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即發佈： 

香港‧設計廊舉辦「LOVE HONG KONG 2018」展覽 
夥拍 90 後青年藝術家梁洛熙  以白蘭樹葉砌出香港面貌  細味本土情懷 

 
2018 年 6 月 14 日 — 致力推動香港設計力量的「香港‧設計廊」(設計廊) 由今日起至 7 月 5 日舉

行「LOVE HONG KONG 2018」展覽，夥拍 90 後青年藝術家梁洛熙 (Giraffe Leung) 於設計廊灣仔店

舉辦其首個作品展，展出十幅以白蘭樹葉及繁體字為創作媒體的作品，演繹多個充滿香港特色

的景點和景致，包括：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電車、帆船、天壇大佛等。設計師亦把啟德機場街

頭舊貌和唐樓的獨特景色呈現眼前，讓市民一同細味舊香港的獨特情懷和集體回憶。 
 
是次展覽的多幅作品是首次公開亮相，包括「九龍城 - 啟德」和「天壇大佛」。梁洛熙於大埔

林村收集白蘭樹葉，加以煲煮後擦走部份葉肉，創造出不同的圖案，待風乾後拼貼成畫。「九

龍城 - 啟德」是梁洛熙的首幅樹葉畫，全畫約用了近 400 片白蘭樹葉，花了 5 星期完成，作品高

1.7 米，甚具氣勢。 
 
繁體字作品當中，「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以 15,000個中文繁體字寫成，以一深一淺的筆觸勾畫

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外貌，內容講述它的發展歷史。「唐樓」是梁洛熙本年的最新作品，他

以獨特的角度，手寫 21,000 個繁體中文字，花了約兩星期完成，內容講述香港唐樓及建築歷

史。 
 
現年 25 歲的梁洛熙，畢業後從事設計工作，一年多後全職投身藝術創作。他一直關注香港的各

種事物，例如文化、建築、城市發展等。他認為：「城市發展急速，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很多

物件和媒體都因發展而被遺忘，例如：樹葉，因城市發展使樹林和土地減少，忽略了環境保育

的重要；文字書信，因科技發展而漸漸被電子通訊、圖像、語音傳訊等新方式所取代，但文字

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性標誌。」梁洛熙獲邀舉辦是次展覽，期望透過作品讓市民回味香港

情懷，讓大家重新認識曾經被遺忘的事物，珍惜眼前毫不起眼的人和事。 
 
設計廊亦搜羅了一系列展示香港文化特色的品牌產品供市民選購，包括白蘭花味蠟燭品牌

Carroll & Chan 、廣東麻雀風格咕口臣、由本地設計師 LUCY SHIH 設計的本地小食手飾系列、文化



 
 

 

賀咭系列品牌 POSTALK、玩具品牌微影(TINY)、以本土文化為創作主題的積本品牌 M.H.BLOCK
等。 
 
香港‧設計廊「LOVE HONG KONG 2018」展覽：  
日期：2018 年 6 月 14 日(周四)至 7 月 5 日(周四)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30 分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1 時至晚上 7 時 30 分  
(由於進行內部培訓，香港‧設計廊灣仔店將於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暫停營業) 

地點：灣仔港灣道 1 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地下「香港．設計廊」  
查詢：2584-4146/9 
網頁： www.hkdesigngallery.com 
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HKTDC.DesignGallery 
圖片下載：  https://hktdc-
my.sharepoint.com/:f:/g/personal/aelau_hktdc_org/EiyRcOvgd3pPlwovItuEnxoBMQdlulXPP1wYMSZMhuqPeQ?e=DqHo0s 
 

 

關於梁洛熙 (Giraffe Leung) 
90 後青年藝術家，畢業後從事設計工作，一年多後全職投身藝術創作。他一直關注

香港的各種事物，例如文化、回憶、建築、城市發展等，主力創作與香港有連繫的

作品。作品所選用的媒體都是一些因發展而被遺忘物件，例如：樹葉，因城市發展

使樹林和土地減少，忽略了環境保育的重要；文字書信，因科技發展而漸漸被電子

通訊、圖像、語音傳訊等新方式所取代，但文字郤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性標誌。 
 
梁洛熙期望透過作品讓市民回味香港情懷，讓大家重新認識曾經被遺忘的事物，珍

惜眼前毫不起眼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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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紹 
白蘭樹葉畫 

 
 

取材自富有香港人童年回憶的白

蘭樹葉，青年藝術家梁洛熙於大

埔林村收集樹葉，加以煲煮後擦

走部份葉肉，造出不同的圖案，

待風乾後拼貼成畫。「九龍城 - 
啟德」是梁洛熙的首幅樹葉畫，

全畫約用了近 400 片白蘭樹葉，

花了 5星期完成，作品高 1.7
米，甚具氣勢。 

九龍城 - 啟德 
1220mm x1600mm 

2017 

天壇大佛 
760mm x 760mm 

2017 

  

 

鐘樓 
1220mm x 1220mm  

2018 

漁船‧帆船 
760mm x 760mm  

2018 

 

 



 
 

 

叮叮- 電車 
1220mm x 1680mm  

2018 

發展 - 天秤 
1830mm x 1220mm  

2017 

竹 - 棚架   
580mm x 1830mm 

2018 
 
 
繁體中文字畫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760mm x 760mm 
2018 

唐樓 
760mm x 760mm 

2018 

粵劇‧花旦 
760mm x 760mm 

2018 
展覽中亦會展出以繁體中文字寫成的作品，三幅作品均是首次公開亮相。其中，「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以

15,000個中文繁體字寫成，以一深一淺的筆觸勾畫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外貌，內容講述它的發展歷史。「唐

樓」是梁洛熙本年的最新作品，他以獨特的角度，手寫 21,000個繁體中文字，花了約兩星期完成，內容講述

香港唐樓及建築歷史。 
 
 
精選香港主題產品 

   
KAREN ARUBA ART 
廣東麻雀風格咕口臣 

價格： $330港元 

GEAR ATELIER 
香港特色 Tote Bag 

價格： $160港元 

ONA NATURAL 
蛋撻造型蠟燭 (一件) 

價格： $128港元 



 
 

 

   
Carroll & Chan 
白蘭花味蜂蠟蠟燭 

價格：$220 港元 

TEAM GREEN 
老香港音樂木砌圖 

價格：$398 港元 

POSTALK 
電車紙藝模型 

價格：$98 港元 

  
 

MH BLOCK 
雞蛋仔車仔檔迷你積木 

價格：$228 港元 

1/1 LEATHER LAB 
手造皮革懷舊卡套 

價格：$250 港元 

LUCY SHIH 
菠蘿包介指 

價格：$120 港元 

 

 

 
MOLESKINE 
香港特色記事簿 

價格：$270 港元 

DITTO DITTO 
茶樓紙膠帶 

價格：$40 港元 

KELVIN COLLECTIONS 
「香港巧勁」賀卡 

價格：$20 港元 



 
 

 

  
 

MILKTEALOGY (奶茶通俗學) 

香港美食明信片 

價格： $22 港元 

MY TINY 
小巴牌匙扣 

價格： $35 港元 

GIANNA 
香港公共交通工具茶葉套裝 

價格： $175港元 

傳媒查詢︰ 
新聞界如有查詢，請聯絡香港貿發局傳訊及公共事務部： 
屈潔茵  電話：(852) 2584 4554      電郵：agnes.ky.wat@hktdc.org  

香港貿發局新聞中心︰http://mediaroom.hktdc.com/tc 

「香港．設計廊」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於 1991 年成立的「香港．設計廊」(設計廊)，致力推廣香港原創設計及品牌產品，包括玩具、

鐘表、珠寶、電子產品、家庭用品、禮品及贈品、服裝及配飾等。 
設計廊提供商品寄賣服務，讓設計師以低成本進軍零售市場；禮品採購服務，按企業的預算及需要，搜羅最合適的公司禮

品；窗櫥租賃服務，是設計師建立產品形象的最佳舞台，有效吸引展覽會國際買家的注視，開拓新市場；商貿配對服務，

免費提供設計師及國際買家資料，充當紅娘促成合作。 
設計廊三家香港分店設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國際機場以及中環 PMQ元創方。為了協助港商開拓內銷市場，2009年 6
月，設計廊首家內地分店於北京開業，其後於多個中國內地城市包括廣州及上海等設立分店。此外，設計廊於 2010年設立

網上店，現已夥拍「淘寶網」丶「天貓」和「京東商城」平台並設立不同主題的店鋪。設計廊網頁： 
http://www.hkdesigngallery.com 
 
香港貿易發展局簡介 

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貿發局）成立於 1966 年，是致力為香港商界創造機遇的法定機構，在世界各地設有 50
個辦事處，其中 13 個在中國內地，推廣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地、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營商平台。香港貿發局

與商界同行逾 50 載，通過舉辦國際展覽會和會議，以及商貿考察團，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拓展內地及環球

市場。此外，香港貿發局透過產品雜誌、研究報告，以及包括新聞中心在內的數碼平台，發佈最新的市場和產

品資訊。有關香港貿發局的其他資訊，請瀏覽 www.hktdc.com/aboutus/tc 。請關注我們的 @香港貿發局 

@香港貿發局時尚生活 @香港商貿通 香港貿發局 請訂閱香港貿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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