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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是最重要的投
資 林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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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嵐(Jaffa) 由學習傳統書法、國畫，到之後轉為創作大型雕塑， 明言「作品不是 target
去賣」。對於坊間普遍認為「做藝術難搵食」，Jaffa 直指「是錢搵你而不是你搵錢」，因
為修讀藝術，不只可以改變人生，更是人生最重要的投資。

Cheryl Chan
JESSICA 2019年3月26日

Q：你曾在專欄提過想舉辦「靈活收生」的課程，因為人人都有權讀藝術，成功了嗎？
A：其實當我上任香港藝術學院學術總監後，便想加強藝術教育的推廣，因為我堅信「藝
術可改變命運」，尤其是已過 21 歲的 mature students，可能時間上未許可full time
study，那可考慮 course by course 去發掘自己真正想要的。上星期我到中學出席講座，
我亦有勸家長，若小朋友想讀藝術，千萬不要阻止他們，因為不一定要做律師才「搵到
食」，逼孩子做沒有興趣的事只會令大家痛苦。就如我其中一個學生，課餘擺市集賣首
飾，兩個小時已賣清存貨收檔，還接了訂單回家，可見創意也能帶給你生計。這個學生利
用客人的 2 毫硬幣配合其工藝技術，將 2 毫硬幣化為花形耳環，所以其實連材料成本也不
用。因為我一直以回收物去做創作，所以我也教學生「藝術是不用錢的」。至於創意從何
來？就是從「練精學懶」而來，透過資料搜集、思考有效率的方法，令程序簡化才實踐，
這是藝術課程給他的訓練。
其實讀藝術之後的出路也很廣，只要你做好第一項工作，之後根本不用擔心生計，「是錢
搵你而不是你搵錢」。香港近年很多演出和展覽，很多學生未畢業已兼職做幕後製作的工
作如屏幕、喇叭的安裝，不要看不起鋪電線的工作，這是一項專業手藝，如安裝得好，未
畢業已有大量工作機會。若手藝不夠精也不怕，精於文職範疇也行，很多 gallery 需要有
條理又讀過藝術的人才去處理日程和安排物資。又或是藝術公關，近年市場也很渴求，總
之學生的出路我完全不擔心，因為即使轉行不是因為沒有工作，而是因為興趣改變。

你可能還想看

【撞衫】男人都著露膊衫 眼花睇錯日本Twitter熱傳
GameoverHK

限時必搶！$88買高甜度韓國雪香士多啤梨+柿乾！
口感柔軟，果汁豐富！
韓印紅 Korean Ginseng Food Market 贊助

Q：多年來與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合作，去年更創作了「家庭主婦」旗，作用如何？
A：我為她們製作了一面白旗，這創作在意大利及紐約也得到迥響，可惜本地媒體沒有太
多報導。我一直認為家庭主婦是被忽略的一群，她們的勞動力不少，照顧子女、跟功課、
做家務，可能有人會認為她們沒有賺錢能力，其實幫家庭節省了支出已經是賺錢的一種，
但我發現協會的女工每朝為丈夫子女準備新鮮的食物和飯盒，自己的午餐卻只會吃隔夜
菜，其實她們應份吃得更好。她們的老闆其實是誰呢？是不是政府呢？她們放棄工作幫手
培養下一代，是否應該得到薪金/補貼呢？

金像獎再度提名！余香凝：我不是明星
Yahoo Style

Q：平均每天工作多少小時？
A：除了睡覺及運動時間，我都是在工作。我每星期維持 8-10 小時的運動量，會持之以恆
地跑步、跳舞、yoga、cardio 等，其實運動亦應該計入 working schedule，才可保證我的
體力能應付大型雕塑創作。

Q：從事創作多年，有試過迷失方向嗎？
A： 畢業後參加了一次比賽：藝遊鄰里計劃，之後就一直滾存，順利地被邀請參加幾個海
外藝術展覽，到 04-05 年嘗試專心地做一個 curator，兼顧 fund-raising 一腳踢，在 05 年
發現自己出現少少創傷，發覺自己不懂與人交流，所以出走到上海學玻璃，之後芝加哥、
多倫多、孟加拉都有邀請我留駐，而我在美加駐留 8 個月後，終於醒了，08年回來，開始

首位香港藝人加入Marvel家庭！宣萱以穿搭突顯個
人魅力
ELLE.com.hk

做 comtemprary art，一直創作大型混合媒介雕塑至今。

銅鑼灣去邊好？最新發現打卡蛋糕店！
Yahoo Style

立即申請恒生MPOWER卡 盡享Mobile, Movie,
Music至潮優惠
恒生銀行 贊助

「年度賽車皇后」林夢 完美身材征服大家！
Esquire

《瑪利嘉兒》x AGA 「一個人·米蘭時裝周」
Chapter 2：小問題
Yahoo Style

Q：一句想對初入行的自己說的話...？
A：「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這是我師傅(藝術家張義)教我的，我亦一直遵從至今，我亦有
將此訓傳承予我的學生。不是真的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而是那類型的項目已多人做的話，
就不要去湊熱鬧做爛市。
【圖集】日本Twitter狂玩「育兒衝撃畫像」 大量驚
嚇作品大人都怕
GameoverHK

林嵐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研究院及教育學院，現擔任香港藝術學院學術總監。主力創
作大型混合媒介雕塑作品及裝置，近年積極參與本土及海外不同的公共和社區藝術計劃，
作品多以文化歴史、社會與時事為背景。除個人展覽外，林嵐多次獲邀參加本地及國際展
覽，以及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留駐計劃，包括來自肯亞拉姆、孟加拉達卡、美國紐約和加拿
大多倫多等地區。2013 年，她應邀參與日本瀨戶內海三年展，2009 年德國漢堡的
「Subvision.art.festival.off.」當代藝術節。她亦獲選為 2007-2008 年紐約 Urban Glass 的
特邀藝術家、2007 年多倫多 Tree Museum 十週年慶特邀藝術家。

《居外海外投資生活論壇》2019香港站—3月30日約
定你！
居外網 贊助

Text: Cheryl Chan
Photo: Raymond Chan

Related Articles
學霸音樂人 盧宜均
十年創業路 Susanna Soo
彭少華 Sink or Swim 放手一搏

濕疹難斷尾？營養師分析濕疹成因＋推介3大類抗炎
食物預防濕疹翻發
Cosmo

成為第一個留言的人
登入即可發佈回覆。

【圖集】架車撞凹咗刮花咗 外國人超強幽默感創作
GameoverHK

Style 即日熱搜

醫療費用不斷上升
搜尋危疾保險
贊助

比較保險保障！立即

居外網

向佐不可錯過的女人！郭碧婷懶人保養法靠食療

股票 vs. 海外樓 — 手頭上有幾十萬，應
該點樣投資？

Cosmo

積蓄未夠畀香港樓首期？炒股起碼有機會賺大錢，不過亦有
可能輸多過賺，有冇諗過買海外樓收租？免費登記30/3海…
Style Marie Claire • 24 分鐘前

MC Club (2019年4月禮物)
Ultra V 艾地苯精華液及防曬霜 價值: $648； 數量︰62
份 黃金美肌亮澤精華含兩大主要成份 – 艾地苯及透明質…
【早鳥優惠】3/29前報讀STEM復活節及暑期課程低
至半價!

Style 即日熱搜

恩賢教育中心 贊助

信用卡比較：點賺最多現金回贈同飛行里
數？立即搜尋信用卡推廣

Style 即日熱搜

溶妝NO WAY！清爽底妝 透薄自然！立
即搜尋化妝粉底
贊助

【藍牙喇叭】 香港 IKEA 首次推出 ENEBY，4月發
售最平HK$599有得聽！

無國界醫生

每星期$10
兒

支持無國界醫生救助新生嬰

PC3

生命的第一天不應是悲劇收場。每星期$10，已可幫助小生
命脫離死亡威脅，立即捐款！
旅遊 Harper's Bazaar • 5 小時前

復活節自助餐 2019：10 間好玩、好食復
活節親子自助餐好去處
2019 復活節假期和家人一起品嚐自助早午餐、下午茶自助
餐及自助晚餐是最稱心的復活節好去處。各餐廳精心炮製…
Style ELLE.com.hk • 5 小時前

與同事單獨共處很尷尬？這幾個話題是你
的救星！
相信不少打工仔也曾試過，跟同事獨處時感到尷尬的時候，
明明又沒甚麼話題，但又被「逼」地共處一室（特別是搭…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港泰男神PK】周柏豪會輸？泰國型男
Mario演《感動她77次》硬搶蔡卓妍做…
《原諒他77次》嘅續集《感動她77次》已經喺今年年初殺
青，續集將會延續第一集蔡卓妍同周柏豪糾結嘅愛情故事…
贊助

Redress Design Award

【永·續時尚】年輕時裝設計師細說人棄
我取，可持續時尚之道！
設計師如何挑戰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嘅「2018 Redress設
計大賽」？《Frontline Fashion》第三季帶你追蹤11位新…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減肥成功反而抑鬱！開心有自信全因愛自
己，200磅大碼女生：靚不是只靠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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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春期「胖」着Gloria成長的零自信、自我形象低落，甚
至抑鬱，已統統是前塵往事；這位二十四歲花信年華「棉…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撐枱腳首選！6間浪漫餐廳酒吧推介❤跟
摯愛過一個難忘Date Night！
想跟另一半過一個浪漫Date Night，享受二人世界撐枱腳，
當然要選一間高質餐廳！但挑選餐廳對於不少情侶來說絕…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敏感脫皮急救法寶！GEM鄧紫棋公開皮膚
科醫生推介的最強補濕面膜
GEM鄧紫棋最近雖與經理人決裂，但仍有密密麻麻的工作
等她完成。早前，她就身處加拿大舉行演唱會，但由於當…
贊助

Blue HK

Blue個人意外保險，全網上投保
了解

▶ 立即

Blue 「WeCare個人意外1」讓你得到因需而變的保障，同
時保證零佣金，絕無隱藏收費，立即獲取報價並體驗網上…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香港首位Marvel女角！宣萱剛柔並重的穿
搭充滿魅力
迪士尼最新Marvel主題遊樂設施「蟻俠與黃蜂女：擊戰特
攻！」即將開幕，宣萱更會擔任遊戲的新角色！從 TVB …
Style Harper's Bazaar • 5 小時前

吳謹言的小秘密！她要對 10 年前的自己
說這句說話
2018 年憑《延禧攻略》而受大眾熟識的女演員吳謹言，近
來更推出大熱新劇《皓鑭傳》。曾是芭蕾舞演員的她，無…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5月原來是國際自慰月！女生自慰高潮只
需靠這手指4式！
當你還在因自慰而感到羞恥時，小編必須話你知，5月是國
際自慰月，由美國人提倡宣傳自慰無罪、乃安全而健康的…
贊助

韓印紅 Korean Ginseng Food Market

限時必搶！$88買高甜度韓國雪香士多啤
梨+柿乾！口感柔軟，果汁豐富！
韓國新鮮到港！【韓印紅】韓國潭陽高級雪香士多啤梨 + 柿
乾，士多啤梨鮮甜多汁，柿乾柔軟綿密！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復活節好去處】香港商場活動打卡展覽
懶人包
2019復活節在4月19、20、21、22，連放四日！當然可以
離港旅行，來個短trip，如果不想出國，亦可以到各大商…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香港電影金像獎2019🎥周家怡由大茄演
到女一！終憑《無雙》提名最佳女配
說起周家怡，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聯想到新聞小花周嘉儀，
但對於熱愛演戲的周家怡你又知幾多？入行二十二年，周…
Style ELLE.com.hk • 5 小時前

首位香港藝人加入Marvel家庭！宣萱以穿
搭突顯個人魅力
宣萱最近加入了 Marvel 大家庭，她將會飾演神盾局科技館
的總工程師林樂詩，這個新角色更是為迪士尼最新Marvel…
贊助

HSBC

滙豐分期萬應錢實際年利率低至2.70%
成功網上申請及遞交文件可享高達港幣300元現金回贈。受
條款約束。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向佐不可錯過的女人！郭碧婷懶人保養
法靠食療
向佐跟郭碧婷相戀才 3 個月便訂婚，消息震驚娛樂圈！向佐
明言郭碧婷是人生中一個不可錯過的人，她的魅力絕對非…
Style Cosmo • 5 小時前

盧凱彤33歲生忌 這些好友都飛到台北悼
念最愛的Rock Mui
at17的盧凱彤去年逝世，讓人惋惜。日前為她的33歳生忌，
她的遺孀余靜萍為紀念太太，舉辦《你的左手我的右手》…
Style ELLE.com.hk • 5 小時前

阿妹的摯親聚首台北 他們讓盧凱彤的生忌
更有意義
at17成員盧凱彤（Ellen）去年過世，日前為她的33歲生
忌，她的太太余靜萍日前為她舉辦展覽《你的左手我的右…
贊助

恒生銀行

立即申請恒生MPOWER卡 盡享Mobile,
Movie, Music至潮優惠
包括: 流動支付、網上及海外簽賬高達4.4%回贈、MCL戲院
網上購票免手續費、KKBOX演唱會優先訂票
Style Harper's Bazaar • 5 小時前

FROM DAWN TO DUSK
從日出至日落的時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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