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週 2017 - 香港蛻變成「ARTROPOLIS 藝術都薈」
由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贊助
藝術座談會，畫廊慈善行及家庭藝術日參與人數打破歷屆記錄
「香港藝術週 2017」被譽為本年度最受歡迎的文化活動
(香港，2017 年 11 月 28 日) 香港藝術週 2017 於星期日完滿結束。過去十二天，香港蛻變
成為「ARTROPOLIS 藝術都薈」，讓香港的藝術家、畫廊及當代藝術團體眾首一堂 。香港
藝術週 2017 於 11 月 15 日在香港四季酒店舉行藝術跑車展及佳士得香港舉行雞尾酒會後，
正式揭幕，為香港帶來了一連串精彩及多元化的藝術節目，透過不同的展覽、表演、座談會
及各類型的藝術節目，打破了畫廊既定的界限，充份展示香港的文化氣息。香港藝術週
2017 由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贊助。
「本年度的香港藝術週非常成功，過去十二天，我們十分高興看見一眾會員畫廊為了展現香
港藝術界及當代文化藝術發展而付出的努力。」香港畫廊協會聯合主席李安姿小姐表示：
「另外藝術週的公眾活動，例如藝術座談會、畫廊慈善行及家庭藝術日，為大眾提供了參與
創意性活動及與藝術界交流的機會，吸引了眾多市民參加；對此，我感到特別自豪。」
中銀香港私人銀行董事總經理曾錦燕表示：「我們在過去連續五年贊助一年一度的香港藝術
週，見證著這個極受歡迎的活動不斷擴展，是一個難忘的經歷。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
向來極力支持本地藝術界，亦在這個豐富及充滿活力的節目中感受到藝術界對香港文化生活
的貢獻。本年度藝術週更加確定了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化文化都會的角色，令人感到自豪。 」
由香港畫廊協會主辦的香港藝術週現在已是香港文化活動年曆不可錯過的活動之一。得到超
過五十間香港畫廊協會的會員畫廊的參與，「ARTROPOLIS 藝術都薈」充份展現了藝術如何
融入城市及為生活帶來活力，增添色彩。香港藝術週 2017 帶來了創新的藝術項目，為更多
觀眾呈獻一個國際化和獨特的視野。

精彩節目重溫

藝術跑車展 – 駐港的法籍攝影師 Cyril Delettre 所設計的超級方程式 SF13 賽車由 11 月 15
日至 21 日於香港四季酒店展示予公眾欣賞，備受注目。 四季酒店行政總廚及 Blue Bar 的調
酒師更為香港藝術週特別調製的雞尾酒及小食配搭，並將部份收益撥捐 Sovereign 藝術基金
會。

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辦，為期兩天的藝術座談會，邀請到國際藝術界的頂尖人才為講者，
透過他們不同的見解，跟在座的觀眾共同探討「亞洲——藝術新領域」下的議題。精彩議題
包括收藏家劉鋼先生，蘇彰德先生及 Wiyu Wahono 博士的熱烈討論：「收藏家的視野如何
塑造藝術世界」；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館長田霏宇先生的專題演講更令演講廳滿座。此外，
M+博物館總策展人鄭道鍊與設計互聯的 Mr. Ole Bouman ，以及银川當代美術館的謝素貞
女士和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譚美兒女士探討他們對在亞洲建立博物館的見解 。

11 月 21 日舉行的畫廊慈善行成功地為中環至西營盤帶來一片節日氣氛。超過三十家畫廊從
黃昏到入夜後延長開放，過千名參加者沿路上欣賞藝術展覽，錄像展示，參加藝術家酒會和
講座，並品嘗美酒佳餚，更觀賞到香港芭蕾舞團設計的現場演出。

南島藝術日展示了近年在黃竹坑、田灣及鴨脷洲發展篷勃的畫廊及藝術家工作室。 藝術愛好
者當天到南島參觀香港畫廊協會位於南港島的會員畫廊, 數百名市民參加工作坊、講座、錄像
展示和展覽開幕酒會。參加者更到訪藝術家 Vhils、黃國才、 Kirsteen Pieterse 及 Michael
Nock 的工作室，充份利用這個機會，探索藝術創作的幕後點滴。藝術家 Louise Soloway 開
設 講 座 ， 與 觀 眾 分 享她 創 作 的 港 鐵 西 營 盤站 內 大 型 浮 雕 壁 畫 的故 事 ； 藝 術 家 Cristina
Moroño 也在她的工作室開設再造紙工作坊，給參加者親身體驗的機會。

香港藝術週於 11 月 26 日在香港公園舉行的家庭藝術日上完滿結束。家長和小孩渡過了一個
充實的星期日下午，跟亞洲文化協會香港中心、K11 Art Foundation 、Affordable Art Fair
HK 和 Sovereign 藝術基金會等藝術團體一起創作手工藝。小孩更參加 Pure Yoga 的戶外瑜
伽班、Faust 帶領的故事講述工作坊及 KidsFest 的流動照相亭。
「藝術尋寶」及 Instagram 比賽鼓勵參觀者於香港藝術週期間充分欣賞及遊走藝術空間和參
與藝術活動，贏取豐富獎品，包括 2018 年巴塞爾藝術展的免費門票、藝術家 Eleanor
McColl 的精美著色冊、 美國航空公司贊助的來回機票以及由 Beats、文華東方酒店、香港半
島酒店送出的豐富獎品。
高解像度圖片可在以下連結下載：
網址：
https://www.dropbox.com/sh/ciddk3enxuvpkjb/AADM35RMgtC5rJnf_hjbNc7na?dl=0
鳴謝
香港藝術週 2017 由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贊助，並得到以下團體的持續支持而達到是
屆香港藝術週的圓滿成功：


香港藝術發展局



藝術推廣辦事處



H Queens



KCMG 有限公司

香港畫廊協會感謝本地重要文化團體的支持，包括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香港芭蕾舞團、巴塞
爾藝術展、Parasite、亞洲藝術文獻庫、M+博物館、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K11 Art
Foundation、Affordable Art Fair HK、Art Central、Spring 工作室、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HOCA Foundation 及油街實現。

香港藝術週能把多項藝術活動帶到城市每一個角落，全賴各界慷慨贊助，當中包括亞洲協會
香港中心及香港四季酒店，分別為藝術座談會及藝術跑車展提供場地贊助。我們亦感激佳士
得香港、都爹利會館、Eaton House 及奕居為藝術活動提供場地。
畫廊慈善行得到嘉里一酒香、Antithesis、Grassroots Pantry、Peroni、LUXE 及 Delicious
Catering 的支持，從而為婦女基金會，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及香港畫廊協會成立的藝
術家駐留海外資助計劃及教育計劃募得善款。
南 島 藝 術日 的 成功 ，有 賴 少 爺啤 酒 廠、 M Cuisine 、 J.A.M. Just About Music 、 Time
Crafters 及承蒙香港小交響樂團允許的樂手。家庭藝術日全賴我們友好團體的支持， 當中包
括亞洲協會香港中心、Affordable Art Fair HK、 K11 Art Foundation、Sovereign Art
Foundation、 Artloop、KidsFest、 Faust 及 Pure Yoga。我們亦感謝美國航空公司、
Ruinart、文華東方酒店、香港半島酒店、OVOLO 奧華酒店、藝術家 Eleanor McColl、
JaaBar、Beats 及山頂巧克力展覽館捐贈豐富獎品。香港藝術週 2017 亦得到主要藝術出版
物的支持，包括燃点、Asia Art Pacific、Art Republik、藝源、Arts of Asia、香港亞洲藝術
週 、My Art Guides 及深受大眾歡迎的 WOM guide 和明周。
編輯註釋
關於香港畫廊協會
香港畫廊協會為非牟利組織，成立於 2012 年。會員主要為本港歷史悠久的畫廊，目前會員
畫廊共有 50 多間。協會希望助代表會員向本地及海外藝術群組發聲，從而推動香港畫廊發
展，深化會員對市場的認識，分享實務經驗。香港畫廊協會推廣藝術不遺餘力，成績有目共
睹，故自 2014 年起，多年來獲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
如欲瞭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www.hk-aga.org 。
關於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中銀香港」）是香港主要商業銀行集團之一， 憑藉其雄厚實力， 於
2012 年推出私人銀行服務。私人銀行服務結合中銀香港企業銀行及個人銀行的優 勢，提供
了一個擁有龐大後盾的綜合平台，同時秉持「1 + 1 + 1」服務宗旨，為客戶 個人、家庭及事
業的各種需求提供全面的服務方案。中銀香港私人銀行的一站式財富 管理服務包括投資顧問
服務、信託顧問服務、基金、遺產規劃、交易服務及企業銀行 服務等。此外，中銀香港充分
發揮其在人民幣業務的獨特優勢，透過與母行中國銀行 的緊密合作，開拓全方位的跨境產品

與服務，以滿足客戶與日俱增的不同需要。有關 服務詳情，請瀏覽中銀香港網頁
www.bo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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