而

言，能給予狗狗們三餐溫飽和保持牠們的身心健康是最實際且需

要解決的。	這個系列的作品是我與兩間流浪狗收容所	──	「阿棍

屋」和「吳家村狗狗之家」合作，拍攝正在等待領養的狗狗，讓

牠們也有一個展露笑容的機會。	

站起來，了解牠們生活的困難，關愛牠們，給牠們「重生」的	

機會。

阿棍屋狗狗一
2022	|		亞加力板UV打印		|	 		
59.4	x	84.1	cm

蕭碧金
SIU Pik Kam, Olivia

遊戲規則

在南蓮園池是嚴禁用三腳架的，我很想挑戰一

下這個規定。針孔攝影一般需要長時間曝光，

我便利用園內的欄杆，或其他物件代替三腳架

作長時間曝光拍攝，當中過程是有趣的，拍出

來的效果也是意想不到。針孔攝影同時也把南

蓮園池不一樣的景觀展⽰出來。

靜思
2022  |  纖維暖調銀鹽相紙  |  40.6	x	50.8	cm

自制針孔相機
2021  |  木材，黑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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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卓瑩
TING Cheuk Ying

這個作品是一系列有關我患病的寫照。我常感

到頭暈虛弱，嚴重影響日常生活。這是我一生

中最大的煩惱和痛苦，我想表現出在我腦海裏

最難過和最難以忍受的時刻。

我的創作靈感來自以往的經歷，我想讓同樣受

到疾病纏繞的人們知道，有病並不可怕，最重

要的是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這件作品代

表了我抑鬱痛苦的經歷。做這個攝影項目讓我

從藝術作品中敢於面對頑疾。我想表達陪伴者

對病患者的重要性。我也是因為有家人的陪

伴，才能慢慢地接受疾病永伴左右的事實。

這次創作我運用了拼貼的技巧去形成一個關

聯，一面是現實生活中我生病的樣子，另一面

是有關長期以來聯繫到我疾病的物件，從而去

表達渴望改變的情緒。

我的患病⽇常
2022  |  噴墨打印  |  29.7	x	42	cm

生病對我的影響
2022  |  噴墨打印  |  29.7	x	42	cm

黃慧嘉
Scarlet WONG

我參加香港藝術學院畢業展的是一組真人和娃娃的裸體藝術的攝

影作品，娃娃是以真實的人原本應該呈現的真實、完整、開放和

舒服的形態和方式在照片中展現出。

而相反地，真人卻以假娃娃隱藏、不自然、看不清楚和遮掩的形

態和方式展現出，真人在裸體藝術的形態中必須被隱藏起來。不

像假娃娃在裸體藝術中可以那麼真實、自然和開放地呈現。通過

這一組攝影作品挑戰了社會對裸體藝術的看法和思考，提出“為

什麼要隱藏裸體藝術的形式？不像裸露藝術作品的形式可以自然

表現那樣自由。”等的問題。

nude or nude??? 
2022		|		噴墨打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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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曉慧
LAW Hiu Wai

陳鈺淇
CHAN Yuk Ki Yuki  

李瑾
LI Jin

何鳳琴
HO Fung Kam

鄧芷蔚
TANG Tsz Wai Cheri

陶藝
Ceramics

繪畫
Painting

鄭盈欣
CHENG Ying Yan

陳恩賜
CHAN Yan Chi Paul   

趙文玲
CHIU Man Ling

陳若羲
CHAN Yeuk Hei

何淖嵐
HO Cheuk Nam

何思慧
HO Sze Wai     

何汘悅
HO Tsin Yuet Tinia   

許世豪
HUI Sai Hou, Ssan

黎詠晴
LAI Wing Ching

⿆詩琦	
MAK Sze Kei 

龐雪瑩
PONG Suet Ying Tiff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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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
Painting

余嘉晉
YU Ka Chun

黃浠姸
W.A.A

華美恩
Janet Elizabeth WHELPTON

蘇榮中
SO Wing Chung

司徒穎賢
SZETO Wing Yin  

鄧明蔚
TANG Ming Wai Renee

曾麗洪
TSANG Lai Hung

童曉詠
TUNG Hiu Wing  

蔡曉瑩
CHOI Hiu Ying

陳俊賢
CHAN Chun Yin

許潤平
HUI Yun ping

陳紫琪
CHEN Ziqi

林澤欽
LAM Chat Yam

蕭碧金
SIU Pik Kam Olivia

丁卓瑩
TING Cheuk Ying

黃慧嘉
Scarlet WONG 

攝影
Photography



鳴謝

香港藝術學院導師

區凱琳

陳曉筠

陳翹康

陳世樂

張煒詩

張施烈

程展緯

祝雅妍

香建峰

鄺鎮禧

黎健強博士

林志光

林繁盛

林嵐

梁展峯

李世莊博士

李碧慧

梁文豪

盧可兒

盧文謙

潘輝煌

盛虹博士

蕭偉恒

鄧惠儀

曾翠薇

黃嘉敏

黃麗貞

丘文彬

袁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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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委員會名單

陳恩賜

許世豪

陳鈺淇

羅曉慧

陳紫琪

鄧明蔚

蔡曉瑩

許潤平

鄧芷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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