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衍庸老師作品展 

丁衍庸老師贈予系友徐志宇的百多件作品展，已於 2014 年 12 月 27 至 29 日

假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行。展出之丁衍庸老師作品除內容精美、題材豐富外，

均附有畫題、釋文及年份，達到正規展覽的要求；此外展品排列有序、保護

安妥，展場大方得體。 

 

此項活動雖非由藝術系系友會舉辦，但一班系友無論曾受教於丁老師與否，

均抱着老師是大家的，和景仰老師藝術的心態，出力出心協助展覽工作，和

欣賞老師佳作，實為眾人興奮開心美事。 

碍於檔期緊張，三日的展出，

參觀人數不算頂多，但兩日由

李潤桓和高美慶大師兄、師姐

主持的教育活動，每場吸引

六、七十人聽講，把細小的展

廳擠得水洩不通，其中不乏連

到兩日的觀眾。高、李兩教授

均曾為丁老師學生，加上任教

藝術系多年，師道承傳，分別

以美術史研究角度和藝術創

作角度解說老師作品，實在是

難能可貴的舉措，觀眾均認為

獲益良多。 
 

展場播放了丁老師畫菊和畫荷共五幅作品的錄影，更令觀眾大開眼界，後學

者謂有機會目賭丁老師創作大寫意水墨畫之神髓奧妙，倍對丁老師的藝術佩

服有加。 
 

部份觀眾觀後與徐系友的對話及電郵，言詞對展覽之肯定及感謝，實在另人

感動。查徐系友於多年前曾多次求借另一創系老師陳士文的作品作展出，但屢 

不成功，實屬憾事。 

活動報告 

系友會於 2015年 1月 17日曾舉行活動「敦煌藝術和文化與教學的共融」

，出席的系友不多，但卻有中大校友及其他人士聞風而至。當日講者中

大校友張倩儀女士講解詳盡，把文化博物館的有關展廳介紹無一遺漏，

並將原本二小時之活動時間，勁加至三小時半，但參加者仍無倦意且細

心聽講。在此謹向張倩儀校友再表謝意。 

2015 年 3 月



 「80 ˙卅五」 
八零年畢業系友三十五周年師生作品展 
          

                    展覽籌策人：林惠如  
 

「趁青春，結隊向前行。」 
 

2011 年，「80 ·三十」師生展拆展日，同學們仍意猶

未盡，表示要再策劃 35 周年展。當日戲言，今日再在

母校舉辦師生展，這緣份那能不珍惜？ 
 

根據網上新的年齡劃分標準，原來我們這夥仍是年青

人！畢業後同學各奔前程，有的傳道 、有的教學 、

也有的專注創作；轉眼已卅五年，有趣的是各人性格

依然, 不失頑童本色。 
 

「80 ·卅五」師生展，展現出同學們在積聚人生經驗

與見識的同時 ，仍以純真的態度去追求藝術造詣的點

滴成果 。 
 

感謝兩位李老師再次參展以示支持和鼓勵 ，也感謝藝

術系系友會玉成於新亞書院許氏文化館舉行此次展

覽。 
 

開幕時間：2015 年 4 月 18 日（六）下午四時半 

 
展期：2015 年 4 月 18 日（六）下午四時半 

          至 4 月 30 日（四）下午三時 

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半 

      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星期日：閉館 

 

開幕及展覽地點：新亞許氏文化館 

 
參展者    ：  

在港 80 系友：黃成耀、林品湘、張沛愷、 

             林惠如、黃蓉詩  

海外 80 系友：楊淑懿、洪少瑛、李敏華、 

             陳伯安、陳鴻基 

老師：李東強教授、李潤桓教授  
 

                   歡迎系友蒞臨參觀！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會 2015 系友展 
 

    系友會今年的一個大突破就是衝出亞洲，踏足西歐舉辦聯展。

這個突破主要是承 2013 年台灣展覽之後的經驗，一個大膽的嘗

試。當然其中要多謝陳耐持校友的鍥而不捨，越過不少波折，幾

經艱辛才成功確定場地和日期，才能成就這個壯舉。 
  

    這次展覽主要由阿姆斯特丹的藝術團體 Tree House 協辦，主

題為中國線條。將於 6 月 27 至 29 日在阿姆斯特丹由舊教堂改建成

的 Dokzaal 展廳展出。 
      

    為配合展覽，6 月 25 及 26 日更有介紹中國繪畫紙筆墨及裱托

的工作坊，及由當地藝術家主持的工作坊 Rules and Space 於 NDSM 

船塢舉行。﹙主持：陳耐持、Mark van Praagh、左燕芬、郭玉美﹚
      

    這是我們與當地畫家的直接交流，這個新嘗試將增加系友會

舉辦海外展覽的經驗，為未來發展增添重大要素。 
  

    這次系友會阿姆斯特丹展覽還得到創會系友高美慶教授的大

力支持，贊助新畢業的同學；系主任莫家良先生給荷蘭方面的信

件支持 ，更有藝術系辦事處同事發消息給近五年畢業同學，這一

切都令我們衷心感激。更重要的是不少年輕的畢業同學紛紛來電

郵查詢，也不少加入成為我們的新血。這一一表明我們系友會找

到了新的發展方向，我們的組織能更茁莊成長呢﹗ 
 

參展系友共有 43 人：   
   
 

   李東強(62)、李潤桓(64)、梁慧燕(70)、陳瑞山(73)、  

   陳耐持(74)、蘇思棣(75)、歐雪儀(75)、左燕芬(75)、 

   馬桂順(76)、廖少珍(76)、郭玉美(78)、曹仲權(78)、 

   潘小嫻(78)、陳其謙(79)、林惠如(80)、黃成耀(80)、 

   楊淑懿(80)、唐凱文(81)、譚國平(84)、 何仲詩(88)、

   劉艷雲(88)、冼  紈(90)、劉  瑩(97)、 陳麗君(07)、

   何艷婷(11) 、梁依廷(10)(12)* 、黃綺琪(10)(13)* 、 

   劉彥韜(10) 、顏素茵(11)、高便蓮(11)*、施美婷(11)、  

   戴日群(11)*、鍾雅珊(11)、卓家慧(12)、陳雪兒(12)、  

   陳泳生(12)、陳慧而(12)、鍾雅欣(12)、黃詩慧(13)、 

   何冠延(13)、陳瑞瑩(14)、黃楚翹(14)、周秀蘭(14)

  

  *為文學碩士 

 

支持系友會  ,  請交新一年會費  :  一年會費  $50  或  永久會員$1000 
 

有意繳交 2015 年度會費者，請以「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友會」抬頭的劃線港幣 50 圓支票，寄沙田中

文大學藝術系系友會收。支票背後請寫上姓名及畢業年份。系友會收到會費後將不發收據，會在新一期

《藝訊》中刊登已交會費系友姓名。 
 
一、 永久會員：高美慶 67、馬志強 67、邵琴娜 73（海外）、張麗真 73、陳子來 74、彭掌珠 75（海外）、左燕芬 75、 

           歐雪儀 75、蘇思棣 75、黎淑儀 76、馬桂順 76、廖少珍 76、羅啟中 77（海外）、邵智華 77、廖綺玲 79、 

           林品湘 80、劉淑芬 83、譚國平 84、劉美儀 86、劉鳳霞 87、何仲詩 88、蔡育芳 95、曾泳宇 99、陳麗君 07、

           馬玉玲 84、周淑芬 89、何影朗 79、傅世享 73、李百強 71、梁慧燕 70、顏素茵 11、高便蓮 11、盧君賜 98 

 
二、已繳 2015 會費：高思廉 63（預繳至 2016）、麥慧儀 87（預繳至 2018）、容智美 69、戴日群 11（研）、麥婉筠 14、 

                   郭玉美 78、姚金隆 98、何敏儀 11（研）、陳其謙 79、唐凱文 81（副）、徐志宇 70、林惠如 80（預繳至

                   2016）、張沛愷 80（預繳至 2016）78、黃成耀 80、鍾雅欣 12（預繳至 2016）、陳瑞山 73、黃楚翹 14、  

                   黃詩慧 13（預繳至 2016）、何冠廷 13、陳瑞瑩 14、潘小嫻 78、陳泳生 12（預繳至 2016）、施美婷 11、

                   梁依廷 10、陳慧而 12、劉彥韜 10、黃綺琪 10、冼紈 90（預繳至 2016）、楊淑懿 80、何艷婷 11、 

                   曹仲權 78、劉艷雲 88 、鍾雅珊 11 、李潤桓 64、周秀蘭 10、卓家慧 12 、盧念慈 79 、劉瑩 97 


	2015年第1期藝訊1
	2015年第1期藝訊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