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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為藝術史： 

從亞洲藝術文獻庫館藏窺探 1960 年代至今多個重要時刻 
 

原文：陳建濃（藝術家及藝術教育工作者） 

 

前言 
對許多香港人而言，行為藝術是新事物，或者至少在香港算是新事物；但其實行為藝術早在 1960 年代

已在我城落地生根。雖然此資源並不打算詳盡介紹香港行為藝術的歷史或理論，但觀眾仍可透過一系列

由亞洲藝術文獻庫中挑選出來的資料，窺探香港行為藝術在 1960 至 2000 年代幾個重要時刻。這些文

獻史料有助觀眾了解自 60 年代起於美國普及的行為藝術，如何被香港藝術家應用，成為徹底本土化的

藝術形式，以表達迫切的社會及政治訴求，以及藝術家對相關議題的主觀感受。  

 

I. 1960 至 80 年代 ：行爲藝術的短暫性質 

 
圖片：蛙王郭孟浩，攝於《香港新貌：香港當代藝術家九人展 》，1996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別號「蛙王」的郭孟浩是率先在香港從事行為藝術創作的藝術家之一。郭氏 1947 年出生於廣東，在香

港成長。1967 至 73 年間，他先後在葛量洪教育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校外進修部修讀藝術。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frog-awakening-the-jumping-thoughts-1996/object/frog-awakening-the-jumping-thoughts-exhibition-view-2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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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王於 60 年代開始投身藝術創作，與大部分同代藝術家一樣，先從繪畫和書法入手，風格深受香港水

墨名家呂壽琨影響。他是多產的藝術家，創作媒介不拘一格，包括繪畫、書法、雕塑、裝置及行為藝術。

當中以行為藝術和裝置作品最為今人熟悉，因其風格獨特而強烈，常以一身極富個人特色的裝束進行創

作，過程中亦與觀眾時有互動。 

 

 
圖片：郭孟浩，〈Fire Collage〉，燒焦紙本，1979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圖片： 1970 年代初於蛙王名下位於元朗的工作室實驗燒垃圾，是蛙王於 1970 年代初進行的「火藝術研究」的一部分。亞洲藝術

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行為藝術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是其短暫性，作為物理上存在的藝術品，它的壽命非常短促，正因如此，

它跟其他藝術形式截然不同。這種短暫性，在蛙王 1970 年代以火作為實驗對象的繪畫和拼貼作品裡早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fire-paintings-fire-collages/sort/title-asc/object/fire-collage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fire-art-studies-environmental-conceptual-works-1971-73/sort/title-asc/object/burning-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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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跡可尋。〈Fire Collage〉（1979 年）是依牆而作的藝術品，外貌恍如一幅抽象水墨畫。在創作過

程中，蛙王以火燃燒一疊紙張，被燒焦的紙張邊緣呈現由深至淺的漸變色，一如水墨在紙上化開的效果。

有別於傳統藝術作品以添加素材的手法創作，蛙王捨「加法」而取「減法」，透過主動削減或消耗實體

素材去創造藝術品，提醒觀者藝術品的短暫性質。 
 

   
圖片：蛙王的行為藝術作品，於《Five Move and Still Show》聯展中發表，展覽由大一藝術設計學院及香港藝術中心麥哥利小劇

場聯辦，1979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這讓我們聯想到蛙王早期的行為藝術演示，例如他在大一藝術設計學院及香港藝術中心麥哥利小劇場聯

辦的《Five Move and Still Show》展覽（1979 年）中發表的作品。在那次演示中，蛙王在觀眾面前將

一塊噴上顏料的麵包吃掉。表演展現出物件、藝術品及身體之間的互動，以及藝術的短暫性質。在過程

中，一件尋常物件（即那塊麵包）因噴上顏料而轉化為藝術品，而表演的高潮就在那不再尋常的物件消

失的一瞬。 

 

     
圖片：〈膠袋臨〉，麥哥利小劇場，香港藝術中心，1980 年 。亞洲藝術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膠袋臨〉指以膠袋為創作媒介的「偶發藝術」，亦是蛙王另一行為藝術作品的名字。該次橫跨四天的

演示在 1980 年於香港藝術中心麥哥利小劇場發表。根據藝術家本人的闡釋，那是「行動意念即興表

演」，而發表的時間，就在蛙王移居紐約之前。那次活動共分兩部分，包括行為藝術演示及蛙王作品拍

賣會，觀眾可利用膠袋進行不同的創作實驗，而演示本身亦成為香港最早期的互動藝術作品之一。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performance-in-five-move-and-still-show-1979/object/performance-delivered-at-five-move-and-still-show-18699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gau-doy-lum-1980/object/gau-doy-lum-1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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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客賓臨海報，麥哥利小劇場，香港藝術中心，1980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膠袋臨」的概念源自「客賓臨」（偶發藝術），後者是英語詞彙「happening」的廣東話音譯。這個

由蛙王創造的名詞，亦帶有賓客蒞臨的意思，反映觀眾是創作過程中重要的催化劑。這張有關該場表演

的海報列舉了幾個重點，第二點寫道：「現場觀眾表演給郭看」。蛙王將行為藝術加以本土化，將觀者

納入作品中，展現出在他眼中，行為藝術必然具有互動性的本質。  

 

 
圖片：於郭畫廊門前展出的裝置，1983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圖片：蛙王在《Works on Wall》展覽開幕禮上發表行為藝術，郭畫廊，1983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蛙王郭孟浩檔案。 

 

蛙王於 1980 年負笈紐約，在紐約藝術學生聯盟（The Art Students League）深造藝術。他旅居美國直

至 1995 年；期間，他在紐約市的小意大利區開辦郭畫廊。畫廊同時是蛙王的工作室和居所，展出其裝

置藝術作品和演示，亦邀請其他藝術家發表作品。1982 年至 1992 年間，蛙王加入 Epoxy Art Group，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gau-doy-lum-1980/object/gau-doy-lum-poster-18687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kwok-gallery-new-york/object/installation-presented-outside-kwok-gallery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kwok-mangho-frog-king-archive-1983-works-on-wall/sort/title-asc/object/self-sp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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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位同樣居於紐約市的香港藝術家，包括陳應林、鍾耕略、費明杰、關晃及李秉罡，以郭畫廊為基地，

創作行為藝術及裝置作品，並利用影印機，創作具實驗性的混合媒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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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1980 年代：跨界創作及另類空間 
 

1. 《與蔡仞姿畫作的對話》（1986 年） 

     
圖片：《與蔡仞姿畫作的對話（梁秉鈞新詩 彭錦耀舞蹈）》展覽場刊，香港大學，1986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圖書館館藏。 

 

進入 1980 年代，大量藝術家參與跨界展覽，與從事舞蹈及劇場創作的文化工作者合作。他們不少人有

感前輩藝術家多集中鑽研水墨畫，因而對藝術創作產生不同的關注，當中尤以海外受教育後回流香港的

新一代藝術家為主。 

 

這些藝術家，如曾留學芝加哥藝術學院的蔡仞姿（1949 年生於香港）及畢業於華盛頓太平洋路德大學

的韓偉康（1954 年生於香港），因自身的教育背景，對美國現代藝術語言十分熟悉。他們熱衷於利用

裝置及場地特定作品，發掘展覽的新形式。這股新興的趨勢，加上表演藝術在當時較其他藝術形式獲得

更多公共資源，鼓勵這些藝術家參與跨界項目，與表演藝術家合力創作。 

 

其中一個跨界項目是 1986 年在香港大學舉辦的《與蔡仞姿畫作的對話（梁秉鈞新詩 彭錦耀舞蹈）》

展覽。  

 

    
圖片：《與蔡仞姿畫作的對話（梁秉鈞新詩 彭錦耀舞蹈）》展覽的照片集，香港大學，1986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泉檔案，

由夏碧泉家人提供。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library/paintings-by-choi-yan-chi-and-works-of-art-in-dialogue-with-poetry-and-dance-poems-by-leung-ping-kwan-dance-by-sunny-pang/search/keywords:choi-yan-chi/page/1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ha-bik-chuen-archive-1986-paintings-by-choi-yan-chi-and-works-of-art-in-dialogue-with-poetry-and-dance-poems-by-leung-ping-kwan-dance-by-sunny-pang/object/choi-yan-chi-paintings-in-dialogue-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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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輯展覽照片集共分兩部分，來自夏碧泉文獻庫。照片中的藝術家蔡仞姿，是香港裝置藝術的先鋒，她

站在自己的作品前與記者或訪客交談。1980 至 1990 年代間，蔡仞姿與城市當代舞蹈團及香港其中一個

主要劇團─進念二十面體─聯合創作多個舞蹈及劇場作品。 

 

 
圖片：《與蔡仞姿畫作的對話（梁秉鈞新詩 彭錦耀舞蹈）》展覽的照片集，香港大學，1986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泉檔案，

由夏碧泉家人提供。 

 

照片中人是編舞家彭錦耀，他回流香港前曾在東京和紐約受訓和創作。照片拍攝彭錦耀在蔡仞姿的裝置

作品中間表演的情況。彭於 1983 至 1987 年間出任城市當代舞蹈團的駐場編舞家，經常與舞團內外的

藝術家合作。  

 

 
圖片：《與蔡仞姿畫作的對話（梁秉鈞新詩 彭錦耀舞蹈）》展覽的照片集，香港大學，1986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泉檔案，

由夏碧泉家人提供。 

 
梁秉鈞（也斯）為香港著名詩人，曾於 1980 年代參與多個跨界合作項目。這是他跟記錄是次展覽的藝

術家夏碧泉的合照。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ha-bik-chuen-archive-1986-paintings-by-choi-yan-chi-and-works-of-art-in-dialogue-with-poetry-and-dance-poems-by-leung-ping-kwan-dance-by-sunny-pang/object/choi-yan-chi-paintings-in-dialogue-86-86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ha-bik-chuen-archive-1986-paintings-by-choi-yan-chi-and-works-of-art-in-dialogue-with-poetry-and-dance-poems-by-leung-ping-kwan-dance-by-sunny-pang/object/choi-yan-chi-paintings-in-dialogue-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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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圍》（1987 年） 
 

    
圖片：《外圍》展覽場刊，堅尼地道，香港，1987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外圍》展覽研究項目。 

 

 
圖片：《外圍》展覽的照片紀錄，1987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外圍》展覽研究項目，由楊秀卓提供，1987 年。 

 

另一個重要的跨界合作項目是《外圍》展覽。這個由參展者自發籌辦的展覽在 1987 年 10 月一個週末

舉行，事隔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三年。展覽於現已拆卸的一幢大廈舉行，位於香港堅尼地道 15 號，當時

是藝術家麥顯揚及韓偉康的家居工作室。共 21 個單位參與是次展覽，包括藝術家、藝術團體和其他文

化工作者，如蔡仞姿、楊秀卓、彭錦耀，以及蛙王所屬的 Epoxy Art Group。展覽旨在回應建制對藝術

工作支援不足的問題。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out-of-context-research-project-exhibition-ephemera/object/out-of-context-181807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out-of-context-research-project-exhibition-documentation/sort/title-asc/object/out-of-context-set-of-13-photograph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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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楊秀卓於《外圍》展覽（1987 年）中發表的行為藝術作品〈籠與人〉的照片紀錄。亞洲藝術文獻庫《外圍》展覽研究項

目，由楊秀卓提供。 

 

照片記錄了楊秀卓的行為藝術作品〈籠與人〉，他在兩日的演示中將身體塗上紅色顏料，並以鎖鏈將自

己鎖在竹籠中。在展覽的開幕活動上，楊在籠中爬行，並不時向圍在籠子旁觀看的訪客吼叫。  

 

       
圖片：記錄《外圍》展覽的相辦，香港堅尼地道，1987 年。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泉檔案，由夏碧泉家人提供。 

 

這是由夏碧泉輯錄的相辦，記錄演示突然受到社運人士莫昭如和阮志雄干擾，將楊秀卓從籠中拉出來的

一刻。在 2017 年由文獻庫主持的一次訪談中，楊憶述當時的莫昭如一邊將他拖出來，一邊向觀眾大叫：

「你們這些資本主義者！你們看！這個就是你們每天在剝削的人！」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out-of-context-research-project-exhibition-documentation/sort/title-asc/object/man-and-cage-set-of-27-photographs-27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ha-bik-chuen-archive-1987/object/no-110-out-of-context9-october-1987-no-110-9-octob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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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彭錦耀訪談錄像的截圖，亞洲藝術文獻庫《外圍》展覽研究項目。 

 

編舞家彭錦耀亦有在《外圍》展覽中演出。相關作品在現存檔案中未有記錄，但彭曾在文獻庫於 2017

年主持的訪談中回憶該次演示。據他表示，那是他在現場即興創作的表演，內容主要是在樓梯上的一群

訪客之間穿梭起舞。同樣參與該次展覽的藝術家馮敏兒中途介入，以一面鏡子阻擋正在起舞的彭。 

 

參與《外圍》展覽的藝術家不乏與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有關係者，如彭錦耀、王志強和沈聖德；

而在 1980 年代， CCDC 確曾經營一間藝廊，並為許多年輕藝術家舉辦展覽。因此，在 1980 年代，一

方面有藝術家在藝術中心及大會堂等正規展覽場地以外展出作品，另一方面也有舞蹈家嘗試涉足舞蹈劇

場以外的領域，而新興的行為藝術，遂與跨界藝術創作及另類演示場地同期崛起。 

 

3. 〈東西遊戲〉（1989 年） 
 

 
圖片：〈東西遊戲〉錄像截圖，亞洲藝術文獻庫《外圍》展覽研究項目，由蔡仞姿提供。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out-of-context-research-project-interview-11441/sort/title-asc/object/interview-sunny-pang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out-of-context-research-project-choi-yanchi/object/event-documentation-of-object-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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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跨界合作的藝術創作形式在 1980 年代末開始染上政治色彩。〈東西遊戲〉是一個多方合作的行為

藝術項目，於 1989 年 7 月在上環文娛中心演出，發起人為梁秉鈞、游靜和蔡仞姿，參與者來自藝術、

文學和舞蹈界，當中包括梅卓燕、梁文道和龔志成。  

 

在作品名稱〈東西遊戲〉中，「東西」一詞帶有「東西方」和「事物」的雙重意思。該行為藝術作品原

為一個跨界項目，旨在反思坊間將香港藝術及文化視為「東西交匯」的陳腐觀點。但北京民主學潮於同

年爆發，最終演變成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亦改變了項目的原有計劃。根據蔡仞姿的說法，表演遂轉化

成一個「悼念的空間」，讓參與者和觀眾可自由表達壓抑的情感。 

 

該次演示為期三天，內容包括裝置、詩歌和即興表演，而觀眾亦可自由參與，跟演出者即興互動。  

 

    
 

 
圖片：〈東西遊戲〉錄像截圖，亞洲藝術文獻庫《外圍》展覽研究項目，由蔡仞姿提供。 

 

從現場錄像可見一位全身綑上繃帶的表演者試圖掙脫牆壁的羈絆，但纏住身體的繃帶卻反覆被另一位表

演者釘在牆上，使其反抗徒勞無功；另一邊廂，一位舞者穿上印有詩歌的衣裙起舞。整個表演場地佈滿

裝置及物件，如電風扇和家具，畫面可見觀眾在表演者之間走動。  

 

https://aaa.org.hk/en/collection/search/archive/out-of-context-research-project-choi-yanchi/object/event-documentation-of-object-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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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例子可見，行為藝術在 1980 年代的香港是供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開拓跨界合作機會的藝術形式，

它甚至為作品本身打開缺口，讓觀眾參與其中。〈東西遊戲〉亦佐證了行為藝術是供參與者就政治議題

收集及發表不同聲音的有力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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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990 至 2000 年代：行為藝術與抗爭 
 

1. 潘星磊事件（1996 年） 
 

 
圖片：蘋果日報剪報，刊於 1996 年 9 月 17 日，報導潘星磊的行為藝術作品紅色行動。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泉檔案，由夏氏家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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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東方日報剪報，刊於 1996 年 10 月 10 日，報導潘星磊的行為藝術作品紅色行動。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泉檔案，由夏氏家

人提供。 

 

中英聯合聲明於 1984 年簽署，確認香港主權將於 1997 年移交中國，標誌著香港於 1980 至 1990 年代

進入浮躁不安的時期，行為藝術亦在 1990 年代成為藝術家用以表達和反思香港殖民地歷史及後 97 前

景的媒介。  

 

其中一個例子是藝術家潘星磊於 1996 年進行的行為藝術，這樁所謂「潘星磊事件」在主權移交前一年

發生，引起極大的爭議。潘在 1969 年出生於北京。1992 年，他自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其後移居香港。

1996 年 9 月 16 日，潘爬上位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以紅色油漆潑向銅像和自己，

再用鎚敲打銅像的頭部，毀壞了銅像的鼻樑和部份面相。全身沾染紅油的潘其後在現場向途人及記者派

發傳單。傳單寫道：「由今天起，香港其中一座最古老的雕像──『維多利亞女王像』──不復存在。

如它日後經過整修，我仍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毀壞 。」[幻燈片: 10.2] 接報到場的警方將潘拘捕，他後來

刑毀罪成，被判入獄 28 天。  

 

事件惹起公眾、藝評家及文化評論員熱烈爭議。在 90 年代的香港，行為藝術仍是公眾和傳媒不熟悉的

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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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藝評人劉霜陽撰寫的一篇有關潘星磊紅色行動的文章，明報，刊於 1996 年 9 月 20 日。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泉檔案，由

夏氏家人提供。 

 

由於潘星磊在北京出生，1992 年才移居香港，部分評論員迅即批評他的行動膚淺無聊，是帶有政治目

的的毀壞行為，並將潘以抗爭主導的行為藝術比作 50 至 60 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破四舊

的行徑。 

 

評論文章和媒體呈現的潘氏作品及公眾反應，顯示事件實為一個有關行為藝術的複雜個案，涉及香港的

殖民地歷史及對 1997 年主權移交後香港是否享有自治的疑慮。一方面，潘氏毀壞銅像的行為，可被視

為象徵殖民統治消亡的一個符號；另一方面，以紅油覆蓋銅像，亦可解作新時代來臨所產生的不確定性，

暗示殖民主義依舊作祟，只是換了顏色。  

 

其他評論集中研究藝術行動在公民社會的正當性，以藝術之名損毀歷史文物，是否就能開脫罪責？這是

否一個讓藝術介入政治議題的恰當方式？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明顯是象徵英國殖民統治的公共雕塑，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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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後是否還有存在意義？香港社會在主權移交後該如何看待銅像？我們在邁向後殖

民時代和尊重歷史文物之間，又該如何權衡輕重？ 

 

被潘氏毀壞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經過清洗和整修後，回復了莊嚴的舊貌，潘氏的行為藝術，驅使藝術和

文化工作者，就如何處理香港殖民歷史，展開新一輪的討論。 

 

2. 2000 年代：行為藝術與社會運動 
踏入 2000 年代，行為藝術在香港的社運圈子冒起，愈來愈多示威者和積極參與社運的藝術家將之視為

抗爭的手段，此一現象在針對都市發展和公共空間使用權的議題上尤為明顯。換一個角度，我們也許可

解讀為示威開始以「演示」的方式進行，或呈現出行為藝術的形態。  

 

 
圖片：藝術家曾德平及友人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慢行及讀書，作爲對該處公共空間爭議的回應。由魂遊提供。攝影：魂遊。 

 

其中一個例子，是在 2008 年抗議銅鑼灣時代廣場將公共用地私有化的過程中演示的一系列行為藝術。

涉事的空間是時代廣場臨街的一塊空地，名為露天廣場。根據 1989 年簽訂的時代廣場規劃契約，發展

商須開放地面空間作為公共用地。但經過幾宗涉及公眾使用該地段的事件（包括有在該處公開表演的街

頭藝人被物業保安干擾或阻止）後，公眾開始關注該公共空間被私有化的問題。2008 年，媒體揭發時

代廣場的物業管理公司曾出租該用地，並收取租金，有違契約條款。規管該項目發展的公用契約列明：

「時代廣場的業主獲准向在該場地舉辦展覽或展示會的機構收取費用，唯該等費用只可包括水、電或由

業主就該展覽或展示會提供的相關設施及其他服務所產生的費用。」1  

 

                                                 
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3/05/P200803050152.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3/05/P2008030501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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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藝術家在時代廣場的露天廣場上野餐的照片，2008 年。由梁寶山提供。攝影：梁寶山。 

 

為此，社運藝術家在 2008 年於涉事的地段演示一系列行為藝術，以抗議公共空間遭私有。這些行動包

括在露天廣場野餐，參與的藝術家均為社運活躍份子，包括李傑、梁寶山、梁展峯、劉建華及程展緯。

身兼藝評人和研究員的梁寶山不僅參與連串抗議行動，更就事件整理了詳細的時序紀錄，名為〈私有化

公共空間：2008 年香港時代廣場事件〉，可在文獻庫網站索閱。 

 

至於近年香港行為藝術與示威之間的關係，在獨立研究員魂遊撰寫的一篇〈推介館藏〉短評中有更詳細

的探討，內容已上載至文獻庫網站。文章詳述香港藝術家參與社運的歷史背景，除了 2008 年抗議時代

廣場違規使用公共用地的事件，更觸及行為藝術在其他抗議和公民運動中的角色，當中最受關注的是

2013 年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旨在推動香港全面實行公平公正的全民普選制度。 

 

  

 

https://aaa.org.hk/en/ideas/ideas/privatising-public-space-times-square-incidents-in-hong-kong
https://aaa.org.hk/en/ideas/ideas/privatising-public-space-times-square-incidents-in-hong-kong
https://aaa.org.hk/en/ideas/ideas/shortlist-performing-the-prot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