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永基



馮永基於 1952 年生於香港，是著名的香港藝術家和建築師。他曾於 1990 年獲得香港十大傑出
青年獎，多年來榮獲眾多海內外藝術及設計大獎。他於 1997 年獲得佛蒙特州藝術村獎學金；於
2008 年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長之藝術推廣嘉許獎狀，以表彰他在促進香港藝術文化
發展的傑出成就；於 2009 年被授予香港十大傑出設計師大獎；並於 2011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委
任為太平紳士。

他曾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香港、東京、紐約、巴黎和亞維濃舉辦過大型展覽及個展。他
的作品廣為國際企業及博物館收藏，包括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中國美術館 ( 北京 )、上海美
術館（現更名為中華藝術宮）、香港藝術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和香港文化博物館等。

1989 年是馮永基創作的分水嶺，其作品入選哈佛大學「中國的新風貌 1984-89」展覽，該展覽
由著名哈佛大學學者和藝術策展人巫鴻教授策劃。他曾入選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其作品《魚蛋》
反映了香港急速的生活節奏及致力於量產、便捷和高效益的緊湊性。《千秋》是馮永基極具紀念
意義的作品，入選為巴黎當代藝術博覽會 2019 十大佳作之一，並於法國電視國際五台作廣泛介
紹。

馮永基的職業生涯始於景觀美化，並相當關注香港的鄉郊環境，這反映出他對香港本土的深厚感
情和歸屬感。近年來，他開始探索更高的普世價值，藉此提高人們對環境和全球社會問題的覺知。
馮永基現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西九文化區發展委員會成員、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
館榮譽顧問、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發展處（包括博物館建築）顧問以及香港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

馮永基除了著有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誰把爛泥扶上壁──你所不知的香港建築故事》和香港大學
美術博物館出版的《馮永基藝術作品集》，更是七本文化藝術、建築書籍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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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永基：息／間」個展，3812 畫廊，倫敦

「細看人生」馮永基創作展，名山藝術，台北
巴黎藝術博覽會 2019，Bosco Hong 畫廊，巴黎大皇宮，巴黎
東京藝術博覽會 2019，Bosco Hong 畫廊，東京國際論壇，東京

「水風清 . 山色揚」個展，名山藝術，台北

「天地凡間」，榮寶齋，香港

「宋彩華姿」，黎畫廊，台北

「宋彩華姿」，萬玉堂，香港
「宋彩華姿」，Cloître Saint Louis，亞維濃
「宋彩華姿」，蘇荷 456 畫廊，紐約

「馮永基的藝術世界」，東方元素 ( 北京 ) 畫廊，北京

「香江戀曲：馮永基水墨畫」，YR 畫廊，巴黎
「香江戀曲：馮永基水墨畫」，東方元素 ( 巴黎 ) 畫廊，巴黎
「香江戀曲：馮永基水墨畫」，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

「水墨畫」個展，上海美術館（現更名為中華藝術宮），上海

「馮永基新作展」，香港交易廣場，香港

「水墨畫」個展，杭州藝術博覽會，浙江展覽館，杭州

「水墨畫」個展，蘇荷士林畫廊，紐約

「香港藝術家系列：馮永基」，⾹港藝術館，香港

「水墨畫」個展，⾹港藝術中心，香港

「水墨畫」個展，美國圖書館，香港

「水墨畫」個展，La Cadre Gallery，香港
「水墨畫」個展，置地廣場，香港

2023 「七拾 - 遊走於水墨與建築之間」，藝術展亭，香港「七拾 - 馮永基回顧展 遊走於水墨與建築之間」，藝術展亭，香港



聯展

「如水」，3812 畫廊，香港

「精神與風景」，3812 畫廊，倫敦

「倫敦巨匠臻藏藝術博覽會」，倫敦

「萬象萌生」，3812 畫廊，香港

「天地・蹤」第一部分展覽，藝術家聯展，3812 畫廊，香港

Longing for Nature: Redefining Landscapes in Chinese Art，雷特博爾格博物館，蘇黎世

「重新連線」夏季特展，藝術家聯展，3812 畫廊，倫敦及香港

「無窮於水墨」，藝術家聯展，3812 畫廊，倫敦及香港

「臆象——粵港澳大灣區當代水墨藝術譜系（2000-2020）」，廣東省美術館，廣州

「香港畫廊協會籌款 Take 2」，「藝薈香港 — 由巴塞爾藝術展呈獻」，香港會議展覽中⼼，香港

「原典變奏──⾹港視點」，⾹港藝術館，香港

「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港澳台．海外華人邀請作品展」，廣州美術學院大學城美術館，廣州

「齊物」，水墨藝博 2019，⾹港會議展覽中⼼，香港

水墨藝博 2019，香港會議展覽中⼼，香港

2019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世貿展覽館，台北

東京藝術博覽會 2018， Bosco Hong 畫廊，東京國際論壇，東京

All About Ink， Bosco Hong 畫廊，摩爾畫廊，倫敦

2018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世貿展覽館，台北

「鑑古賞今：二十世紀中國的水墨與藝術發展」，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

香港藝術中⼼四十週年籌款晚會展覽，香港藝術中⼼，香港

「全球水墨畫大展」，⾹港會議展覽中⼼，香港

「圖繪⾹港」，香港科技大學，香港

福爾摩沙國際藝術博覽會，誠品行旅，台北

2017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世貿展覽館，台北

「情繫雙城」，上海書畫院，上海

水墨藝博 2016，香港會議展覽中⼼，香港

「情繫雙城」，香港藝術中⼼，香港

「水墨雙城 – 深港都市水墨交流展」，⾹港中央圖書館，香港

2015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世貿展覽館，台北

高雄藝術博覽會，駁二藝術特區，高雄

水墨藝博 2015，香港會議展覽中⼼，香港

「新藝潮──國際藝術學院新進博覽」，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澳門

「上海．香港．澳門當代水墨畫聯展」，上海書畫院，上海

「築 • 自室」香港建築師學會展覽，Artistree，香港

「水墨雙城 – 深港都市水墨交流展」，深圳畫院，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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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命百週年展覽」，中國國家畫廊，北京

「水墨雙城 – 深港都市水墨交流展」，深圳畫院，深圳

「第七屆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關山⽉美術館，深圳

「承傳與創造 – 水墨對水墨」，香港藝術館，香港

「國際水墨畫大展」，中華世紀壇，北京

「承傳與創造 – 水墨對水墨」，上海美術館（現更名為中華藝術宮），上海

「香港水墨畫大展」，國⽗紀念館國家畫廊，台北

「香港．水．墨．色」，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

「新水墨藝術」，香港藝術館，香港

「香港當代藝術展」，Atting 畫廊，香港

「中國當代藝術館慈善展」，太古廣場三期，香港

「當代水墨大展」，⽜棚藝術村，香港

「香港回歸十周年藝術展」，四川美術館，成都

「香港當代水墨大展」，深圳美術館，深圳

「藝術萬花筒」，萬⽟堂，香港

「香港風情」，倫敦大學，倫敦

「香港台灣水墨畫大展」，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

「德國國際藝展」，德國

「香港藝術家聯展」，四川展覽館，成都

「香港藝術」，中國美術館，北京

「聯徵雲集」，朵雲軒，上海

「香港現代繪畫展」，⽇本福岡美術館，福岡

「第八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港澳台·海外華人邀請作品展」，中國美術館，北京

「洛杉磯香港藝展」，聖塔莫尼卡購物中⼼，洛杉磯

「香港藝術」，⽇本鹿兒島黎明館，鹿兒島

「漢城畫家會議美術展」，漢城

「五人展周界畫廊」，芝加哥

「香港新派水墨畫展」，市政廳畫廊，澳門

「第五屆亞洲國際美術展」，⾺來西亞國家畫廊，吉隆坡

「當代香港藝術」，美國伊利洛州修伯特市，修伯特

「香港當代水墨畫」，台中市⽴文化中⼼，台中

「香港水墨畫」，艾蒙特博物館，艾蒙特

「中國的新風貌 1984 – 89」，哈佛大學，波士頓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舊金山

伊利諾伊州銀行，芝加哥

北京控股集團，香港

國泰航空

華潤集團，香港

君悅酒店總統套房，香港

希臘科佩盧左斯家族博物館，雅典

希爾頓酒店，上海

希爾頓酒店，東京

香港機場管理局，香港

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

香港藝術館，香港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

匯豐銀行總部，香港

怡和洋行總部，香港

摩根大通，香港

利豐集團，香港

文華酒店總部，香港

上海美術館（現更名為中華藝術宮），上海

⽇本 TEC 電子公司

其士集團，香港

香港禮賓府，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香港

中國美術館，北京

標準普爾，香港

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

公共 / 企業收藏

「新風格 – ⾹港當代畫家展」，澳華博物館，墨爾本

「第七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港澳台．海外華人邀請作品展」，中國美術館，北京

「第四屆亞洲國際美術展」，漢城大都會美術館，漢城

「香港十三名家展」，三越百貨美術館，名古屋

「香港現代藝術」，中國美術館，北京

「香港水墨」，⾹港藝術館，⾹港

「馮永基．郭漢深二人展」，藝倡畫廊，香港

「國際水墨畫展」，武漢

「馮永基．徐子雄二人展」，東西畫廊，墨爾本

「長城⾸屆美術畫畫展」，台灣省⽴美術館，台北

「香港水墨」，巴比肯中⼼，倫敦

「香港美術家作品聯展」，福州省展覽館易、湖北美術學院，福州、湖北

「夏利豪現代藝術比賽展」，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港

「山水五步」，澳門賈梅士博物館，澳門

「香港週藝術展」，聯合廣場，三藩市

「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香港藝術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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