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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中心】 

《FEVER》 

香港漫畫@第 47 屆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法國） 

2020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2 日 

附錄 1. 參展人介紹 

附錄 2. 漫畫家最新外文漫畫作品介紹 
 

參與交流香港漫畫家 

 柳廣成 

 利志達 

 YANAI 
 

參與交流香港新秀漫畫家 

 姚希麟 

 彭康兒 

 
參與交流香港漫畫專業人士 

 朱嘉敏 非凡出版編輯 

 Patty 格子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 

 

附錄 1. 參展人介紹 
 

 
Kwong-shing LAU 柳廣成 
Website：cowcowtony.wixsite.com/shing  

Facebook：cowcowtony 

Instagram：cowcowtony 

Twitter：LauKwongShing1 

 

童年於日本京都生活，故早期作品深受當地漫畫文化影響。回港後修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亦曾

於不同平臺出版及連載短篇漫畫十餘部，如《漫道》、《Ani-Wave》等。2017 年參展法國安古蘭國

際漫畫節後，創作方向驟變。常以鉛筆創作，藉其筆觸強調氛圍；探索以漫畫作為表達媒介時的可

能性，並嘗試解構重組「漫畫」。 

漫畫作品有《Cube Escape: Paradox》、《Unknown Brothers》等。《Cube Escape: Paradox》更於全球

發售，大獲好評，其中 100 本限量版更於開售後四小時售罄。除了漫畫，亦埋首於動畫創作，至今

https://cowcowtony.wixsite.com/shing
https://www.facebook.com/cowcowtony/
https://www.instagram.com/cowcowtony/
https://twitter.com/LauKwongSh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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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逾十多部動畫短片。近期較專注繪畫有關社會議題的作品，亦應該參展多個展覽，如泰國

《Bangkok Through Poster》、香港《抗爭的藝術》等。 

最新法文漫畫《Ordinary Day》即將於 2020 年上旬推出。 

 
參展經驗：實現漫畫（香港，2016）、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法國，2017, 2019, 2020）、較．量——

香港漫畫力量（香港，2017）、逐格逐格（香港，2018）、中国漫画大展 Y-Comic-X？（中國內地，

2019）、香港動漫海濱樂園（香港，2019）、Cube Escape: Paradox Exhibition（香港，2019）、圖像

小說祭（臺灣，2019）、Silver Forest: Lost And Found（香港，2019）、臺灣漫畫節（臺灣，

2019）、抗爭的藝術（香港，2019）、Bangkok Through Poster（泰國，2020） 
 
 

 
Chi-tak LI 利志達 
Website：lichitak.com 

Facebook：lichitakoffice 

 

「商業與另類漫畫無需分野，所謂的「另類」只是商業的另一面；漫畫同時也能踏進藝術領域。」 

1982 年投身漫畫創作，在港式漫畫集團工作一個月後即以自由身闖蕩漫畫界。繪畫過《衛斯理》系

列後，87 年自資出版代表作《同門少年》而聲名大噪，自此發展其獨特的漫畫風格，以奇詭實驗、

突破類型的漫畫築構自己的視覺世界。 

早期主要漫畫作品有《黑俠》、《刺秦》、《天妖記》、《Superbaby》、《草莓妹》、《K》。近

十年間出版的包括《大海盜談》、《大愛神話》、《二開》、《大圓天》、《刻毒》、《Solar 

Eclipse 日食》等。 

漫畫以外，亦參與多個跨媒介的創作，將其繪畫延伸至電影、實驗劇場、文學、流行音樂、雕塑

等。此外，其別樹一幟的畫風，吸引多個國際品牌委約創作，包括 Nike、New Balance、IdN、

Uniqlo、Starbucks、香港國際機場等。 

利志達是海外漫畫迷熟知的香港漫畫家，1990 年代開始已在海外連載及出版，包括日本的講談社及

小學館、臺灣、馬來西亞、中國內地、法國、意大利等。 

2016 年，香港藝術中心聯同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為其策劃個人展覽，成為該屆漫畫節主題展之

一，同步推出與著名比利時作家 Jean Dufaux 合作的法語漫畫《The Beast》。是次個人展覽更帶來另

一次面向國際的合作，利志達獲羅浮宮博物館合作邀請，編繪最新漫畫《Moon of the Moon》，法

文版率先於 2019 年 11 月於歐洲發行，香港中文版由今日出版於 2020 年初推出。 

 
 

https://www.lichitak.com/
https://www.facebook.com/lichitak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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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I 
Website：il.netvigamer.net 

Facebook： yae.yeung 

Instagram：yaeyeung 

Plurk：plurk.com/aieru 

 

在香港長大，喜歡狗。小時候因兄長定期購買漫畫週刊及《叮噹》（多啦Ａ夢）而喜歡上閱讀漫

畫。加上喜歡畫圖，不知不覺走上了漫畫創作之路。曾在日本留學漫畫專校，後在臺灣電子漫畫平

臺「日更計劃」連載《實驗品家庭》，2017 年開始在日本雜誌《月刊 Comic@Bunch》連載日文版及

動畫化，2019 年出版法文版。 
現時正以「畫完」《實驗品家庭》為目標，努力生活中。 

 
 

 
Moses Hei-lun IU 姚希麟 

Facebook：Heiluniu19.5 

Instagram：heiluniu 

 

生於 1996 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主修繪畫及平面設計。作品多指涉紅塵間孤獨疏

離的人際關係；冀把圖像和文字集結成書，為鬧市中每個寂寞自卑的靈魂添上微薄暖意。 
 

http://il.netvigamer.net/
http://www.facebook.com/yae.yeung
http://plurk.com/aieru
https://www.facebook.com/heiluniu19.5/
https://www.instagram.com/heilun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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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 PANG 
Website：www.bonniepangart.com 

Facebook：Bonniepangart 

Instagram：bonniepangart 

Twitter：bonniepangart 

 

插畫家及漫畫家。生長於香港，2012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2016 年修畢美國舊金山藝術大

學碩士課程。曾擔任動畫原畫師，以及替書籍、商業機構、公眾藝術等項目繪畫插畫。現為

Astound Agency 代理的插畫家，主要繪畫童書插畫。漫畫作品包括《MindBound》、《Roar Street 

Journal》 及《IT Guy & ART Girl》。 

 
 

 
 
Fei Fan Book 非凡出版 

Website：www.chunghwabook.com.hk  

Facebook：FeiFanBook 

Instagram：feifan_publish 

 

非凡出版為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的子品牌，致力發掘年輕作者，以輕鬆有趣的方式為本土文

化記下一筆，讓年青人重新認識香港，也在速食文化外為讀者提供有養份的流行讀物；透過裝幀精

美的書本，希望大家重新愛上閱讀，獲取快樂和文化知識。 

現時出版圖書逾二百種，書種主要為香港文化專題及漫畫繪本，暢銷及得獎作品包括《砌出香

港》、《文具物語—寫於時空書桌的歷史》、《有家姐真好！？四姊弟妹爆笑事件簿》、《奴詩．

來詩》、《馬榮成風雲路》、《一代畫師——阮大勇》、《香港道路探索──路牌標誌 x 交通設

計》、《你看港街招牌》及《香港失物認領處—100 個城市印記 to be found》等，深受華文讀者歡

迎。 

http://www.bonniepangart.com/
https://www.facebook.com/Bonniepangart/
https://www.instagram.com/bonniepangart/
https://twitter.com/bonniepangart
https://www.facebook.com/FeiFanBook/
https://www.instagram.com/feifan_pu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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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an CHU 朱嘉敏 

非凡出版編輯，喜歡閱讀、創作和小狗，最近覺得貓竟有強大的吸引力。2016 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

學專業及創意寫作系，之後加入出版行業，數年來策劃及編輯了多部得獎及暢銷圖書，主力集中漫

畫繪本、流行讀物及香港本土文化等書種。 

編輯過的繪本漫畫包括：《IT 男與藝術女的戀愛冒險》、《超治癒の小毛球樂園——初次養倉鼠手

記》、《奴詩‧來詩》、《歡迎入住小豆丁花園》等；獲獎圖書包括：《搭紅 VAN──從水牌說起：小

巴的流金歲月》（2018 香港金閱獎最佳文史哲書）、《玩具醫生──那些玩具教我們的事》（第二屆

香港出版雙年獎——生活及科普類出版獎）。 

 
 

 
 
Quire Limited 格子有限公司 

Website：www.quire-online.com 

Facebook：quireonline 

Instagram：quireonline 

Twitter：quire_hongkong 

 
於 2018 年成立，以香港插畫家、漫畫家作品為主的出版社。除出版外，亦會舉辦市集、展覽等活

動，並參與製作動畫、遊戲及提供授權角色。隨著網絡盛行，會購買實體書籍的人越來越少，而因

為傾斜於經濟發展的政策，香港亦屢屢被人笑稱為文化沙漠。格子期望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及媒

介，推廣本地漫畫及插畫，為行業的持續發展出一分力，讓香港以至世界看到香港漫畫及創作人的

無限可能性。曾策劃「格展—香港漫畫三七面」聯展，同時亦是 2019 年及 2020 年《Hong Kong 

Illustration and Creative Show》的支持機構。 
 
 

Patty 
格子創辦人之一，雖不曉畫畫繪圖，大學主修亦與漫畫、插畫無關，但成長路上一直有漫畫及卡通

片相伴。毅然與肥佬創辦格子，只為了令更多人能重新體會漫畫的感動。 

 

 

  

http://www.quire-online.com/
https://www.facebook.com/quireonline/
https://www.instagram.com/quireonline/
https://twitter.com/quire_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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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漫畫家最新外文漫畫作品介紹 

 

Kwong-shing LAU 柳廣成 

Fantaisie Ordinaire  
Ordinary Day 
漫畫︰柳廣成 

作曲︰Victor BUTZELAAR 

2020 

Edition Patayo https://www.patayo.fr/ 

 
 
這是平靜的一天，一男一女相約某地見面。 

漫畫作者嘗試以多變的手法描述一個無甚起伏的平凡故事。 

這本連環圖書，樂譜取代文字。 

樂譜與漫畫同一時刻由左起步，以同步的節奏訴說一個圖樂並茂的故事。 

 
  

https://www.patay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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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g-shing LAU 柳廣成 

S’évader des cubes : paradoxe  
Cube Escape : Paradox 
方塊逃脫 : 悖論 
漫畫︰柳廣成  

原作《Paradox》遊戲創作︰Rusty Lake 

2019 

Kwong-shing LAU https://bit.ly/2NLP48X 
Rusty Lake https://bit.ly/2THoLof  

 
 
漫畫《方塊逃脫 : 悖論》，源自荷蘭遊戲公司 Rusty Lake 創作的「Cube Escape」遊戲系列的最新

作品《Paradox》。 

漫畫作者柳廣成於 2017 年隨香港藝術中心到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交流，自始深受法國、比利時

等歐洲獨立漫畫影響，徹底改變了創作方向，亦燃起了更強烈的好奇心，積極尋找陌生且有趣的

事物，創作由漫畫延伸至不同媒介。除了歐漫，柳廣成亦深受 Rusty Lake 的超現實風格遊戲系列

所影響，因而發展出他全新的漫畫風格。2017 年中開始，他向 Rusty Lake 投稿漫畫，尋求合作的

可能性。Rusty Lake 認為柳廣成的創作與遊戲風格相當吻合，故對他如何以漫畫演繹《Paradox》深

感興趣，成就了是次共同合作出版的漫畫書《方塊逃脫 : 悖論》，亦邀得本地漫畫出版新晉單位

紙本分格設計、編輯及印刷。 

《方塊逃脫 : 悖論》漫畫書於 2019 年 5 月在香港設全球首賣會，並舉辦展覽，完整地呈現香港與

歐洲創作人聯乘下的漫畫 X 遊戲 X 微電影 X 動畫短片的創作。 

 
  

https://bit.ly/2NLP48X
https://bit.ly/2THoL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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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tak LI 利志達  

Moon of the Moon 
蟾宮事變 
作者︰利志達 

2019 

Futuropolis https://bit.ly/2NKJJP3 
Musée du Louvre Éditions https://bit.ly/38iDfPs 

  
 
兩名科學家計劃恢復五名被淘汰的複製人，以賦予她們新的改變，賦予她們新的生活。 

「手術」成功了，但是幾乎半醒的複製人中斷了連線…… 

重生的複製人的意識被她們過去殘留的記憶所擾亂，作出反抗或是逃避？ 

多年後，兩名科學家對實驗失敗耿耿於懷，然而一次車禍後，他們毅然踏上尋找五人的旅途⋯⋯ 

到底她們是怎樣的狀況呢？ 

  
  

https://bit.ly/38iD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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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I 
Frankenstein Family 

實驗品家庭 

作者︰YANAI 

2016- 

Éditions chattochatto https://bit.ly/2uhPjlm 

  
以科幻設定「改造人」卻努力過著普通人的生活這樣強烈的對比，引發一次次「普通」與「特

殊」的碰撞，一家人在這樣的過程中一邊摸索，一邊互相扶持著前進。故事溫馨但又有著一絲絲

懸疑的突兀感，令人想一窺究竟。本作的舞台取材自香港的南丫島，漫畫中也描繪了不少香港特

色的事物。《實驗品家庭》於 2017 年宣布動畫化，同年 10 月開始在新潮社《月刊コミック@バ

ンチ》開始日文版連載。 2018 年 4 月《實驗品家庭》動畫化播映，同時發售『実験品家族-クリ

チャーズ・ファミリー・デイズ-』日文版單行本第一集。  

主角丹尼斯的雙親是瘋狂科學家，他們被困在孤島上進行非法秘密實驗。一日，秘密島嶼的實驗

室被發現了，主角父母遭到逮捕，而孩子們則在社工安排下到另一個小島上居住，五兄弟姊妹就

此離開島上進入普通社會之中。但除了丹尼斯以外，四位被改造成特異人種的兄姊都不具備生活

常識，對社會大眾而言更是怪物般的存在。犬人混合的哥哥、植物基因及蜘蛛綱基因的雙胞胎姊

妹、會讀心術的姊姊——身為普通人的丹尼斯必須肩負起教導兄姊「普通」的責任，究竟他們能

不能順利隱藏自己的特異身分，融入現代社會之中，成為「普通」的一家人呢？  

 

－ 完 － 
 

https://bit.ly/2uhPjl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