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成
劉學成（1979 年生於香港）以雕塑和裝置為主要創作媒介。他醉心於中國古典文化和文

學，熱愛收集有關的器物與書藉，並以不同的形式將之融合於藝術創作中。他經常以親手
製作的木雕，與舊器物拼合和對比，開闢理解和欣賞中國古 典文化的新角度，在概念上
串連古今。不論是某器物過去的故事或身上被留下的痕跡、某香港詩人被遺忘的詩詞、某
戲曲的其中一段落，或金庸武俠小說中某經典場面，都能成為他的創作靈感和題材。這除
了展現劉對中國文化的融會貫通，也流露著他關懷社會與自然的人文精神。
劉學成的個展包括天津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的 “求不得—劉學成混合媒體作品個展”
（2011）和香港藝術中心的“ 詩前想後”（2006）。他曾參與的聯展包括香港藝術中心
包氏畫廊的 “自宅字築：文學 × 視藝展覽”（2019）、油街實現的“火花！新遊社：文創導
賞員@社區”（2017）和牛棚藝術村 1a 空間的 “島敘可能：文學 x 視藝”（2016）。劉於
2017 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奬。
劉現於香港生活和工作。
教育

2007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純藝術碩士學位

2005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純藝術學士學位

2003

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學院, 藝術文憑

個人展覽

2020

“脈”，常常集品，香港

2017

“目睹以外現象錄”，藝穗會，香港

2014

“向你好說你好”，安全口畫廊，香港

2013

“測不準定理—劉學成作品展”，提藝廊，香港

2011

“求不得—劉學成混合媒體作品個展”，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天津，中國

2010

“「隔窗有嘢」四月展演：從荷李活到上海—百年老店之學成號雜貨—舊物交換與
收集行動”，活化廳，油麻地上海街

2008

“藝遊鄰里計劃 IV：乞泉齋內的水動山靈—劉學成作品展”，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香港

2006

“規律—劉學成個人行動”，白管子畫廊，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

2006

“詩前想後—劉學成個人作品展”，二樓原作畫廊，香港

聯展

2020

“在意識盡頭的掌心”，刺點畫廊，香港
“走近 —荷李活道”，乾馨唐、如壹一四九藝術館、瀚明、永興行，香港
“抗爭週年藝術展—微光之城”，合舍，香港

2019

“尋找海岸線—藝術大巡遊”，紅磡大環山公園到土瓜灣牛棚藝術村，香港
“藝廟春祭”，合舍，香港
“自宅字築：文學 × 視藝展覽”， 包氏畫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2018

“最 大展”，牛棚藝術村，香港
“視乎”，合舍，香港

2017

“靜聽深度—香港藝術學院 Alumni Network 展覽 2017”，包氏畫廊，香港藝術
中心， 香港
“非常時期—VT 二十週年小品展暨新書發表”， 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市，台灣
“火花！新遊社：文創導賞員@社區”，油街實現，香港
“形同虛設—文學視藝再造香港史，1a 空間，牛棚藝術村，香港

2016

“島敘可能：文學 x 視藝”，1a 空間，牛棚藝術村，香港
“墨啟未來”，兩依藏博物館，香港
“西九化談實錄 之 燒數簿”，C&G 藝術單位，香港
“見地：尋找香港的大地藝術”，動漫基地，香港
“多媒體文學展覽：文本中存在或不存在的香港記憶”，動漫基地，香港
“Underdog”，Herrero de Tejada，馬德里，西班牙

2015

“與它同行”，藝穗會，香港
“喜氣洋洋熱烈地彈琴熱地唱普世歡聚慶 藝術公社捲土重來暨 香港回歸十八
周年展”，藝穂會，香港
“時間遊人”，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
“山外山－楊凱、劉學成雙個展”，藝穗會，香港
“畫廊十週年紀念展覽—對話”，YY9 畫廊，香港

2014

“The Circle of ______”，元創方，香港
“明日六四”，網上展覽
“復辟 vs 挪用經典—港台交流展”，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Small is Beautiful V.5 - Small Sculpture Show”，獅語畫廊, 上海, 中國
“闇室”，提藝廊，香港

2013

“韓國太和江國際生態藝術節 2013”，韓國蔚山市太和江森林公園，蔚山市，韓國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 2013”，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

2012

“Transformation & 8th Anniversary Show” ，YY9 畫廊，香港
“黑市藝術快閃展”，灣仔機利臣街街市，香港
“Detour 2012：排檔藝術嘉年華 II”，前灣仔已婚警察宿舍，香港
“煉銀術－從煉金到煉膠”，奧沙畫廊，香港
“盈彩 · 風流 - 港澳臺城市生活藝術展”，善美當代藝術畫廊，北京，中國
“回應 Market Forces─夏令藝術跳蚤市場”，奧沙畫廊，香港
“香港八月「藝術．家．年華」” 善美當代藝術畫廊，北京，中國
“伸縮計”，安全口畫廊，香港
“線—港澳臺青年藝術家五人展” ，善美當代藝術畫廊，北京，中國
“In the arms of the void”，Pink Gallery，首爾，韓國
“13 吉祥－十三街新春社區藝術計劃”，藝術公社，牛棚藝術村，香港

2011

“PAPER TALES 紙藝裝置展覽”，ArtisTree，香港
“LANDSCAPES”，京畿道創作中心，安山市，韓國
“愛未來藝術展覽”，Art Island East，香港
“原始當代‧三計劃系列─原始刻劃‧當代雕塑立體藝術作品展覽”，大棠荔枝園，
香港

2010

“再造聖誕藝術展覽”，藝術公社，牛棚藝術村，香港
“亞洲藝術邀請展”，紅專廠，廣州，中國
“展覽實驗  實驗展覽四「無題展」”，Wrongplace，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 香 港
“2010 Air Program in Litmus “Wongok-dong Recipe”，Community Space Litmus，
安山市，韓國
“展覽實驗  實驗展覽三「香港當代藝術─墮落展」”，Wrongplace，賽 馬 會 創 意
藝術中心，香港
“味不可言”，K11，香港
“展覽實驗  實驗展覽二「唔知啶」”，Wrongplace，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 香 港
“展覽實驗  實驗展覽一「展 覽 是 羅 生 門 ? 」” ，Wrongplace，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心，香港
“民間地圖志”，Hanart Square，香港

“Silence”，Blue Lotus Gallery，香港
“拾遺．補闕—實用器物研究”，包氏畫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港文化  港創意”，元創方，香港
“遊詩源”，YY9 畫廊，香港
2009

“斗室”，奧沙畫廊，香港
“藝術行街”，移動展覽，香港
“ArtLARM Market@中環鐵行里” ，中環鐵，香港

2008

“Reversed Reality”，Worksound，波特蘭，美國
“Master Mind 2008 藝術碩士課程畢業展”，包氏畫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藝術捐獻箱計劃”，藝術公社，牛棚藝術村，香港
“藝術貨櫃計劃”，西九龍文化區，香港
“藝遊鄰里 4 揭幕展”，香港大會堂，香港

2007

“西九新展場‧預展”，C&G 藝術單位，香港
“墨而後思”，Blue Lotus Gallery，香港
“獨一有異”，二樓原作，香港
“Almost 18”，白管子畫廊，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

2006

“「是樹不是樹」環境藝術雕塑裝置展”，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香港
“詩前想後 2”，寄隅於中環漢雅軒，香港
“典範轉移—藝術學士學位課程畢業展”，包氏畫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出走”，1a 空間，牛棚藝術村，香港

2005

“Pre work”，二樓原作，香港
“飲食之間”，arttube，中環地鐵站，香港
“過道”，YY9 畫廊，香港
“童玩童心”，二樓原作，香港

2004

“活生生活”，白管子畫廊，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
“香港藝術中心藝術學院，藝術文憑畢業展”，包氏畫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2003

“著名國際視藝工作者駐港計劃—徐冰工作坊展”，包氏畫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女子女女女”，藝術學院畫廊，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藝術家交流及駐留

2017

閲換遊誌 Leafing Places—香港 x 阿姆斯特丹 社區交流遊，4bid Gallery，
阿姆斯特丹，荷蘭

2014

韓國非軍事區國際戶外藝術展，非軍事區，韓國

2013

TEAF 韓國國際生態藝術節，蔚山市，韓國

2011

京畿道創作中心，安山市，韓國
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天津，中國

2010

“Wongok-dong Recipe”駐場藝術交流及創作，Community Space LITMUS，安山，
韓國

2008

Worksound 駐場藝術交流及創作，波特蘭，美國

獎項

2017

香港藝術發展獎 2016 —藝術新秀奬（親覺藝術），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