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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平 (Ban) / 

陳覓 (Mick) / 

高展毅 (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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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MISTAKES”
2015 Local Artist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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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平 (Ban)

陳覓 (Mick)

高展毅 (小高)

曾永曦 (Wilson)

“FOUR MISTAKES”

Preview: 

30th May 2015
Opening: 

6th Jun 2015

30% of the sales proceeds will go to 
Tang Sau Yuen Tong Foundation（鄧修遠堂慈善基金）, 
to be used for charitable purposes.

Time: 4:00 pm to 9:00 pm
Venue: Shop 105-108, Mei Foo Plaza, KLN,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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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鄧修遠堂慈善基金」是鄧修遠家族所成立

的非牟利政府註冊慈善機構，早於1995年成

立。基金曾撥款予香港公益金、東華三院、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持續進修學

院、聖雅各福群會、突破中心等慈善機構，

以及其他緊急援助。

基金集中關注弱勢社群在教育、醫療和社會

服務三方面的需要，當中主要服務對象為長

者、青少年及在醫療上有需要援助的人士。

家族成員旗下的公司亦積極支持慈善及福利

事業，更鼓勵員工參與義務工作，以實現「

經營生意、回饋社會」的理想。基金致力履

行社會責任，藉此希望作為模範，鼓勵更多

家族成立慈善基金，讓社會上更多有需要的

人士受惠，共同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區。

鄧修遠堂
慈善基金美國漫畫家Scott Adams說過 “Creativity is 

allowing yourself to make mistakes. Art is 

knowing which ones to keep. ” 

「創意是容許你去犯錯，而藝術就是懂得把

哪一個錯誤留下。」

錯誤，世人將它定義為負面詞。

但用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錯誤可能會帶出新

的可能性，造就公式以外的突破，創造不一

樣的藝術，這就是Mistake的起源。

正確的有限公司（Mistake Limited），一家

由香港人所成立，致力為香港藝術發展及本

土藝術家出一分力的公司。我們視香港是我

們唯一的「家」，使命是幫助追求夢想的家

人：香港本土的藝術工作者，證明香港藝術

的價值與發展潛力。希望能夠透過藝術與不

同行業的結合，讓不同的群眾彼此認識，彼

此共融，在生活和理想兩種不同的張力中取

得一個良好的平衡，擦出新的火花。

香港本土的藝術工作者，他們以自己的生活

甚至是生命為代價，大膽去追求自己夢想。

為此，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幫助這群「兄弟姊

妹」完成他們的夢想，證明我們的家「香港

沒有固定的路」，只有堅持，終會到達正確

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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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張志平（Ban，又名張哲），活躍於中港臺

三地的雕塑藝術家，同時對攝影及電影美術

指導有濃厚而獨特的經驗和理解。作品以結

合圖像和照片的大型金屬裝置藝術為主。

Ban曾獲得台灣政府的資助,前往高雄參與「

駁2藝術特區」的社區藝術計劃。目前進駐石

硤尾的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為其中一位藝

術家。Ban喜歡住在不同的藝術村裏，村內

的社區氛圍能夠使到Ban更深入地探討包括

經濟、社會等人生的課題，為藝術創作的表

現形式帶來新意念。

張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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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架的反撲雕塑作品，分別是以西裝、人

頭、手、等六種形體為意識的主題，它們是

要闡述宇宙間地球上最高等的動物人類，因

為具有思想力（人頭）、無盡的愛（玫瑰

花）及創造力（手），而造就出世界上所有

的一切，這一切的事物、行為、思想有善有

惡，有正面具建設性，亦有負面具破壞性。

而在這人世間的飲食男女，又以華麗貴婦（

裙）與男人自信（西裝）最能突顯社會現

象，他們兩性之間感情的戰爭，都想要幸福

擁有無盡的愛（玫瑰花），但卻也同時一起

在摧毀它。

但在這地球上生存的還有動物，也正因為人

類有了思想力量（人頭）及創造力（手），

竟然肆意的殘殺動物（牛頭）以為美食，並

且大量惡意飼養繁殖動物，破壞地球萬物生

存的自然法則，這些被任意宰殺的動物靈魂

（牛頭），終將有變異反撲的一天。

衣架的反撲是引述著（衣架），這代表日常

用品被輕忽過度浪費的資源，它們可以被轉

形並演繹出任何一種意識形體，這就是藝術

家張哲對現今社會的部份觀感，這也是藝術

在物化的生活裡，要展現精神生活靈性的層

次。

空中回塑系列-
衣架的反撲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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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頭》思想力量  ｜   H1.4m x W1.2m x D90cm  ｜   2009

BAN

一部經典傳遞幾千年的思想

一架飛機開始只是想飛思維

一種主義改變幾十億人社會

一個慈悲想法造就溫暖人間

 

一段相對論足以改變宇宙觀

想著蘋果掉下發現地吸引力

偉大發明家愛迪生熱衷思考

電力的發明是思索雷電過程

 

一切現代文明的成就與毀害

都是源自人類最初善惡思想

思想的波動自地球傳向宇宙

觀照自己的思想是否具力量

《人頭》思想力量



15

#2《牛頭》動物靈魂  ｜   H1.4m x W1.8m x D1.2m  ｜   2009

BAN

牛的眼淚是悲憫地無盡奉獻

群牛家族平靜地在草原吃草

突然竄出的猛獅撲殺著牛兒

如果你是父母也只能奔命逃

 

獅子食牛是自然界的食物鏈

但人類刻意飼養繁殖而宰殺

並研究調理大啖可口謂美食

這並非是人類自然食物所需

 

研究人類胃腸構造消化系統

證明人類應食五穀雜糧蔬果

才是正確健康生命成長要素

而不是肉食動物致病損健康

 

如果人是牛誰要被飼養宰殺

當動物被宰殺時因驚惶恐懼

動物身體會自然地釋出毒素

動物靈魂並非懷恨但肉有毒

 

牛的眼淚是悲憫地無盡奉獻

群牛家族平靜地在草原吃草

牠們不該被關在擁擠惡臭裡

不該打針餵骨粉而群牛瘋狂

《牛頭》動物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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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3《裙》華麗貴婦  ｜  H1.8m x W1.6m x D1.2m  ｜   2010

從地底的礦心

挖出那億萬年前星星的灰燼

那鑽石般晶瑩剔透的液體

是世界上最聖潔的感情

再用我此生所有愛情的熱燄

將它燃燒

日夜不斷地粹鍊

這純淨鋼鐵一樣堅定的宿願

只為奉獻給妳一身的華麗

呵護妳那天使般柔美身軀

 

在春天妳旋轉間萬花鮮艷的舞裙

在夏夜妳閃亮著銀河億萬點星星

在深秋妳揮舞起楓葉嬌紅的笑靨

在寒冬妳的裙溫暖裹住遊子的心

 

終於有天妳成為這世上的貴婦

當一切的物質慾望妳都滿意

在平安夜的寒風裡

妳忘記在我身旁

 

而在繁華城市

世界名牌商店前

隨著人群購物的奢靡

在排隊

《裙》華麗貴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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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4《玫瑰花》無盡的愛  ｜   H2m x W3m x D1.8m  ｜   2011

BAN

打開心靈的窗隨著浮雲腳步

到那遙遠遼闊高原身影放下

聽風在山巒間唱最古老聖歌

看金色陽光將心湖照成金黃

 

拎著年少夢想遠走它方闖蕩

在過往的人群間明白志何方

一時的困境難不倒堅定的心

夢想終會達成只要為愛不移

 

高山上的雪每年都純淨雪白

那是內心的座右銘巍峨聳立

清澈的湖面蕩漾著青春船影

那是最初對愛情渴望的憧憬

 

愛情的意義是為親情而具體

所有感情都需付出才有意義

我們不能要求被愛但可去愛

因為愛存在你內心深處源底

《玫瑰花》無盡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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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K

陳覓（Mick），熟悉中港兩地文化，對攝

影、平面藝術、街頭及實驗藝術有濃厚的興

趣和深入的研究，曾於北京及香港的塗鴉大

賽分別獲得大賽冠軍，熱愛藝術的他同時是

WOWOHHO SPACE的創辦人。

Mick的藝術創作源於香港，始於街頭。作

品有時反映現實、有時諷刺時弊；時而歌誦

自由、時而挑戰死亡...用不同一般的形式去

繪畫出立體的主題和形象，使到觀賞者在不

斷變化的距離和時間中，得到不同過往的答

案。

陳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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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K

另一個城市系列，是我首次賞試的畫法，想

法來自霓虹燈管的倒影，我一直想把具香港

特色象徵的東西來加強自身的畫面語言，那

為什麼會想到用霓虹燈管這點子呢？此想法

事因巧合，話說有次晚上獨自買醉在旺角街

頭，呆坐街邊，醉意什濃.....雙目迷轉間看

到玻璃牆上的光影反射，一瞬間便靈感到

了！自2013年年中左右便賞試用此手法來作

畫了，我相信這也許並不是最好的，希望將

來會在手法上有所轉化，在技巧上也更進一

步。

光影反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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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03年香港的銅鑼灣，震撼著我的回

憶，那年我剛剛開始接觸街頭文化,那年我

每天無論在家裡或街外也帶著口罩，那年我

無論在室內或室外也看見盡是雙目失焦的人

們。

霓虹花園

MICK

Neon Garden / 霓虹花園   ｜   92cm x 122cm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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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新聞自由的國際城市，到處都能看

到電視廣播,資迅之發達可見一番，我不是個

每天都看新聞的人，偶意無意地從小時候到

現在也一直看到關於中東地區事情的新聞，

這也時常常出現的畫面之一。

香甜世界

MICK

The Sweet Moment / 香甜世界  ｜   92cm x 122cm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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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到過美國的華爾街，它很有名，即使

我沒有買股票，但我對這名字一點也不陌生

因，因為香港財經新聞幾乎每天也會說起這

名字好幾次，2011年的那年我在財經新聞中

看到的不只是數字滿佈的電子水牌，也看到

了人山人海的佔領者們手持標語和大叫囗號

的情形。 

浪漫境地

MICK

The Most Romantic Moment / 浪漫境地  ｜   92cm x 122cm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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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沒去過英國，也沒有B.N.O，但我自小

便覺得英國人很有錢，也很羨慕他們，也許

這感覺是出於印有英國女皇頭像的香港硬幣

吧，間中也會看下明珠台的英文新聞，自從

那次新聞上得知當時因為學費上漲問題引發

的沖突令我對英國的印象有所改變⋯⋯

甜夢園

MICK

Honey Dream / 甜夢園  ｜   92cm x 122cm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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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曾永曦（Wilson）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既是

一名視覺藝術家，也是一位獨立音樂人。其

作品曾於多本印刷刊物上刊登，並多次參與

世界各地的藝術及音樂展覽項目，Wilson更

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繪本。

目前是雜誌藝術總監的Wilson，創作作品的

主題交織於夢想與現實的界限，作品風格偏

向以黑色的神祕憂鬱為主，但同時作品中也

不難發現其發自內心的童真，突顯Wilson對

一切的好奇心。

曾永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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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for the paint-

ings, most of them were done in a rather 

spontaneous impulse with certain inspiration 

by random thoughts that came to mind, such 

as the imageries from fairy tales, or songs 

from earlier times.

They are more or less like fragments in my 

head that somehow came out along the act 

of painting, They were instant captures of the 

subconsciousness instead of a carrier of ra-

tional messages - to me that is an improvisa-

tion of doodling.

Instant 
Captures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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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ust  ｜   48cm x 46cm  ｜   2009 Black Wings  ｜   39cm x 39cm  ｜   2009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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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Days  ｜   48cm x 47cm  ｜   2009 No Point  ｜  52cm x 47cm  ｜   2009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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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s Raindrop  ｜  38cm x 47cm  ｜   2009 Tea Party  ｜  48cm x 47cm  ｜   2009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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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nd  ｜  52cm x 47cm  ｜   2009 Weathervane  ｜ 52cm x 47cm  ｜   2009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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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GO

高展毅（小高），廣東中山出生，在澳門長

大、學畫和開始接觸藝術。二十年前到香港

生活、工作、戀愛、創作及做香港人。

小高的作品畫面單純、隨意、瞬間、重感

覺、有時有點黑色幽默或不確定性，但都是

想隱藏著或重或輕的暴力或懼怕暴力，而死

亡則是人類最大的暴力。透過作品，喚醒現

代社會，暴力與死亡近在咫尺，不斷影響我

們的生活。

高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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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作品叫做一團東西，不叫做別的，因內

容選擇了沒有文化符號，沒有歷史背景的一

個物體，一個比較曖昧的東西，去掉講故事

的工能，只想剩下繪畫的狀態。

用鉛筆和木裏色在紙上素描，就更接近上述

所要的狀態。由無到有的過程，控制手的力

度便可直接得到。而且畫在正中央，連續幾

幅地重複這樣構圖，強化此概念。

一團東西

SIUGO



49

作品的形象就是花的概念，但具體形象是

雲，顏色是深色，帶有少量紫紅，而且畫在

正中心如中國被宋山水畫中的大山一樣，擋

著遠景。而用雲的想法是它有不屬於任何一

個歷史、文化、地域的因由。就是這樣的想

法對後面的創作定下了調子。

一團東西1號

SIUGO

一團東西1號   ｜   420 × 594mm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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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到現階段的時候，有別的工作要開始。

工作完成後回來，就覺得不需要再做下去

了。原初還想塗上軍綠色的，應是因相隔了

一段時間後，想法、感覺不同了，或和原先

繪制時節奏和心境不一樣吧。

一團東西2號

SIUGO

一團東西2號   ｜   420 × 594mm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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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最下面部分沒有完成，如果將它完成的

話，當然會很完整。可是製作到後半時期覺

得時覺得整體形象比較刻板，很可能時層層

嚴密地刻畫時原因。所以如果把圖像畫滿，

就更沒有動態感了。思想一段時間後，決定

就此作罷。雖沒有增加多少動態感，但輕重

作了少少平均。由上半部嚴密複雜，自然視

線的聚焦點，不過下面部分還有東西，但不

是要打亂上半部分的無關係線條，而是延伸

下去的線條，是完整的一個部分，就好像一

些音樂，主要的樂器在猛吹烈奏的同時，其

他和音和伴奏在同一調子下也可慢慢的，輕

盈的陪伴著，一樣可以很動聽。

一團東西3號

SIUGO

一團東西3號   ｜   420 × 594mm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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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球」，人們對它都有一定的認知，但又

不是人們每天會相遇或使用的東西。是一個

有既定的形象，又沒有固定形狀（如同山水

流雲），是可以隨意設計而被我選為題材。

星球邊緣漸淡，是想像它的後方有個太陽的

巨大光體，形成背光或將被吞噬的效果。空

間也是我主要的內容，因為畫中的中心有一

個物件，而四周留空，空間感比較強。但因

用了四張A4尺寸的湊拼而成（原由是A4尺

寸容易被電腦掃描存檔），無意間把空間劃

破，好像要提醒觀眾這只是假象。另外4張

紙的合併又成了一個十字形的座標在正中位

置，焦點還是返回中心的圖案上。

一團東西5號

SIUGO

一團東西5號   ｜   420 × 594mm  ｜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