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TIST / DESIGNER

語言 : 英語, 國語

塗鴉年資 : 8年

1AGN 創意整合創辦人

INVASIAN 塗鴉雜誌創辦人

Wall Lords 戰牆亞洲塗鴉比賽創辦人

KB 塗鴉團隊成員

IDT 街頭藝術團隊成員

EVENT PLANNER 

- HONG KONG -
香港



Sinic is a Hong Kong based graffiti/

street artist. Since 2000, he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is kind of art 

form. Throughout his art journey, 

Sinic is constantly trying to break 

boundaries of graffiti. Currently, he 

is trying to combine graffiti with 

western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as a new type of “fusion” art form. 

Other than working full time as an 

artist, Sinic is also an organizer for 

urban street culture events. In the 

recent years, his work was widely 

praised by gallery and global artist 

network, thus giving him more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his 

wor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inic 是個出生於香港的塗鴉 / 

街頭藝術創作者。從2000年開

始一直關注並身體力行支持塗鴉

藝術，經過十年間對塗鴉的獨特

見解，嘗試把塗鴉的框架打破，

以中西式書法揉合塗鴉藝術來表

現中國書畫的「意」及「形」，

嘗試為中國塗鴉投石問路。作為

職業藝術家兼活動策劃者，先後

策劃及參與各大型有關街頭文化

的創作及展覽，發動了亞洲塗鴉

比賽Wall Lords，同時參與製作 

INVASIAN 亞洲塗鴉雜誌並行銷

全球。近年逐漸獲得大眾的認同

和肯定，受邀到世界各地參與各

種活動。

www.sinicchoy.com (coming soon)

www.1agn.com

www.wall-lords.com

簡介



2006年

你才是主角 - just do it 活力派對之广州站塗鴉嘉賓

2007年

北京瑪斯德比當代藝術中心塗鴉展

創立InDeepEndent. 首個中國街頭藝術網絡平台

2008年

作品收錄 ”Graffiti Asia”一書

創立Wall Lords 戰牆塗鴉比賽

創立Invasian 塗鴉雜誌

2009年

香港Musee Gallery “Street Art“團體展

中國百事可樂塗鴉比賽評審及演講嘉賓

中德文化交流活動“德中同行”塗鴉項目

中國內地潮流雜誌《1626》5週年派對特邀嘉賓

2010年

韓國奧運園”CREAM OF THE CROP”大型塗鴉
項目

上海世博會德國國慶特邀塗鴉表演嘉賓

服飾品牌adidas originals graffiti crew“派對上
街，玩樂繼續”活動及策劃

服飾品牌Stussy 中國官方店開幕展覽

知名設計工作室W+K上海邀請塗鴉創作

服飾品牌Nike Running “放肆跑“大型牆體塗鴉項
目

2011年

服飾品牌adidas originals“全傾全力”活動及策劃

洋酒品牌 Henessy  軒尼斯新點塗鴉形象代表

台灣「KOWLOON by SINIC & XEME」展覽

包囊品牌 Eastpak “Tag My Bag”現場塗鴉活動

大學生運動會開幕禮塗鴉佈景召集人

“堀起Rising Up”鐳射滑板中國巡迴展

台灣成人博覽會藝術展區策劃

服飾品牌Converse“青春宣言”影片及塗鴉創作

服飾品牌Converse 上海“Block Party“ 活動 

2011潮流文化季盛會

2012年

服飾品牌RVCA “WE ARE BEUTIFUL LOSERS #2”
現場創作

創立1AGN創意行銷並發行同名雜誌

香港 「塗．瓷」展覽

作品收錄 ”塗鴉香港”一書

第八屆深圳文博會個人創意成果展區

香港 「砵蘭街展覽 by SINIC & XEME」展覽

服飾品牌LRG Artist Driven Asia Tour 影片客席藝術

台灣Cool報潮流文化季塗鴉創作

服飾品牌Converse贊助項目“在路塗”塗鴉記錄片及策
劃

服飾品牌Converse Pro Leather / Pro Hong Kong 代
表藝術家

電子品牌 CASIO G-SHOCK 手錶30週年塗鴉嘉賓

經歷



企劃

PROJECT



在路塗 On The Road

昆明、大理、麗江、香格里拉、林芝、
拉薩、納木錯…..這些美麗遙遠而引人
遐想的地方，是每個人一生都絕對想去
一次的旅程，而現在又加上塗鴉，實在
讓人按耐不住！

對，這就是塗鴉團體IDT Crew的新
計劃《在路塗》，一場瘋狂的塗鴉西
遊記，一群塗鴉客的公路之旅，一部
嬉皮輕野的紀錄片，三位塗鴉藝術家
NAN、SINIC、YYY和攝影團隊分別從
上海、深圳、台北出發，一路向西，由
雲南深入西藏，從城市墜入荒野，展開
一場為期一個月的塗鴉朝聖之旅。新的
景象、未見的自然、各地的風俗、陌生
的路人，吸收著一路的刺激，激發新的
靈感，在每個城市留下塗鴉的痕跡！



http://youtu.be/kP2obp8dbN0在路塗記錄片

http://youtu.be/kP2obp8dbN0


在路塗記錄片

首映播放會



展覽

EXHIBITION



KOWLOON



PORTLAND

STREET



商業作品

COMMERCIAL WORK



adidas

Eastpak

Converse



Hennessy



Converse

Nike



其他作品



西尼克

SINIC CHOY

電話 : 

852 - 9876 2146 (香港)

886 - 0981 367 017 (台灣)

86 - 135 7032 4546 (中國)

電郵 :

sinic.choy@gmail.com

sinic04@hotmail.com

網站:

www.1agn.com

www.wall-lords.com

網絡社交工具:

facebook.com/sinicchoy

Instagram/sinic_choy

weibo.com/idtcrew

wechat/jiabie_taiwan

skype/sinicchoy

whatsapp/+85298762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