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東鵬 

生於 1978 年，林東鵬與其他九十年代成長的香港藝術家一樣，經歷了從君主立憲殖民統治，

到回歸祖國的急劇變遷。林的創作遊走於繪畫、裝置、聲音和影像之間，以具玩味和充滿好

奇心的想像力，重新組合傳統圖像和本土元素，融合拾得物和現成影像衍生實驗性的創作。

他的作品大多以集體回憶和稍瞬的愐懷為主題，審問我城交錯覆疊的現實。在他寓言式的風

景中，山水和旅程是時間、距離、願境和失去的連結。 
 
林東鵬的個展包括香港刺點畫廊的“山洞記”（2019）、香港王屋村古屋的“邂逅！老房子 — 
林東鵬x王屋村古屋”（2017）及美國三藩市舊金山中華文化中心的“好奇匣”（2013）。他曾

參與的聯展包括香港大館的 “墨城”（2021）、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 “Memento: 
Jayashree Chakravarty and Lam Tung Pang” （2021）、香港藝術館的 “原曲變奏—香港視點”
（2019）、“深港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德國杜塞爾多夫NRW Forum的“CHINA 8”（2015）

和英國倫敦泰特美術館的“不出賣靈魂 — 獨立藝術節”（2010）。林於2012年獲頒亞洲文

化協會藝術獎助金。他的作品被德國的Burger Collection、香港的德意志銀行藝術收藏、香港

藝術館 、法國與美國的Kadist藝術基金會、香港的M+等收藏。 
 
林氏現於香港居住及工作。 
 
 
部分個展	
2019 “山洞記”，刺點畫廊，香港 
 
2017 “邂逅！老房子 — 林東鵬 x 王屋村古屋”，王屋村古屋，香港 
 “碎片時代”，前波畫廊，北京，中國 
 
2016 “玩具亭”，K11 藝術空間，香港 
 “時態”，當代唐人藝術中心，香港 
 
2015 “《好奇匣•香港》之作客家鄉”，新都酒店，香港 
 
2014 “Play”，Espace Louis Vuitton，香港 
 
2013 “好奇匣”，舊金山中華文化中心，三藩市，美國  
 
2012 “過去進行式 — 林東鵬近作展”，香港歌德學院，香港 
 
2011 “林東鵬：近觀遠望”，漢雅軒，香港 
 “藝遊鄰里計劃 V：觀察．寫 – 林東鵬作品展”，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 
 
2010 “情‧景 ─ 林東鵬繪畫及混合媒介展”，漢雅軒，香港 
 “動物來了香港 ─ 林東鵬作品展”，時代廣場，香港 
 
2008 “林東鵬新作展”，漢雅軒，香港 



“城市計劃：我的母親在哪？ ”，EXHIBIT， 倫敦，英國 
“中藝博國際畫廊博覽會”，展位：漢雅軒，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北京，中國 

	
2006 “西．遊記 — 林東鵬作品展”，中環廣場，香港；奧海城，香港 
 “Mind the Gap”，Toni Heath Gallery，倫敦，英國 
 
2005 “衍 （二） 現在的過去”，火炭華聯工業中心，香港 
 “衍：林東鵬作品展”，嘉圖畫廊，香港 
 “Breath”，Toni Heath Gallery，倫敦，英國 
 
 
部分聯展	
2021 “墨城”，賽馬會藝方，大館，香港 
 “Memento: Jayashree Chakravarty and Lam Tung Pang”，亞洲藝術博物館，舊金山， 

  美國 
 “希望之後：反抗的錄像群展”，亞洲藝術博物館，舊金山，美國 
 
2020 “走近—荷李活道”，如壹藝術館、乾馨唐、瀚明和永興行，香港 

“一園六季”，Para Site 和 Soho House，香港 
“煉法社”，刺點畫廊，香港 

 

2019 “原曲變奏—香港視點”，香港藝術館，香港	
“自宅字築：文學 × 視藝展覽”，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煉憶術” ，舊金山中華文化中心，三藩市，美國 

 
2018 “火花！城市行者日記” ，油街實現，藝術推廣辦事處，香港 
	
2017 “深港城市 \ 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中國 

“仙境奇遇”，刺點畫廊，香港 
 “轉變”，前波畫廓，紐約，美國 
 
2016 “真實的假像”，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術館，上海，中國 
 “下一個目的地：香港”，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香港	
	
2015 “時間遊人”，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 
  “CHINA 8”， NRW Forum，杜塞爾多夫，德國 
	
2013 “新．朦朧主義”，東京画廊+BTAP，北京 
 “香港當代藝術獎 2012”，香港藝術館，香港 
 “原道 — 中國當代藝術的新概念”，香港藝術館，香港 
 “藝想天開︰啟迪潛能之旅”，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 
 “滴溚 滴”，牛棚藝術村，香港 
 “香港眼”，ArtisTree，香港 
 “繪畫大道中 — 3．半鑊生半鑊熟”，香港城市大學，香港 
 
2012 “諸時代中最好，諸時代中最糟：當代藝術之復活與啟示”，基輔雙年展，基輔， 

  烏克蘭 
 “香港眼”，薩奇畫廊，倫敦，英國 
 



2011 “Vision of Nature: Lost & Found in Asian Contemporary Art”，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承傳與創造 — 藝術對藝術”，香港藝術館，香港 
 “藝遊鄰里計劃 V 揭幕展”，香港大會堂，香港	
 	
2010 “不出賣靈魂 — 獨立藝術節”，泰特現代藝術館，倫敦，英國 
 “視界新色”，香港藝術館，香港 
 “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 2009”，香港藝術館，香港 
 “承傳與創造 — 藝術對藝術”，上海當代藝術館，上海，中國 
 “The Linear Dimension —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rt”，嘉圖畫廊，香港 
 
2009 “具像 + 抽象 — 香港當代油畫、水彩、版畫展”，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 
 “Some Rooms”，奧沙觀塘，香港 
	
2008 “香港大世界”，漢雅軒，香港 

“出境 — 廣深港澳當代藝術展”，何香凝美術館，深圳，中國	
 “「拾月當代 二零零八」計畫：「鳥巢之下」”，港鐵中環站，香港 
 “香港國際古玩及藝術品博覽會”，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	
 “香港．藝術．中心 — 藝術中心三十周年展覽”，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從內到外”，奧沙畫廊，新加玻 
 “Hong Kong Unveiled” ，香港安亭拍賣公司，香港 
 “藝術貨櫃計畫：美麗旅程 / 美麗世界”，西九文化區，香港 
 
2007 “Some Rooms”，奧沙觀塘，香港 

“從內到外”，奧沙畫廊，北京，中國 
 “地軸轉移：藝術家對香港回歸十周年的回想”，上海當代藝術館，上海，中國	
 “林東鵬，薜珺 畫展”，漢雅軒，香港	
 “體育．藝術，李寧 x 香港創意人”，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	
 “伙炭：工作室開放計畫 2007”，火炭，香港	
	
2006 “傑出亞洲藝術獎入圍作品展”，連卡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香港	
 “上海藝術博覽會青年藝術家推介展 2006”，上海世貿商城，上海，中國	
	
2005 “Small is beautiful XXIII”，Flowers Central，倫敦，英國	
 “The Hunting Art Prizes”， 皇家藝術學院，倫敦，英國 
 “MA & Other Post Graduates Exhibition”，Atkinson Gallery，倫敦，英國 
 
2004 “Small is beautiful XXII”，Flowers Central，倫敦，英國 
	
2003 “伙炭工作室開放計劃 2003”，火炭華聯工業中心，香港 
 “香港藝術雙年展”，香港藝術館，香港	
 “這一刻…SARS 回應展”，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Landscape of the Mind: Paintings by Chan Sum-nam & Lam Tung-pang”， 
嘉圖畫廊，香港	

	
2002 “Triple Play”，1a 空間，牛棚藝術村，香港	
	
2001 “三一八工作室開幕展”，火炭華聯工業中心，香港	
 “諾基亞亞太區藝術大獎賽 2000 — 想像的樂園”， Insa Art Center，首爾，南韓 	

	



	
獎項	
2014 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視覺藝術） 
 
2012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畫推動文化藝術發展傑出人士 
 亞洲文化協會藝術助長金 
 
2009 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獎 
 
2006 Sovereign 傑出亞洲藝術獎，公眾大獎 
 
	
	
收藏 
The Burger Collection 
德意志銀行藝術收藏（香港） 
香港藝術館（香港）  
Kadist 藝術基金會（法國及美國） 
K11 Kollection（香港） 
香港立法會（香港） 
M+（香港） 
MTR（香港） 
倫敦藝術大學（英國） 
白兔中國當代藝術收藏（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