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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選擇題：香港 ﹣是怎樣的﹖

A. 「香港 ﹣以前是一個漁港，現在是一個國際金融大都巿。」
B. 「香港 ﹣是一個不夜城，每晚都有煙花看。」
C. 「香港 ﹣是一個購物天堂。除了購物，便是購物。」
D. 「香港 ﹣是一個居住環境很擠迫的地方。迫得大家都要去上街。」
E. 「香港 ﹣是一個華洋共處的地方。除了廣東話，英、法、德、菲、印等外語隨處都可聽到外，越來越多聽到的是普通話。」
.
.
.
N+. 「香港 ﹣每天在變。許多熟悉的景物，變得越來越陌生。」

說到香港給人的印象，確實有不少框架被定型，當中不乏片面之詞。常言道﹕「每個硬幣都有兩面。」。要認識我們身處的地方，就必

需走進人群，從各人的居住環境、工作狀況、公共空間，以至日常生活等大城小事中，探索出每個地方的犠面犠。

[18x24全城起動齊齊拍 ] （[18x24]）是一個社區攝影計劃，以全港 18區為切入點，透過各區人士的參與，以攝影呈現香港當下不同角
落的現實狀況。以影像為這個地方作紀錄之餘，也就是表達出各人對自身環境的反思及想法。

這本攝影集，是從 [18x24]計劃中收集得來的2,100多張照片中，挑選出223張作品結集而成的。隨著各區日月陰晴變化，䕀去地域界限，
展現出參加者在香港的生活經驗。

當然，這些照片絕不就是代表香港的全部，我們期望大家都能以 [18x24]為起點，繼續以攝影為香港作紀錄。

紀錄的，不只是外在環境的變化，更重要的是紀綠我們對這個地方的感受；紀錄我們對這個地方的關係；紀錄我們與這個地方的故事。

紀錄我們曾經存在於這個地方的印證。

譚：為什麼會構思 [18x24全城起動齊齊拍 ]（[18x24]）這項大型的攝影計劃？這計劃與光影作坊其他
的社區攝影工作有何連繫？

謝：這應該從成立光影作坊的目的說起，我們希望推廣攝影這媒介，讓更多人嚴肅及專業地對待攝影，

從而表達自我。我們特別在教育方面著手，因此光影作坊舉行了不同的社區工作坊。有些工作坊

的時間比較長，約半年至一年，例如：「當家（1）」及「當家（2）」攝影計劃各用了一年時間。
我們相信透過一個較長時間的工作坊，可令參加者更有效地運用攝影作表達的工具。

 在此之前，我們亦曾嘗試不同形式的工作坊，有以主題為主，也有以地區劃分。例如在 2009年，
我們分別舉辦了「 觀塘 24小時合拍行動 」（觀塘 24）。這構思是由於天星及皇后碼頭清拆時，
人們只在最後一段時間一窩蜂地去拍攝，所保留的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並不是很完整。「觀塘

24」當時的反應良好，大約收到 1,000張照片。

 「觀塘 24」的計劃模式很理想，分別有工作坊及攝影日，參加者更在觀塘的商場內即場上載照片
展覽。故當構思 [18x24]時，亦以此為計劃內容的藍本。

 今次舉辦 [18x24]其實是一個嘗試，當時考慮到是否可把「觀塘 24」的規模擴展到其他的地方。
當然，有政府的資助亦很重要，最初舉辦「觀塘 24」時，只有很少的資源，而今次 [18x24] 的資
源則相對較多。

譚：計劃設有網上平台，讓參加者上載相片與其他人分享，並設有「讚」的功能，與「觀塘 24」有一
些分別，構思時有什麼考慮因素？

謝：「觀塘 24」只是將參加者的照片放到網頁上，當時沒有想過把相片提供予公眾使用。這次 [18x24]
希望建立一個資料庫，並從中可增加參加者參與程度，當初的想法是與共享創意（Creative 
Commons）的概念有關的，希望照片可開放給大眾使用。

謝：謝明莊（光影作坊主席 / [18x24]計劃發起人）

孫：孫樹坤（光影作坊創會成員 / [18x24]工作坊導師）

羅：羅淑敏（光影作坊成員 / [18x24]工作坊導師）

蔡：蔡婉珊（[18x24]計劃統籌）

譚：譚學能（對談訪問 / 文字整理）

全城起動齊齊拍 的由來「
」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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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與這活動類似的 24小時攝影日或攝影比賽在
很多年前已經舉辦過，例如早在六、七十年

代都已經出現，現在的照片跟以往的有什麼

不同？

謝：最直接的說法是畫面的處理，以前擁有相機

的人會多留意如何處理，例如：構圖、光線

等方面。但相比現在的照片，譬如這張相，

你說這張相不好嗎？又不是。可以說是一張

好的相。可以說它沒有決定性瞬間，但如果

以畫面的處理去評論的話，它具備前景和背

景，左右亦對稱，色彩亦算豐富。左面與右

面的主體互相呼應。看上去看似是隨拍，但

細看之下亦未必是這樣，亦未必是完全沒有

考量，只不過那種考量不像攝影師般準確地

計算。故雖然照片不是很清晰，但又不能說

它沒有美感。

譚：拍攝者對畫面的處理或許是不自覺而作出的

反應，例如：平衡、角度等，這或許是與過

往攝影的分別，現時的人拿著相機已不用考

慮太多。以前的人會試圖尋找一些特別的角

度和沒有人拍攝過的情景，又或者會選擇在

特定的時間拍攝。現時的人攝影不一定是任

意的去拍攝，但考慮的事沒有那麼多。可能

是純粹覺得這一刻一些偶然發生的事情很有

趣，故把它拍下來，再將一些想表達的意思，

以文字表達出來。

謝：也就是可能他想拍下遠處的事物，但沒有留

意近景的東西。

羅：就像即時反應地拿起相機便拍照，但對其他

的事物視而不見。

孫：對很多人來說，攝影是印証他們記憶的方法。

有不少的人都是這樣拍照的。如果不看文字

的話，跟本不能看懂相片的內容。但當看過

文字之後，便會發現背後其實有一個很有意

思的故事。攝影是以一刻代表整個經驗，一

般人拍照時，不知道那個時刻可以代表到整

件事情。事件的發生是一個過程，但相片只

能紀錄一刻發生的事。

謝：這感覺很個人化。

孫：對一般沒有接受過攝影訓練的人來說，他們

拍下的相片的共通性很低。因為觀眾沒有在

現場，未能經驗整個過程。

譚：亦可能因為受到數碼攝影的影響，攝影的成

本很低，故此人們都很隨意地拍照。其實拍

攝時跟本沒有考量，亦沒有考究構圖是否嚴

謹，便拍了下來。

孫：的確很有可能發生，因為數碼攝影會令人更

加不細心。以前，菲林相機並不是人人皆可

擁有，通常擁有相機的人都會學過攝影，所

以對基本技巧已經有點認識。現在經常發生

的是，很多人未學過攝影，只懂得按鍵。

譚：計劃為何沒有特定的主題？計劃期望參加者

拍攝什麼內容？

謝：其實參加者怎樣去看香港和地區就是這次計

劃的主題，是關於地區的觀察。

孫：我們期望他們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再發

現社區。因此，主題是關於分享自己的生活

經驗 。

譚：那些照片令你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謝：雖然我未能把計劃網上資料庫的照片全部看

一遍，但也抽取了一些印象較深刻的相片作

例子。揀選的原則主要是能反映社區的特別

之處，以及具比較明顯的觀點。而照片的文

字描述亦可清楚表達其意思。例如：這張父

親與小女孩買金魚的照片，如果沒有文字描

述，未必能閱讀相片要表達的意思。文字描

述可以幫助我們閱讀照片的內容。

譚：你揀選的照片似乎傾向較生活化的照片，例

如父女放假一同去買金魚、久遺了的雪榚車、

或區內歷史悠久的茶餐廳等，與基層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

孫：揀選的照片皆具豐富的社區感情。拍攝的景

物是否獨特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拍攝者有

所感悟後，拍下與生活有連繫的照片。有些

相片是關於屋邨居民曬衫和看書的情況，這

些相片並不是一般人會去發掘的景象。我對

這些相片相當感興趣，因一般人不會去留意。

商量／鄧美賢攝（油尖旺區） 

回憶－雪糕車／盧詠詩攝（中西區）

以食為天／李綺筠（荃灣區）

七色衫夾／吴傑豪攝（南區）

孫：就像剛才那照片，拍攝者很久沒有見過雪榚

車，所以當見到雪榚車時便拍攝它。

謝：而他只見到雪榚車。

孫：對！拍到雪榚車已滿足了他的願望。

謝：如果做多一些研究的話，可能會更了解現在

一般人對事物的觀看方式。

蔡：那種觀看的方式可以是什麼？

孫：或許是攝影與肉眼看事物時的落差。一般人

觀看事物只看到眼球焦點的事物，不會在意

其他的東西，但相機便會毫不客氣地把所有

的東西都記錄下來。當你審視拍下照片，發

現這個問題時，已經來不及修正了。

謝：又例如那個在背景中紅色衫的路人，拍攝者

有沒有考慮他在照片中出現呢？可能是沒

有，但這路人的出現，令相片的畫面變得豐

富多了。

孫：不過就整體而言，雖然有一部份的相片有這

樣的情況，但也有一些參加者的攝影造詣有

一定水平，反映參加者中有各種不同的類型

的人。他們當中有一些是比較專業，亦有一

些是對攝影的認識較淺，他們只用自己感興

趣的眼光觀看世界，這些照片亦反映出什麼

題材牽動了他們。參加者在攝影日期間拍攝

了多張相片，但只能揀選 3張照片上載到網
上。反映了這些照片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全城起動齊齊拍 的由來「
」對談： 全城起動齊齊拍 的由來「

」對談：

譚：從參加者的照片來看，是否達到預期效果？

謝：我們主要希望看到他們如何觀看社區，某部

份的相片能達到這效果。

譚：好像很多相片都是關於基層生活的相片，而

且是一些現在比較少看到的情況。是否這些

都是一些正漸漸消失的畫面，所以他們才去

拍攝？

謝：或者可以說他們對這些東西的印象特別深刻，

是生活中一些特別珍惜的東西。

譚：這是否為了緬懷過去而紀錄？

謝：這很難說，可以說是他們看重的事。因為那

東西並不是消失了，那東西仍然存在，故此

他們才可以拍攝到。我想說的是可能我們不

可以用一貫的攝影標準去看待這些相片，因

為大部份的相片都不符合這種美學要求。以

這張相片《回憶》，為例，攝影師一般不會

將這些無關重要的部份放進相片之中，在畫

面的考慮上會多一點。因此，這些照片某程

度上並不是傳統攝影的方式， 並沒有刻意去
處理畫面。

羅：或許跟隨拍（Snapshot）類似，他們見到有
感覺就把它拍下。

孫：這反映了他們使用一般人觀看的習慣。當人

們集中觀看事物時，有時會看不到周圍的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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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另一點是大部份的照片都是街道和風景，雖

然也有關於人的生活，但一般並不是認識的

人。只有很少是關於家人朋友的照片。

孫：在工作坊上，我們鼓勵參加者拍攝熟悉的人

和事。不過，參加者一般認為在街上拍攝其

他人，會感覺很唐突，令人反感，又或會怕

被罵，所以會盡量避免。

蔡：曾經在工作坊上，有一些伯伯婆婆會拿他們

家人孫子的照片互相分享。但當談到進行攝

影計劃時，他們便說得要拍攝某個地方的風

景。

羅：據我接觸的情況是，參加者認為自己的生活

並不足以代表區內的特色，把很私人的東西，

與社區的概念分開。

譚：是否因此他們都會跳出個人的角度，以第三

者的角度去觀察，才能宏觀地描述事件？

孫：不過，也有些參加者很主動和積極地與一些

商舖的老闆和伙記交談，所以參加者各有不

同，很難一概而論他們的情況是怎樣，可以

說所有的情況都有發生。有些怕尷尬、怕醜、

怕被人打，亦有些人很敢作敢為。

蔡：有參加者分享說，他們參與這個攝影計劃是

一個機會讓他們出去看看外邊發生的事。因

為當中有參加者說住在粉嶺超過十年，但每

天上班下班，沒有機會觀察居住的社區。另

有一位婆婆說在攝影日當天去了很多以前沒

有去過的地方拍攝。此外，大家平常習慣拍

攝是拍自己，照片都是與身邊認識的人分享，

但當要公開地分享時，大家都會怕醜。應該

少於十個參加者是拍攝自己家人或與自己有

關的人的照片。

譚：這或許也是正常，他們可能不習慣於這計劃

的平台上分享私人的照片，雖然很多人在社

交網絡做同樣的事，但他們可能會覺得那些

平台他們有較多自主控制權。最後，你們將

會如何延續這計劃？

謝：我們曾想過幾個可能性，不過都是初步的構

思，例如：每年都舉辦一個全港性 24小時攝
影活動，每年紀錄香港的發展，又或者把網

上資料庫的內容製作作一套教材，將相片發

展成一些學習的工具，幫助青少年認識社會。

不過，在這個階段暫時未能作結，所以尚未

有定案。

孫：我相信這些照片好像紅酒一樣，時間越長才

越有價值。由於太接近現時的環境，現在可

能沒有人會重視這些相片，但當時間久了，

很多人都會喜歡看這些照片。所以要令這個

資料庫延續下去，才會體現到它的價值。我

們曾在回歸前舉辦過一次 24小時攝影活動，
發現從一些題議出發，相片的內容會特別豐

富。所以，可能未必有價值每年做同類的攝

影活動，而且人們每日都可以拍攝，如每年

舉辦有機會難以吸引參加者。但如果能把握

時機，特別就某些事情去拍攝，例如：普選，

紀錄當中香港的變化，可能會有較突出的效

果。

譚：這計劃為期約 2年，亦已紀錄了不少香港的
變化。

孫：就像一個時間囊。

全城起動齊齊拍 的由來「
」對談：

南區
2012年10月6日中午12時至

10月7日中午12時

南區
2012年10月6日中午12時至

10月7日中午12時

東區
2013年1月19日中午12時至

1月20日中午12時

東區
2013年1月19日中午12時至

1月20日中午12時

中西區
2013年5月4日中午12時至

5月5日中午12時

中西區
2013年5月4日中午12時至

5月5日中午12時

荃灣區
2013年7月20日中午12時至

7月21日中午12時

荃灣區
2013年7月20日中午12時至

7月21日中午12時

葵青區
2013年8月3日中午12時至

8月4日中午12時

葵青區
2013年8月3日中午12時至

8月4日中午12時

屯門區
2013年9月7日中午12時至

9月8日中午12時

屯門區
2013年9月7日中午12時至

9月8日中午12時

元朗區
2013年10月5日中午12時至

10月6日中午12時

元朗區
2013年10月5日中午12時至

10月6日中午12時

北區
2013年11月2日中午12時至

11月3日中午12時

北區
2013年11月2日中午12時至

11月3日中午12時

大埔區
2013年12月7日中午12時至

12月8日中午12時

大埔區
2013年12月7日中午12時至

12月8日中午12時

沙田區
2014年1月18日中午12時至

1月19日中午12時

沙田區
2014年1月18日中午12時至

1月19日中午12時

離島區
2014年3月2日中午12時至

3月3日中午12時

離島區
2014年3月2日中午12時至

3月3日中午12時

西貢區
2014年2月8日中午12時至

2月9日中午12時

西貢區
2014年2月8日中午12時至

2月9日中午12時

灣仔區
2013年6月1日中午12時至

6月2日中午12時

灣仔區
2013年6月1日中午12時至

6月2日中午12時

觀塘區
2013年2月16日中午12時至

2月17日中午12時

觀塘區
2013年2月16日中午12時至

2月17日中午12時

九龍城區
2013年3月2日中午12時至

3月3日中午12時

九龍城區
2013年3月2日中午12時至

3月3日中午12時
油尖旺區

2013年4月6日中午12時至
4月7日中午12時

油尖旺區
2013年4月6日中午12時至

4月7日中午12時

深水埗區
2012年11月3日中午12時至

11月4日中午12時

深水埗區
2012年11月3日中午12時至

11月4日中午12時

黃大仙區
2012年12月8日中午12時至

12月9日中午12時

黃大仙區
2012年12月8日中午12時至

12月9日中午12時

時與序(24小時攝影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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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間圖片資料庫思考社區攝影從民間圖片資料庫思考社區攝影

文：譚學能

在過去兩年，[18x24全城起動齊齊拍 ]走遍全港 18區，舉辦「攝影工作坊」
及「24小時攝影活動日」，鼓勵參加者以紀實／社區攝影的方式觀察他們
的社區，審視自己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在紀錄各區景象的同時，也展現出常

見的地標式香港宣傳照片以外的香港實況。參加者精選的照片上載到計劃的

網上，不但共建「民間圖片資料庫」，與大眾分享交流所思所感，也為未來

的香港建立具參考價值的圖片資料庫奠下基礎。

計劃吸引了逾 2,600名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士報名參與，並收集到超過 2,100
張照片。這些照片並非出自專業攝影師之手，或許會讓人感到內容平平無

奇，又或會讓人覺得技巧不足，缺乏鮮明的風格、繽紛的色彩和嚴謹的構圖

等。但細看這些照片，我們除了透過大眾觀察事物的方式，了解他們對社區

的觀感，還能讓我們思考數碼攝影及互聯網等科技如何為社區攝影帶來新的

可能。

[ 拍照：只是為了個人分享？ ] 攝影除了用作紀錄外，也是一種溝通工具。

它不但能像語言一樣用以闡述觀點，還能比文字更直接更有效地表達事物的

細節。在這個數碼年代，相機成為我們的隨身裝置，大家只需輕輕按鈕便能

隨時隨地拍照，攝影變得毫不費勁，影像的成本亦不費分毫。我們實在難以

想像以往傳統的攝影方式能給予大眾同樣的機會，能如此普及地利用影像直

接傳達意念和訊息。

當攝影愈趨普及，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時，大眾對攝影的理解與認知亦隨

之改變。拍攝者的拍攝動機已不再只為了捕捉和保存獨特的瞬間，而是以攝

影代替記憶，為稍縱即逝的事物留下印証。即使是平凡和瑣碎的生活場景，

都成為拍攝的主體，平淡的日常也得以成為矚目的焦點。

攝影數碼化和社交網絡的出現賦予了攝影一種新的功能，這就是為分享而拍

照。然而，當大家樂此不疲地把拍下的生活點滴，放到互聯網上去與朋友分

享的時候，可有認真看待呈現在電腦屏幕中的照片？在大家眼中，攝影仍然

是永恆的紀錄？還是已變成一種只有偶爾在社交網絡上掠過時才會被瞥見，

然後又迅速地被屏棄和替換的短暫影像？ 

[ 私人與公共領域的紀錄 ] 在這計劃中，各區參加者可自行揀選 3張於「24
小時攝影活動日」期間拍攝的照片上載到 [18x24]網站中的「民間圖片資料
庫」，大部份照片均體現了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區分和張力，這情況在比

較個人與大眾化的照片時尤其明顯。

有部份參加者以較個人化的照片表達對昔日的回憶，但由於照片只能紀錄拍

攝當下的一刻，觀眾無法從畫面直接得知拍攝者的經歷。因此，在閱讀這些

照片時，不能與文字描述抽離，文字成為拍攝者記憶的載體，照片反而成為

文字的補充。

另一方面，不少參加者遞交的照片都以街道和風景為主，較少拍攝身邊彼

此相識的人物，題材亦較大眾化。當然由於「民間圖片資料庫」的照片屬

公開展示性質，基於私隱的問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趣的是有些參

加者認為個人化的表達方式太微不足道，不足以代表整個社區。故此，拍

攝者選揀照片主題時，往往會考慮到照片的內容是否有足夠的代表性，因

此他們往往傾向尋找一些較廣泛的題材拍攝。在「民間圖片資料庫」中的

照片，不但讓我們對他們心目中何為代表社區的影像增加了解，亦讓我們

思考攝影的個人和公共性，以及在社區攝影中兩者之間應如何取得平衡。

[景點以外的社區] 一般人對社區的認識普遍流於既定和片面的印象。例如：

中環是金融中心和眾多知名建築師設計的現代化大樓；九龍城是各式餐館

和道地美食的交融；油麻地則是廟街夜巿和果欄等老香港情懷。然而，社

區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組成，是多元而流動的。我們對社區的認識不

應只局限於書本、報紙、電視或網上的二手資料，而是應植根社區，並隨

著它不斷的變遷和發展而更新。

攝影除了是一種表達的工具，亦是一種觀察事物的方法。因此，計劃透過

工作坊和攝影日重新讓參加者認真地對待攝影和學習使用這媒介，從不同

的視角紀錄社區的現況，以照片呈現自己的想法。通過讓參加者到社區實

地考察，鼓勵他們離開原來的習以為常的生活軌跡，在「24小時攝影活動
日」當天放慢腳步找尋新的路徑，沿途仔細觀察和探索身處的環境，學習

以另一種角度觀察，並把看到的細微特徵或現象紀錄下來，發掘不同社區

的特色，而不是被典型旅遊景點的概念所規限。

[ 跳出典型的視野空間，展現內心感受 ] 在這計劃中，有不少參加者跳出平日

營營役役的框框，接觸一些平日少有機會接觸的人和事，重新發現一些被忽略

的小故事和生活點滴，當中包括包含他們對社區珍而重之的情感。參加者的照

片涵蓋不同的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題材，例如：中西區居民對戶外有蓋扶手電梯

的反應；九龍城居民興建港鐵沙中線的期盼；油麻地街頭巷尾的塗鴉；將要結

業的店舖；以及與區內建築物共生的老樹等等。

社區一切的事情都以人為本。因此，計劃鼓勵參加者與社區內的人接觸，了解

鄰舍之間的關係，並從中取得新的經驗。有參加者專誠探訪區內的老店舖，關

注傳統文化及歷史風貌的保存；亦有參加者親身接觸當地街坊，了解草根階層

的生活，分享人情故事，反映了當下的社會面貌。

[ 以照片連結社區 ] 攝影並不是純粹對現實客觀的紀錄，而是帶有主觀成份的

選取，反映了拍攝者觀看事物的方式，亦反映了拍攝者自身的價值取向。然而，

這些觀點的取向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集體的。建立「民間圖片資料庫」的

重要性並非要選出最能代表全港的風景，而是通過照片的分享，使人與人之間

對社區產生共鳴。照片的共通性，並不取決於對攝影技巧的掌握，是原於拍攝

者在照片所提供的視角及感情。

[ 民間圖片資料庫 ] 網站

http://www.lumenvisum18x24.org/archive

[ 註：創意共享 ] [18x24全城起動齊齊拍 ]網站中「民間圖片資料庫」內的攝
影作品，均採用「香港創意共享（Creative Commons Hong Kong）」中的「姓
名標示 -非商業性 3.0 香港（CC BY-NC 3.0）」的授權條款，歡迎各界人士下
載作非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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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索引 作品索引

05:00
人情味之死／姚偉之攝（觀塘區）
沉睡／姚偉之攝（觀塘區）

06:00
Good Morning Butterfly Beach ／
梁仲勤攝（屯門區）
回憶的雨中山道／謝潤佳攝（中西區）
出爐麵包／陳妙好攝（葵青區）

07:00
早餐／鄭敏鶴攝（荃灣區）
天天運動精神好／盧偉超攝（屯門區）
港大景 2014再不可見／萬潤玉攝（中西區）
馬頭圍道的觀感／盧光攝（九龍城區）
愛。回家／陳玉蘭攝（葵青區）

08:00
陽光與路／楊子韻攝（黃大仙區）
溫馨時刻／楊子韻攝（黃大仙區）
上水天光墟／蘇綺玲攝（北區）
花樣年華／莊琇茵攝（東區）

09:00
晨早點心／楊燕芬攝（大埔區）
早茶／謝明莊攝（沙田區）
包羅萬有／麥偉強攝（北區）
雜貨地攤／蔡伯淳攝（北區）
泰僧布施「宗教」／朱浩章攝（九龍城區）
特色告事牌／羅秀雯攝（離島區）

10:00
Housewife in the morning ／關慧詩攝（南區）
公私有別／甄偉能攝（葵青區）
Lady's showing off her collection ／
關慧詩攝（南區）
樟樹的堅強生命力／謝明浩攝（九龍城區）
木棉花迎春／謝明浩攝（九龍城區）
黃大仙是我家／林寶妮攝（黃大仙區）
橋下畫／黃鴻燊攝（荃灣區）
閒話家常／梁健強攝（中西區）
冬菇亭／梁潤成攝（九龍城區）
蒸籠／鄭嘉敏攝（荃灣區）
民以食為天／李綺筠攝（荃灣區）
磨刀／張晞婷攝（黃大仙區）
射箭樂／黎兆文攝（沙田區）
父愛／徐潔儀攝（北區）
逐漸消失的秋千 ／林麗芳攝（油尖旺區）
親子跑步／李國華攝（沙田區）
趕上車／梁健強攝（灣仔區）
最後一站／謝家瑜攝（觀塘區）
50分鐘的價錢／陳稀嵐攝（荃灣區）
川龍的早上﹣一盅兩件／郭凌依攝（荃灣區）
人在異鄉／梁健強攝（屯門區）
等／李綺筠攝（荃灣區）
凌亂／鄭嘉敏攝（荃灣區）
埋嚟睇埋嚟揀！／何志斌攝（深水埗區）

11:00
分享／ Daisy Kwong 攝（元朗區）
消閒也要環境清靜／王家華攝（中西區）
騎師／鍾孝廉攝（元朗區）
醒獅迎春／陳鳳儀攝（觀塘區）
土瓜灣地標維他奶／李詠姿攝（九龍城區）
黃金屋／謝家瑜攝（深水埗區）

尋尋覓覓／謝家瑜攝（深水埗區）
民間智慧／何嘉敏攝（深水埗區）
青山行舟／鄺凱茵攝（屯門區）
東涌新與舊／駱誠廣攝（離島區）
寫意／謝蘭芳攝（觀塘區）
小孩／鮑潔冰攝（沙田區）
收曬晾／吳志強攝（葵青區）
爭取太陽／鮑潔冰攝（沙田區）
高樓大廈與村屋／鮑潔冰攝（沙田區）
小心過馬路／石偉明攝（葵青區）
人群中／謝蘭芳攝（荃灣區）

12:00
啟動禮／劉玉燕攝（南區）
迎娶／謝明莊攝（沙田區）
新墟街市／傅文瀚攝（屯門區）
高鐵地盤／郭偉雄攝（油尖旺區）
無題／曾家煒攝（南區）
荃灣架空天橋／黃偉權攝（荃灣區）
CrossOVER／黃智聰攝（觀塘區）
天橋與商場／鄧建詩攝（西貢區）
舊樓的新裳／李嘉瑜攝（觀塘區）
看誰快／余惠芳攝（元朗區）
乘涼／黃家傑攝（屯門區）
夕陽農夫／黎兆文攝（北區）
城門水塘的近親／郭凌依攝（荃灣區）
長康長者健康的笑／吳錦堂攝（葵青區）
好肚餓／李思漫攝（深水埗區）
那些年⋯⋯發記理髮／王家寶攝（深水埗區）
有房出租／梁詠珊攝（灣仔區）

13:00
「生意失敗」?／吳心怡攝（東區）
神農氏／謝家瑜攝（九龍城區）
寫鑿／梁健強攝（油尖旺區）
電車行走在市集裡／何瑞光攝（東區）
蓮香食事／麥樂文攝（中西區）
元朗果菜／梁健強攝（元朗區）
密密麻麻／張偉誠攝（元朗區）
掛豬頭賣豬頭／陳麗玉攝（油尖旺區）
自得其樂／ Karin Kong攝（中西區）
鐵皮信箱／徐潔儀攝（北區）
回家‧路／謝浚豪攝（深水埗區）
兄妹／鄧建詩攝（離島區）
夏天到／黎兆文攝（灣仔區）
童真／周芷晴攝（九龍城區）
切燒豬儀式／阿儀攝（西貢區）

14:00
表演／黃炳坤攝（九龍城區）
美味盆菜／梁健強攝（元朗區）
製麵工塲／陳嘉華攝（葵青區）
以舖為家／麥樂文攝（中西區）
馬田村民／梁健強攝（元朗區）
舊舖／黃浩華攝（元朗區）
靜候佳音／歐陽靜儀攝（荃灣區）
默默耕耘／王賢俊攝（西貢區）
「補鞋佬」／黃鴻燊攝（荃灣區）
工藝者／張晉灣攝（元朗區）
果欄畫廊／羅子英攝（油尖旺區）
上環揮春大師／羅子英攝（中西區）
China Style／羅子英攝（中西區）

影／伍順坤攝（元朗區）
百鳥塔／司徒耀中攝（元朗區）
特色天橋／黎兆文攝（灣仔區）
瑪嘉烈醫院遠膫／區功博攝（葵青區）
一口價／王賢俊攝（西貢區）
若有所思／陳玉蘭攝（葵青區）
倦／伍順坤攝（元朗區）
古法美容／陳麗玉攝（油尖旺區）
好味道／黎兆文攝（南區）
他們都是朋友／葉永正攝（離島區）

15:00
笑容／黃嘉瑩攝（離島區）
「藍」亞裔／蔡曉盈攝（離島區）
閱報／霍皓詩攝（黃大仙區）
竹林中／麥樂文攝（油尖旺區）
書局與辦館／曾啟豪攝（九龍城區）
天橋／危政穎攝（黃大仙區）
劏房／黃沛恆攝（深水埗區）
勤勞的桌子／關劍旋攝（深水埗區）
黑暗中的交通要道／杜慶培攝（觀塘區）
獨特的棒形圖／黃鴻基攝（深水埗區）
橫水渡／陳惠玲攝（元朗區）
何處覓清幽／郭惠森攝（離島區）
漫步／羅智浩攝（沙田區）
Fun of Escape／周子晉攝（荃灣區）
揚帆中的廟街／黃巧詠攝（油尖旺區）
祝君健康／歐陽靜儀攝（荃灣區）
消失中的工業／黃巧詠攝（油尖旺區）
東西酒吧／麥樂文攝（中西區）
舊招牌與新廣告／陳鳳儀攝（觀塘區）
唐樓的況味／黃鴻基攝（深水埗區）
推銷特色／鍾鳳琴攝（深水埗區）
迷你街市生果檔／尹嘉杰攝（北區）
分地之爭／鍾鳳琴攝（深水埗區）
大場面／郭惠森攝（離島區）

16:00
我們不要忘記／鄧美賢攝（灣仔區）
櫻花樹下／黎兆文攝（離島區）
悠閒／高艷蘭攝（油尖旺區）
大合奏／梁健強攝（油尖旺區）
窗外荃灣／陳潔瑩攝（荃灣區）
陽光下的沙田美景 20140118／
甯秀萍攝（沙田區）
努力／陳遠昌攝（荃灣區）
漁翁撒網／邱信良攝（大埔區）
美麗的漁港／鄭思敏攝（觀塘區）
船要開了！！！／鄧百均攝（灣仔區）
驚濤駭浪／黃文禮攝（中西區）
班次頻密的火車／蘇綺玲攝（北區）
衝力射球／梁健強攝（沙田區）
爆旋陀螺／梁健強攝（北區）
波波的作用／黃百江攝（南區）
心頭好／陳曉梅攝（灣仔區）
熙來攘往／黃秀貞攝（深水埗區）
瓦通人生／梁瑞芝攝（元朗區）
耶穌在廟街／何煥明攝（油尖旺區）
回想／林炳棧攝（離島區）
包蘿萬有／黎群英攝（葵青區）
晝伏夜出／黎兆文攝（油尖旺區）
後園風光／黎兆文攝（南區）
凳／莫國漳攝（油尖旺區）
大圍火車站／謝明莊攝（沙田區）
獅子山下／謝家瑜攝（黃大仙區）
苟延殘存／陳嘉華攝（荃灣區）
理髮／梁健強攝（葵青區）
理髮店／甯秀萍攝（沙田區）
補鞋／梁健強攝（葵青區）
潮洲糖蔥餅 17元 3件／黃秀貞攝（深水埗區）

[ 攝影集﹣循環不息的光與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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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大屏幕型單幢式樓宇／何瑞光攝（東區）
樓山／吳藹盈攝（中西區）
一切就緒／李玉清攝（西貢區）
賣海味的商販／鄭思敏攝（觀塘區）
拆局／梁健強攝（油尖旺區）
悠閒下午茶／羅秀雯攝（離島區）
對抗地產霸權／曾宇勤攝（中西區）
特色小食／羅秀雯攝（離島區）
「掛」一條街／何志斌攝（深水埗區）
無題／余美瑩攝（灣仔區）
中西匯聚處／姚偉之攝（灣仔區）
喂？喂？／譚美琪攝（中西區）
深水埗的大街上／邱敬鈞攝（深水埗區）
熱鬧北河街 ／何志斌攝（深水埗區）
生活一／謝蘭芳攝（東區）
人窮志不窮／何芷晞攝（深水埗區）
夕陽下的男女／謝宏軒攝（南區）
有空來坐坐／姚偉之攝（灣仔區）
6 樓，請收信 :)／張智健攝（黃大仙區）
日落的河景／何潔開攝（沙田區）
黃昏中的大埔／鍾浩傑攝（大埔區）

18:00
黃昏下的婆婆／蔡時軒攝（南區）
大澳的夕陽／孫柏熙攝（離島區）
中西區的聯繫 ﹣ 電車路及電車／
陳芝榆攝（中西區）
即將消失的老字號／彭意德攝（北區）
忙中偷閒／陳珩攝（灣仔區）
大家起筷／謝懷智攝（北區）
生命力／黎兆文攝（中西區）
唯一／鄭燕微攝（葵青區）
沒日／李嘉瑜攝（觀塘區）
相聚／謝蘭芳攝（黃大仙區）
誓不低頭／莊琇茵攝（東區）

19:00
晚上／陳志健攝（深水埗區）
回憶／陳曉梅攝（中西區）
城市足印／周芷晴攝（灣仔區）
鬧市中的綠洲／黎兆文攝（荃灣區）
亞洲貨櫃碼頭車軌攝影／陳偉豪攝（葵青區）
貨如輪轉／黎兆文攝（葵青區）
悠閒一刻／黃思婷攝（南區）
樓梯街／黎兆文攝（中西區）

20:00
車禍／雷暐樂攝（北區）
愛的印記／梁健強攝（中西區）
七層舊長型公屋／黎兆文攝（屯門區）
同一天空下⋯⋯我有我的生活態度／
林麗娟攝（中西區）
即叫即蒸／劉耀均攝（離島區）
投球一剎／何卉妍攝（灣仔區）
兒時狂想的夾糖果／盧燕梅攝（葵青區）

21:00
剪個靚髮／李思漫攝（深水埗區）
星期六的午夜工人／汪誦唯攝（油尖旺區）
命途／汪誦唯攝（油尖旺區）
漫反射／陳樂謙攝（中西區）
中西區夜景全景／李兆華攝（中西區）

[18x24]﹣攝影工作坊

[18x24]﹣攝影活動

[18x24]﹣地區展覽
南區攝影作品展
觀塘區攝影作品展
九龍城區攝影作品展
油尖旺區攝影作品展
中西區攝影作品展
灣仔區攝影作品展
荃灣區攝影作品展

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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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光影作坊

光影作坊是香港註冊之非牟利慈善文化團體。自 2007年成立以來，致力推動

本地攝影文化發展，為本地唯一以攝影為主之教育、交流、推廣和資源匯集的

平台。我們定期舉辦不同主題的攝影展覽、講座、攝影課程和各種交流活動；

設施包括展覽廳、圖書館和黑房等。

地址：九龍石硤尾白田街 30 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L2-10
電話：3177 9159
傳真：3177 9172
網址：www.lumenvisum.org
電郵：info@lumenvis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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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及鳴謝

主辦機構：    整體計劃資助機構：

南區 活動贊助機構： 場地贊助：

深水埗區 合辦機構：           活動贊助機構：

觀塘區、九龍城區、油尖旺區、中西區、灣仔區及荃灣區活動支持機構：                       

數據網絡支援：           短訊贊助：                   [18x24全城起動齊齊拍]攝影集設計贊助：    

[18x24全城起動齊齊拍]總展覽：  

場地贊助：     總展覽電腦器材贊助：                    互動媒體設計：黃嘉豪    張培定     展覽場地設計：kaHing Design & Visual Art 

鳴謝：    網絡宣傳伙伴：  地區支援：            長洲鄉事委員會             西貢區議會

深水埗區議會節日慶祝
及宣傳工作小組

深水埗區議會

坪洲鄉事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