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香港插畫及文創展 2019》
日期：2019 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5 日
時間：11am – 8pm
地點：九龍塘創新中心 1&2 展覽館
網址: https://illustrationcreativeshow.com/
主辦單位: HKHands
合作機構: 格子 支持商戶: 麥子

-----

5 月第一個週末 唔去一定走寶? 過 100 名本地+海外插畫及文創品牌
5 月必逛文創+插畫展覽推介 超人氣台灣插畫師「鬼門圖文」香港首個粉
絲見面會 狂熱本地漫畫家現場 Art Jam 本地文創品牌 Show off your
POWER 春日熊記大酒樓 嘆住茶睇展覽 7 位本地漫畫家迷你原稿展
《香港插畫及文創展 2019》
每一個創作家筆下，都有著一個宇宙。
因著相信創作的力量，Hong Kong Hands (HKHands) 將舉辦首屆香港插畫及文創展 (HKICS) ─ 除了作為
本地創作界別的交流平台，更是讓插畫師及文創家們展示作品、接觸更多潛在商業客戶的跳板。
透過舉辦展覽、講座、比賽等活動，HKICS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人接觸本地插畫及文創工業；促進本
地與國際間的文化互動，並將本地插畫/文創藝術推廣至國際，為業界覓得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首屆 HKICS 將在 2019 年 5 月於香港創新中心舉行，場內分為插畫區和文創區。過百位來自香港，
台灣，韓國，新加坡，泰國等插畫師及文創品牌參加。歡迎業界人士及公眾參與，享受創意與美
感洋溢的一遊。
是次展覽入場門卷費用分別為成人 HK$50 及學生 HK$20。入場人士下載主辦單位"HKHands”的手機
APP，可換領免費入場卷及其他優惠。

過 100 名本地+海外插畫及文創品牌
本地文創插畫品牌 highlight
Pawfume Lab 毛茗堂; Aquarellie.design;
Dodolulu;
Majeh Illustration;
海外文創插畫品牌 highlight
Headman Studio (Thailand);
C is for Colette (Signapore);

MADEGREY;
Isatisse Studio

micfores (Taiwan);
HEYBACI (South Korea);

詞不 DA 藝 (Taiwan)
JOO (South Korea)

超人氣台灣插畫師「鬼門圖文」香港首個粉絲見面會
時間: 5 月 4 日 2pm - 4pm
“鬼門圖文 的由來是從多年前的一個鬼門開，突然有股衝動想在部落格畫鬼故事，於是一畫就畫到
了現在。以藍綠膚色的人為主軸，常出現一些非現實的對話及情節，讓人解解生活中的苦悶。”
坐擁 80 萬網絡粉絲，以藍綠膚色小人及「絕對不會跟你想的劇本走」的超到位笑點，成功俘虜兩
岸三地苦悶靈魂朋友的 鬼門圖文 將在 5 月 4 日下午 2-4 時，香港插畫及文創展內首辦個人粉絲見
面會。限定 30 位優先登記的粉絲可以近距離接觸鬼門圖文，甚至有機會和他合照留念、簽名或獲
取品牌周邊。咁好嘅機會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狂熱本地漫畫家現場 Art Jam
時間: 5 月 4 日 12:30pm - 5:30pm
Felix Yip 葉偉青 - 港漫《武道狂之詩》、《香港感染・旺角站》、《今晚打喪屍》及近期人氣作品
《香港重機》主編
Man 僧 - 「港版金政基」 稿在心中，日畫 10 小時
Milk DoNg 牛奶丼 - 「漫道週刊打擂台」第二季盟主
Art Jam(Jamming) 意指即興藝術，由不同風格的 Aistist 透過同一個媒體，自由地發揮並融合。看似
隨意，卻十分考驗 Artist 的經驗和默契。今次 3 位本地狂熱漫畫家將以「動物」為題，同時在 3.5
米長的畫紙上即席揮毫。熱愛港漫， live drawing 同小動物即朋友千萬不要錯過欣賞大師作品和交
流的機會。

本地漫畫家迷你原稿展
原稿對於每個 Artist 來說，是獨一無二，最原始但副有生命力的作品。它可能不是最完美的，卻往
往能令人了解到 Artist 當下的心情和想法。這次展覽聯同「格子」，邀請了 7 位本地漫畫家分享他
們的原稿，讓大家一起進入他們的創作世界。

黎達達榮 - 20 多年來以漫畫的格式作為實驗對象。其漫畫作品在香港、臺灣、拉脫維亞及法國皆
有發行，包括《魔笛》、《龍虎門徒》、《東宮西宮》和最新作品《十八樓燒肉》《十七樓叉
燒》等作品。
草日 - 一個將興趣變成職業，再由職業變成生活的創作人。正在努力創作令自己快樂、令讀者快樂
的作品。作品包括《普普阿三》、《梁家婦女》、《求愛本能 Love Instinct》等。
阿柱 - 是但哥漫畫系列創作人，現為雜誌《Cosmopolitan》的陳詠燊愛情專欄繪製插畫。2016 年起
分別出版《是但哥，是但得嚟堅認真》、《介意哥，介意為快樂之本》、《親子丼大長篇 – 勇破英
之壇》及《船到橋頭就無力》等作品。
Man 僧 - 的稱號，英治香港出生，自幼活躍好動，上山下水玩不停。自接觸繪畫後，常廢寢忘餐埋
首描畫。時光飛逝，性情改變不少，唯獨繪畫熱情熾熱如昔。其專業的不起稿作畫風格，讓大家
稱他為「港版金政基」。

Felix Ip 葉偉青 - 生於首個地球人登月之年，現職自由創作人。主力漫畫、概念設計及插畫工作。畫
風獨特多變，善長動作描寫，喜歡繪畫機械人。作品包括《武道狂之詩》、《香港感染・旺角
站》、《今晚打喪屍》和《香港重機》等。
Milk DoNg 牛奶丼 - 80 後牛下屋村仔，鍾意動物多過人類，為咗所謂夢想試四日四夜不眠不休趕
稿，結果休克送院⋯ 作品包括《GO!YAMA KING 山海遊》、《TOOLIMALS》、《國王與我》、《極
惡聯盟》等。

肥佬 - 自稱跨媒體制作人...實則只是一名不學無術、熱愛二次元的宅男大叔！
擅長畫可愛系作品, 但由於外表與畫風不相稱...... 故常常令到讀者誤會肥佬的作品是出少女手筆。
品包括《夏拉美劇場》及《食曆》(不定期網上連載) 。

春日熊記大酒樓 嘆住茶睇展覽
香港人週末最常做咩? 一定離不開一家人一齊去飲早茶。所以 4 至 5 號展覽會期間，HKICS 聯同可
愛插畫卡通「熊貓日和」家族攜手打造 「春日熊記大酒樓」。歡迎喜愛插畫文創的朋友帶埋一家
大小，打住卡睇展覽。同場更設有神秘活動，參加者可獲贈限量版精美熊貓小禮品一份。(數量有
限，送完即止)

其他宣傳
*巴士廣告路線 – 238X, 271, 307, 6, 74X, 961

活動時間表
5月4日
時間

活動類別

嘉賓

主題

12:30pm – 5:30pm

Art Jam

Felix Yip 葉偉青
Man 僧
Milk DoNg 牛奶丼

小動物大 Art Jam

2pm – 4pm

見面會

鬼門圖文

台灣超人氣插畫師「鬼門圖
文」香港首個粉絲見面會

4:30pm – 5:30pm

對談會

草日
黎達達榮

漫畫、動畫，創作大不同

6pm – 7pm

品牌分享

Shabibi Sheep
Workshop

讓水泥融入生活

時間

活動類別

嘉賓

主題

1pm – 2pm

講座

Cho Soojin

韓國繪本與插畫市場發展

2:30pm – 3:30pm

講座

周小某

自己漫畫自己做! – 獨立出版
漫畫的現況觀察及海外參展經
驗分享

4pm – 5pm

品牌分享

阿波@麥子

本地手工啤酒品牌故事

5:30pm – 6:30pm

講座

阿柱

是但是管理學 – 圖文作家的自
我管理

5月5日

文字更新部分請參考黃色 highlight
相片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z_DqdcoioEIWRJ2oKEoCGUvdHHCC1Qr
如需更多資料/相片，煩請隨時聯絡我(Elise Chung 電話: 9353 4342)
謝謝!!

www.hkhands.com contact@hkhan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