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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藝術文獻庫團隊

在一幀亞洲藝術文獻庫2003年試運時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夏碧泉的身

影：他與太太坐在文獻庫圖書館的紅色扶手椅上，認真地翻閱資料。光憑

這張微粒斑駁的相片，又怎麼想到，在太太梁少薇的支持下，夏氏憑藉

一台相機和堅定不移的熱情，自1960年代起至其逝世，收集數以千計的

香港藝術歷史片段，促成了「夏碧泉檔案」——史上單個最全面的香港藝

術史檔案庫。夏碧泉（1925–2009）是藝術家兼展覽記錄者，離世前的

三十年拍攝了超過2,500個展覽。夏碧泉的檔案收藏破除了「香港沒有藝

術史」這個普遍誤解，讓更多人看見香港藝術史，為城市日後的深度藝術

歷史書寫鋪路。

亞洲藝術文獻庫成立於2000年，以典藏、創造和分享知識為己任，務求

為全球藝術史補缺，倡議更多元的藝術史觀，為鮮為人知的歷史發聲。來

自亞洲的藝術，在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藝術史研習中，大多被置於封存已久

的傳統歷史框架下閱讀，或只被視為近代藝術中「全球當代」的一部分。

有見及此，亞洲藝術文獻庫將個別人士交託管理的檔案開放給大眾，以成

就新的研究、學術著作和教學活動。以夏碧泉檔案為例，夏碧泉家人於

2013年把置於其工作室的文獻暫託予亞洲藝術文獻庫，以整理海量的資

料。文獻庫團隊將夏氏的所有文獻遷離日益耗損的原址，搬往火炭項目空

間；隨後數年，再透過文獻數碼化、公共項目和駐場計劃，讓這些紀錄接

觸藝術界和大眾。這個展覽的誕生，也是知識分享的一部分。

一個文獻資料庫的基礎，在於它蒐集藏品時的取捨。夏氏收集的文獻資料

逾600箱，材料橫跨半世紀，藏量固然豐富，但無疑自主觀角度蒐集而

來。夏碧泉檔案的文獻資料記下了誰？夏氏怎樣呈現他們？他欽佩哪些創

作者？他的藝術家偶像是哪位？夏氏是經歷過殖民時期和回歸的香港藝術

家，這意味着甚麼？為甚麼文獻資料中的女性藝術家那麼少？過去八年，

參與亞洲藝術文獻庫駐場計劃的藝術家留下了很多疑問，這些只是摘錄。

文獻庫團隊相信，文獻庫不只是做研究和學術的地方，更是引發創作和想

像的創意空間。種種互動和對話隨年月累積，展覽應運而生。

亞洲藝術文獻庫在此感謝夏碧泉及其家人慷慨與公眾分享這項珍貴的資

源，亦感謝華懋集團贊助展覽的相關研究工作，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香港藝術發展局、WYNG Foundation、何善衡慈善基金會、C. K. 

& Kay Ho Foundation 及何鴻毅家族基金對夏碧泉檔案多年來的慷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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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及許多藝術家、學者和策展人——他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活化了夏

碧泉檔案。最後，當然還要感謝在過去八年負責夏碧泉檔案的研究團隊、

為是次展覽完成委約作品的藝術家，以及展覽的工作團隊。

亞洲藝術文獻庫同時感謝大館當代美術館的邀請，大館體現傳統與現代的

融合，是展覽的理想合作夥伴。這次邀約促使文獻庫團隊梳理及闡明自身

跟其他文獻資料庫和藝術家的合作方式，並以立體形式展示實踐。文獻庫

一如隨意門，帶我們到達已知或未竟之地，這個概念貫徹着整個策展過

程。文獻庫團隊希望，門的象徵不僅助人進入這個由夏碧泉檔案而生的展

覽，而且能夠帶我們想像文獻庫的意義，想像亞洲藝術文獻庫的機構角色。

夏碧泉檔案始於一個土瓜灣唐八樓的工作室，後來隨時間推移、空間突

變，展現出不同的形態和個性。它是一扇通往我們城市文化、社會和政治

歷史的門，照見這處兼收並蓄和堅毅的精神。文獻庫團隊誠摯邀請您參與

「咫尺之內，開始之前：隨意門及其他足跡」的旅程。

夏碧泉與夏梁少薇於亞洲藝術文獻庫位於上環的首個圖書館，攝於2003年。夏氏於
當日拍攝文獻庫的開幕式，照片現儲存於夏碧泉檔案。亞洲藝術文獻庫於2007年遷
往荷李活道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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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咫尺之內，開始之前：隨意門及其他足跡」源於亞洲藝術文獻庫自2014

年起對已故香港藝術家夏碧泉個人文獻資料庫的研究。夏氏是自學成才

的雕塑家和版畫家，離世後遺下一個龐大的文獻資料庫：他的「思考工

作室」。他收集展覽印刷品，又製作底片、相辦和相簿，一一記錄自己由

1960年代至2000年代參觀過的所有展覽。他亦收集圖文雜誌等其他印刷

物，這些書刊成為了他創作拼貼書本的材料。身為自學的創作者，夏氏涉

獵廣闊，他的藝術和視覺文化藏書遠超香港的地理界限。他獨特的收集、

組織和重組材料的方法，亦模糊了紀錄和藝術品的類別分野。

這個展覽揭示夏碧泉檔案的創造力，表現它怎樣滋養藝術家的創作，以

及塑造和改變我們對香港歷史和香港藝術的理解。展覽由十個「場景」組

成，其中五個展示藝術家的委約作品，包括Banu Cenneto͛lu（伊斯坦

堡）、關尚智（香港）、林穎詩（香港）、  Raqs Media Collective（新德

里）和Walid Raad（貝魯特／紐約）。部分藝術家在過去一年展覽籌備期

間開始接觸夏碧泉檔案，其他則與亞洲藝術文獻庫聯繫多年。各人帶着自

己與夏碧泉檔案相惜的故事開始創作，創造出回應夏氏文獻收集實踐和藝

術創作的作品，也反映了亞洲藝術文獻庫將檔案開放給藝術界和大眾的努

力。其餘五個場景則以新角度表述文獻資料和歷史物事，為過去半世紀的

香港藝術生態寫下更豐富的敘述，揭示香港不易瞥見的文化世界。

每個場景都是一套精心組合的圖像、物件和故事，挑戰我們對比例、對自

我、對歷史的理解。想像這些場景都是隨意門，打開它，咫尺之內可達他

方，甚至違反時空定律，同時遊歷多個地方。它們踰越地理、情感和時代

的邊界，容讓及時或不合時的相遇一一發生；無論是因藝術創作、學術研

究或策劃展覽而接觸檔案庫，其併發出的知識均在此並置呈現。迥然不同

的背景和材料，衍生出各異的藝術想像和研究，十個場景同時是一個處

境：東西互相碰撞、介入、重新詮釋。
場景＃0  門

場景＃1   無題＃79 | Walid Raad

場景＃2  七十年代香港某餐廳 | 夏碧泉

場景＃3  巨型手翻書

場景＃4  思考工作室 | 林穎詩

場景＃5  檔案整理員的桌子

場景＃6  未記帳 | Raqs Media Collective

場景＃7   鐵馬——麥顯揚之後 | 關尚智

場景＃8  影子戲

場景＃9  銷魂、失措、紛擾不安 | Banu Cenneto͛lu 
  （網上及於賽馬會立方舉行之節目）

一樓，F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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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圖像：夏碧泉工作室原址的個人文獻庫，搖身

一變成為亞洲藝術文獻庫火炭項目空間，又變回

原形，再無限輪迴。時間與空間的扭曲，正是邀

請你進入這個展覽之門。展覽之內，由夏碧泉檔

案出發的想像和詮釋，化身一個個小型場景。場

景在展覽空間中懸置，我們可以整體感受它，也

可以單獨體驗它們。自2016年至2021年初，夏氏

的文獻庫也經歷了物理空間上的轉移，存藏已久

的箱子盒子給一一開封、檢視、重整、分類編碼。

打開這扇隨意門，踏入不同的場景，你會看見夏

碧泉檔案的館藏、它和他的故事，以及更多蛻變

中的物事。

門
亞
洲
藝
術
文
獻
庫
重
新
詮
釋

場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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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79

以藝術品儲藏木箱作為桌子，上有一道縮版拼貼風景。拼貼風景

展示多個盒子和人物剪影，它們都出自夏碧泉的展覽紀錄。夏氏

本人也在此，與自己的藝術作品一同被攝，同場有其他香港藝

壇的藝術家和工作者。盒子疊起，高低錯落有致，成為人物剪

影立足的平台。夏氏為自己和周遭的藝術世界拍攝了大量相片，

Raad的作品就由這些攝影紀錄中取樣。成品集合了夏氏在藝壇

的不同角色：身為藝術家、藝術家的朋友、藝術品的觀眾——我

們也許都擔當其中一個或多個角色。

發自：Walid Raad  

發送：2019年12月30日週一上午7:09  

寄給：Michelle Wong 

主題：回覆 : Easterling 那本書

嘿，Michelle，

[...]

關於夏碧泉及其肖像紀錄：

對夏碧泉來說，做藝術創作和身為藝術家似乎息息相關。作為藝術家又

跟在鎂光燈下的（大多是男性白人）藝術家（受人尊敬的）形象緊密相連。

而他對於藝術的概念，部分與藝術的複製和展示有關。

換言之，藝術、藝術家、展示、觀看者、複製，這些類別不再有清晰的

界限。相反，它們融合在一起，而且每個類別互相供求。我看，夏碧泉

似乎嘗試將自己擠身在所有這些類別之中，不僅要在生產鏈中立足，而

是要令自己植根其中。我不能夠確定，他是否意識到、察覺到這連串正

在成形的關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當時在記錄它，並且是當中的一員。

其實，他甚至有些迷失其中的感覺。所以呢，我問自己：他是純粹還是

刻意地做這些東西？我解讀他的時候，究竟視他為徵兆抑或是因由？

這串關係為何和怎樣延伸到香港，是另一回事。與之平行或發生在前或

後的東西，又是再另一回事了。

而且可以說，這就是為甚麼我認為需要就他記下的藝術家肖像／觀看者

肖像／藝術品肖像／自拍照（身為藝術家、藝術創作者和藝術觀者）做些

甚麼。

我覺得夏碧泉並不是自戀狂。在我眼中，他甚至是個與自身頗為疏離的

人。即使他的肉身無處不在，他同樣零散。但是呢，那個形體又在一系

列分明各異的層次之間滲出：夏碧泉的藝術作品、他身為藝術家、他作

為眾多藝術家的朋友、他作為藝術的觀看者、其他代入夏碧泉的藝術家

（即使他們擁有肉身，但一樣離神）。也許，這就是拼貼如此適合他的原

因。

[⋯]

祝好

W.

夏碧泉身處於在香港舉行的「1977第一選擇展」。

場
景
 #

1

藝術家介入：Walid R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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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碧泉第一件被香港博物美術館（現為香港藝

術館）收藏的作品名為《結構》（1967）。博物

館視之為雕塑作品，但據夏碧泉檔案中的文獻

所示，它可能是夏氏後來給某餐廳所製的天花

裝飾的參考原型。這件作品反映出夏氏在藝術

職業生涯的早期，即香港藝術發展剛起步的時

期，如何遊走於商業和室內設計領域。想像我

們身處七十年代的香港，置身某家現已不再的

餐廳，地址不詳。終於，一如預期那般，它就

掛在這裏，那抬頭可見的天花。

七十年代場景 #2

七十年代香港某餐廳，天花裝飾由夏碧泉設計。相片放於夏碧泉檔案內一個名為「酒樓裝飾」

的柯達紙盒裡面。

歷
史
物
事
介
入
：
《
結
構
》（

19
6

7
）

香
港
某
餐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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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曾經是亞洲和全球各地出版物的重要發行地，印刷品廣泛

流傳。夏碧泉的思考工作室充滿着各式出版物並不稀奇。夏氏在

收集回來的材料上剪貼圖像，包括室內設計書籍。他的拼貼創作

生前未為人所知，是團隊在整理文獻庫期間最驚喜的發現。夏氏

會並置來自迥異文化、時代和擁有不同物質特性的圖像，讓經

典藝術形式與流行視覺文化毗鄰相對，且常常忽略透視法的慣

例。夏氏的拼貼創作始於1958年，持續到2009年離世才終結，

這些作品在他生前未被公開。藝術家Walid Raad於2014年發現

了夏氏第一本拼貼書；現在，拼貼書本的總數錄得超過300冊。

這裏展示了一組精選的拼貼書本，場景容讓觀者按真實比例體

驗頁面上的室內空間，場地設置的座位跟夏氏拼貼作品中出現

過的傢俬一脈相承。原本置於夏氏拼貼書本中那些意想不到的結

構，現在延伸到眼前的展覽空間。

《Modern Art》，大開本、人手裝幀、精裝書冊，集合不同來源的剪報和散
頁而成，由夏碧泉寫下日期1974、1975、1976和1977年。

《藝術新潮1985》，中開本，以雜誌及剪報等印刷品拼貼而成，未註日期，
約1980年代。

《Country Interiors》，大開本、精裝書冊，以雜誌及剪報等印刷品拼貼而
成，由夏碧泉寫下日期2002年。

《Curiosa: Celebrity Relics, Historical Fossils, and Other Metamorphic 
Rubbish》，中開本、精裝書冊，以雜誌及剪報等印刷品拼貼而成，由夏碧
泉寫下日期2004年。

《創作人物圖錄》，中開本、精裝書冊，以雜誌及剪報等印刷品拼貼而成，

未註日期，約2007年。

《水墨啟示錄》，大開本、精裝書冊，以雜誌及剪報等印刷品拼貼而成，由

夏碧泉寫下日期2009年。

場
景
 #

3
 

手翻書

《Country Interiors》開頁。

亞洲藝術文獻庫重新詮釋

《Country Interiors》開頁。

巨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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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穎詩的裝置融合自己和夏碧泉的攝影錄像創作。當代生活不斷

經驗科技變革，這個體會觸發林氏探索夏氏經常用以磨練其攝

影技巧的地點，看它們如何隨時間改變。她重訪夏氏拍攝過的地

方，追溯他曾經留連的思考工作室、公園和海岸線。她重新拍攝

他用來創造其他圖像的東西，例如樹葉、翼豆種子和他的攝影

器材。林氏又將夏氏的手稿和繪圖製成動畫，將它們與自己的相

片、錄像片段及夏氏自己的實驗攝影結合起來。另一位藝術家的

創作實踐，既遙遠又相惜相知，創作的交疊會產生甚麼意義？

林穎詩的視覺敘事隱喻着一趟藝術家之間暫時的寄居。

思考場景 #4 

林穎詩作品《思考工作室》截圖。由林穎詩提供。

由火炭至土瓜灣；從靜止到流動；在模仿與創作之間⋯⋯我從夏

碧泉的日常照片、手稿、個人物件和雜誌剪輯中尋找他的生活足

跡，探索他觀看的習慣與創作的思路。

在他的影像與文字之間，我以錄像和聲音來填補那些記憶的縫

隙，想像他的內心世界，拼貼一篇自我探索的視覺日記。

——林穎詩

藝
術
家
介
入
：
林
穎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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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桌子

夏碧泉是個多產的攝影師，記錄活動、展覽、地方、人物和

東西。1981年至1998年期間，他記錄香港內外逾2,500個

展覽和活動，建立超過3,500張記有手寫備註的相辦，作為

他攝影紀錄的索引。亞洲藝術文獻庫自2014年起一直研究

這組文獻資料，又在其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延伸探索，揭露

未知的故事，或放大已知的敘述。

某組材料：四個記錄夏氏工作室的相簿及一個模型、八組與

香港藝術和歷史相關的展覽相片紀錄和出版物、一個展示夏

碧泉手稿的銀幕、一個可觸控縮放超過3,500多份相辦的屏

幕、一張夏氏藏書清單，以及檔案整理員為了組織這海量資

訊曾經參考的書籍。檔案整理員的桌子是個不斷發問的學習

空間，這批材料就置於桌子之上。

藝術家以檔案整理員無法表現（甚或故意抵抗）的方式讓文

獻庫活現起來。藝術家從現有的敘事中創造新的故事，利用

偶然的相遇改變情節，並擾亂事物的統計和秩序。然而，只

有當已知事物的軸心瓦解，嶄新的經驗才會出現。桌子上，

展示的文獻資料緊扣場內的藝術家創作，觸發他們的藝術介

入；桌子外，文獻庫的其他方面亦經藝術家消化，一一變換

形態成為周遭的故事場景。

相辦

夏碧泉於1981至1998年間沖曬並手寫備註的
3,500多張相辦。

 

手稿

夏碧泉草稿本，約1960至1970年代。

夏碧泉紙本拼貼，1975年。

夏碧泉手稿，1976年8月9日。

夏碧泉手稿〈從藝術創作到攝影〉，1981年。

夏碧泉手稿，1985年6月8日。

 

出版物

「第二屆香港國際繪畫沙龍」場刊，香港現代

文學美術協會主辦，香港大會堂高座，1962年。

「一九六七年香港音樂美術節」場刊，香港大

會堂高座音樂廳，1967年。

「中元畫會展」場刊，香港大會堂博物美術館，

1968年。

「當代香港藝術」場刊，菲律賓馬尼拉大都會

博物館，1982年。

 

場
景
 #

5

亞洲藝術文獻庫重新詮釋

展覽紀錄

「外圍」相辦局部，香港堅尼地道十五號，

1987年。

「當代香港藝術」相簿，菲律賓馬尼拉大都會

博物館，1982年。

「城市變奏：香港藝術家西方媒介近作展」相

簿，香港藝術館，1992年。

「強勢以外—亞洲當代藝術」相片，香港藝術

中心，1997年。

「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盧亭考古新發現」相

片，香港藝術中心，1998年。

 

夏碧泉工作室紀錄

「竹竹齋訪問記  八二」相簿，1982年。

「王無邪．許雪碧  探訪碧泉工作室  一九八三」
相簿，1983年。

「陳萬雄訪竹竹齋（展示特別武器）86」相簿，
1986年。

夏碧泉工作室相集，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合輯，

2014年。

亞洲藝術文獻庫團隊在夏碧泉的土瓜灣工作室，攝於2013年。

檔
案
整
理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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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Raqs Media Collective首次到訪夏碧泉於土瓜灣的工

作室，被眼前的場面震懾：盒子、箱、手作、書架和Tyvek包

裝紙等等等等雜亂堆疊，由地面至天花幾乎填滿了整個空間。那

份獨特的親密感一直伴隨着藝術家，並不斷發酵、變形、生長。

場景之中，Raqs賦予那彆扭的親密感一個複合生物的形體：

牠背面的LED燈板照射出拋落於夏氏工作室中的原色；沙發由

Tyvek材料縫製，怪異卻親切。如果你坐在其中，側耳傾聽生物

的存在，你會聽見座枱風扇的喃喃低語。裝置體現了Raqs記憶

中土瓜灣工作室那種隨意、粗拙，又活潑、夢幻和舒適的感覺。

場景 #6

Akhilesh, Shamsher及Aarushi在Raqs工作室製作《未記帳》。2021年2 月，新德里。 
由Raqs Media Collective 提供。

「生命」和「時間」裝載難以言喻的廣度。它們喚起數十億物事沉

積成的濃度，以及未知所擁有的強度。某程度上，「終生」（「生

命」的「時間」）給予我們一個可觸範圍，去理解分別閱讀兩個單

詞所無法領會的含義。這就是傳記與歷史交織的時刻：它為我們

提供解碼的途徑，讓他者的生命及其生命在集體土壤上留下的

烙印，變得可讀。

文獻庫將生活的混亂安排成一個個理解事物的模式，為不同的

寄居者提供材料。將生命印記按不同質地清晰分類的強烈欲望，

令文獻庫看來像個動盪和間斷的空間。

有用之物與渣滓、垃圾與珍品、用以保管和編排的層架、抽屜

藏物，以及積聚污點與痕跡的塵埃，所有的錯配困擾着檔案整

理員，卻讓藝術家陶醉。藝術家更為由此而生的聲音、噪音、污

染、價值、失敗、猶豫、疑慮和表現一一着迷。在材料與痕跡、

剪切與拼貼、編排與不分類項的模糊接力之中，時間與生命過

渡，為自身增添生命力。

許多個終生和很多個文獻庫，正等待着親密關係的造反，叫生

命的時間重序。

——Raqs Media Collective

藝
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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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尚智在2008年參與展覽「尋找麥顯揚」時開始對已故香港藝

術家麥顯揚（1951–94）的青銅作品《馬．梯》感興趣，但其時

作品實物已遺失於世，而夏碧泉檔案尚未公開，因此他無法知

曉夏碧泉在1982年在馬尼拉拍下了首批《馬．梯》相片。當時這

件雕塑作品正於一個在馬尼拉舉行的香港藝術展覽中展出，展

覽規模龐大但鮮為香港藝壇所知。關氏的搜索明顯處處受阻，於

是他為「尋找麥顯揚」創作了一件數碼拼貼作品來比喻阻礙，他

用鐵馬圍欄取代梯子作為馬的身軀，作品命名《鐵馬》。現在，

關氏終於看過了夏碧泉檔案中的 1982年展覽紀錄（詳見場景

＃5），遂將《鐵馬》鑄造成青銅，為這個曲折的香港藝術故事作

註。《馬．梯》至今下落不明。

麥顯揚之後

場
景
 #

7

麥顯揚，《馬．梯》，青銅，1982年，展於同年在馬
尼拉大都會博物館舉行的「當代香港藝術」。

黃祥與麥顯揚於奎松市一所文物藝廊用

身體演繹《馬．梯》，攝於1982年。

麥顯揚，《馬．梯》，青銅，1982年，
攝影師不明。由方淑箴提供。

關尚智，《鐵馬——麥顯揚之後》，2008年，
數碼相片拼貼，展於「尋找麥顯揚」，香港藝

術館，2008年。由關尚智提供。

藝術家介入：關尚智

鐵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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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碧泉記錄的2,500多個展覽當中，包括了一系列於1997年至

1998年舉行的展覽。香港藝術家兼策展人何慶基藉展覽引入半

人半魚、棲居水陸兩地的「盧亭」，喻之為香港人祖先。其時正

值香港回歸過渡時刻，何氏特意將盧亭表現為類考古發現，對

何為藝術品或現實不加定義，模糊了史實和虛構故事的邊界。盧

亭自始成為了藝術家和研究員反思香港殖民歷史、當代情況和

另類未來的出發點。當年，舞台繪景師姜志名負責給予盧亭肉

身。現在，盧亭以玻璃纖維重生，眼前有其隱約的踪影，盧亭立

於銀幕之後，以影子向觀眾打招呼。

「盧亭者，半人半魚之異種，乃屯居於大奚山（亦稱大魚山，即

今大嶼山）一帶之香港原住民。《廣東新語》有載，『有盧亭者，

新安大魚山與南亭竹沒老萬山多有之。其長如人，有牝牡，毛髮

焦黃而短，眼睛亦黃，而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

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為怪，競逐之。』」

節錄自何慶基〈盧亭史實〉，載於《大山與人》。

場景 #8 

盧亭於香港某大學一角。

歷
史
物
事
介
入
：
盧
亭

場景中的投射圖像摘自《大山與人》封面，由盧燕珊提供。

影
子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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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屢屢試圖失而復得、記住被遺忘的、令逝者復活或者為沈

默說話。為期三天的公眾活動以及相關出版物以亞洲藝術文獻

庫對夏碧泉個人文獻庫的暫時託管為切入點，召集藝術家和思

想家探討文獻庫在收復和表現「從缺」之物時面對的挑戰和不

足。活動延續Banu Cenneto͛lu與亞洲藝術文獻庫公共項目策

劃Özge Ersoy的對話，藉講座、電影放映和出版探索這些備受

爭議的主張。

場
景
 #

9 

失措、紛擾不安

Banu Cenneto͛lu攝。

講座

Banu CennetoȘlu、黃湲婷、
Özge Ersoy三人對談
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晚上8時至9時半

以Zoom形式直播，講座以英語進行

首場活動探討：我們該以什麼方法處理

身故者的文獻庫？這種文獻庫有何潛

力？爬梳這種文獻庫時有什麼不可能觸

及之處？我們在為沈默者說話的同時，

可以不奪取其自主權嗎？代表他人發聲

之際，我們清洗了甚麼？Cenneto͛lu 

將講述她就第14屆卡塞爾文獻展創作

的《Gurbet's Diary: I Engraved My 

Heart into the Mountains》 （2016–

17），分享她怎樣由藝術家角度整理一個

於1997年被殺的庫德族記者兼戰士的

日記。黃湲婷則講述自己與已故藝術家

夏碧泉個人文獻庫的交集，分享她整理

文獻的種種，包括知性的思考歷程、個

人的體會，以及沿途的新發現。

講座免費向公眾開放，請在以下連結 

登記：

Banu Cenneto͛lu，《Gurbet's Diary
（27.07.1995–08.10.1997） 》，2016–17
年。第14屆卡塞爾文獻展展覽現場，2017
年攝於雅典Gennadius圖書館。Freddie 
Faulkenberry攝。

藝術家介入：Banu Cenneto͛lu

銷
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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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放映兼座談

《Narcissister Organ 
Player》：與Paul B. Preciado
映後談

2021年6月17日，星期四

放映｜香港時間晚上7時至8時半

座談｜香港時間晚上8時半至9時半

大館賽馬會立方、Zoom

座談以英語進行

  

系列活動以放映影片《Narcissister 

Organ Player》 （2017年，92分鐘）

及哲學家兼策展人Paul B. Preciado

的映後座談作結。這部電影集表演、

紀錄片和回憶錄於一身，記下藝術家

Narcissister對種族、性和身體形象等

觀念的質疑。Narcissister的電影一邊

借鑒其混合摩洛哥、猶太和非裔美國血

統的家族歷史，一邊反思母親生病與逝

世對其個人創作的影響。Narcissister

在表演期間戴上標誌性的復古面具來掩

蓋身份。電影猶如自傳，詰問：軀體怎

樣如同檔案庫一般，令垂死者或逝者的

記憶存活下去？Paul B. Preciado將參

與映後座談，藉其書寫中涵蓋的社會身

份、性別代碼和「身體檔案」回應電影。

活動免費向公眾開放，請在以下連結 

登記：

電影放映兼座談

《The Proposal》： 
與Jill Magid映後談
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

放映｜香港時間晚上7時至8時半

座談｜香港時間晚上8時半至9時半

大館賽馬會立方、Zoom

座談以英語進行

第二場活動是藝術家 Jill Magid的紀

錄片《The Proposal》（2018年，83

分鐘）的放映會兼映後座談。紀錄片圍

繞墨西哥著名建築師路易斯‧巴拉岡

（Luis Barragán）（1902–88）備受爭

議的遺產——巴拉岡職業生涯的文獻庫

被一家瑞士公司主席收購，作為給妻子

的訂婚禮物，自始文獻資料不供外人使

用，巴拉岡的名字及其作品的所有權亦

統統受制。Magid在紀錄片中批判傳

統，探索藝術遺產的本質，並發掘它受

誰支配。Magid終以藝術形式提出了

一個意外的主張，迫使觀眾思考藝術家

的故事該如何被講述，誰又有權敘述。

映後的導演座談將探討電影所聚焦的道

出版

〈Orpheus' Dilemma〉
於亞洲藝術文獻庫網站發布

文學評論家Nurdan Gürbilek著有

《The Share of the Silent》 （2015）一

書，其中章節〈Orpheus' Dilemma〉

借鑒奧菲斯帶妻子尤里迪斯回到人間的

兩難，分析前者對後者的信任與懷疑及

其中的張力，帶出文學屢屢試圖為沈默

者或逝者說話的欲望。Gürbilek在文中

穿插諸如Maurice Blanchot和Marc 

Nichanian等哲學家及一眾作家如 

J. M. Coetzee、 Jean Améry、Ahmet 

Hamdi Tanpınar和Bilge Karasu的

參考文獻和故事。她問文學意圖補償甚

麼、作家讓逝者發聲的同時，又怎樣

質疑自身權威。〈Orpheus' Dilemma〉 

對藝術家Banu Cenneto͛ lu至為重

要，是她回應展覽「咫尺之內，開始之

前：隨意門及其他足跡」的基本參考。

此章由Victoria Holbrook譯為英語。

《The Proposal》電影劇照，2018年。 
由Jill Magid提供。

《Narcissister Organ Player》電影劇照，
2017年。由Narcissister提供。

德問題，即因企業持有作品所有權而

妨礙大眾使用藝術家遺產的法律限制。

我們詰問：這部紀錄片如何檢視藝術

遺產、所有權、國家遺產和文獻遣返

等議題？

活動免費向公眾開放，請在以下連結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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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u CennetoȘ lu是駐伊斯坦堡的藝術
家，其創作結合收集和檔案整理的方法，

探討知識生產、分類和發布中的政治。

她的最新作品《Made in Fall...》（2018）
是一部長達 127小時的電影，收輯了她自
2006年起積累的所有數碼相片，相片不
經取捨，順時序排列播放。Cenneto͛ lu
也與駐歐洲非政府人權組織 UNITED for 
Intercultural Action合作，推動了一個名
為「The List」的計劃，持續追踪自1993
年起因國家政策在歐洲境內或邊境喪命的

逾40,000人的資料。她與機構合作，經廣
告牌、街頭海報和報紙副刊等形式公開展

示名單。 Cenneto͛lu是駐伊斯坦堡藝術家
自營空間BAS的創始人，專注收集藝術家
書籍和印刷品。她是2019年亞洲藝術文獻
庫的駐場藝術家。

 

夏碧泉（1925–2009）是香港藝術家，擅
於創作版畫、雕塑和拼貼書本，同時是多

產的攝影師。他的版畫和雕塑作品曾公開

展覽，但大部分的相片和所有的拼貼書本

均為私人創作。夏氏 1925年生於廣東，
1957年經澳門移居香港。1960年代關閉家
庭式經營的紙花廠後，夏氏成為藝術家，

活躍於香港藝術界。他未經任何學術訓練，

以收集印刷品和拍攝展覽來滿足對藝術的

好奇。夏氏離世後遺下一個龐大的藝術史

檔案，其文獻資料包括對香港文化歷史至

關重要的視覺材料，以及他為逾2,500個
香港內外展覽所拍下的相片紀錄。他收集

的文獻資料為香港藝術史書寫的重要材料。

 

關尚智是香港藝術家，其跨界創作不斷反

思和批判個人與資本和權力機構之間的關

係。其作品涉獵多種媒介，包括錄像、裝

置和行為藝術。主題包括探索障礙的概

念，例如2013年的《水馬（茅台比水，一
比九百九十九）》，其時觀眾參與推翻一個

注入了茅台和水的水馬，成為行為藝術的

一部分。另一件2012年的作品《從政府總
部入口（示威區）帶走一隻「鐵馬」圍欄》，

則見關氏用膠紙包紮一隻鐵馬，以之複製

和運送物件。2008年的《請香港藝術館幫
忙借「鐵馬」圍欄：我想收藏香港所有「鐵

馬」圍欄在這兒》是他這次參展作品的源起。

 

林穎詩是香港錄像藝術家，兼任博物館教

育工作。林氏的影像敘事組合不同的景象

和情況而成，材料多出自偶然的遭遇，但

也包括預想和操縱的介入。她的2019年
近作《步行練習》，將鏡頭固定在一個打圈

行走的人之上，當人逆時針方向走動的同

時，林氏的相機順時針方向移動。結果，

人不斷向前走，人的影像卻停留在屏幕上

同一位置。她認為造像是創造一個處境，

讓觀眾獲得觀看的體驗，與鏡頭捕捉之物

進行對話，並從中產生新的意義。林氏將

目光投向城市中的風景，把日常觀察轉化

成錄像，而這些錄像往往表現出觀看行為

的洞察力和反思。是次展覽是林氏與亞洲

藝術文獻庫的首次合作。

 

Raqs Media Collective （Monica Narula、
Jeebesh Bagchi  及  Shuddhabrata 
Sengupta）是駐印度新德里的藝術家團
體，其創作形式多元，包括物品、字典、

電影、出版物、聚會、策展和表演講堂不

等。Raqs長期與藝術及媒體工作者、建築
師、劇場導演、都市倡義者、學者和其他

公共知識分子合作。其中包括成立於2000
年的跨界團隊 Sarai，關注媒體、科技、
都市生活和公共領域；其時這類議題在印

度幾乎無人問津。2009年，Raqs Media 
Collective成為亞洲藝術文獻庫第一個國
際駐場藝術家。後於2016年，當Raqs擔
任「第十一屆上海雙年展：何不再問」的主

策展人時，他們將夏碧泉檔案收錄在雙年

展中。Raqs也是剛結束的2020年「橫濱
三年展：Afterglow」的藝術總監，期間他
們跟藝術家和公眾就毒性、關懷及友誼等

議題建立資料集。

 

藝術家

W a l i d  R a a d 是一位一一一和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迄今重要作品包

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和

一一一。 其近作數有一一一和一一一。Raad
的作品展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雙年展（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博物

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以及眾多其他在一一一和一一一

的博物館和展覽場地。其著作包括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和一一一。 Walid Raad
是一一一的成員（一一一，www.一一一 .
org），目前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生
活和工作。Raad在2014年於亞洲一一一
擔任駐場藝術家，其時一一一夏碧泉的

一一一。他也是一一一15周年一一一《15份
邀請》的一一一。

 

2928



Banu CennetoȘlu——見28頁。

 

Jill Magid是駐紐約的藝術家、作家和電
影導演。其創作以演出為基礎，由自身

角度詰問權力結構，探索在機構與個人主

體間衍生出的情感、哲學和法律張力。

Magid在世界各地多個機構中舉辦過個
人展覽，包括芝加哥 The Renaissance 
Society（即將舉行）、 墨西哥城墨西哥國
立自治大學當代藝術館、倫敦泰特現代藝

術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加州

Berkeley Museum of Art、泰特利物浦
美術館及阿姆斯特丹Stedelijk Museum 
Bureau等。

 

黃湲婷是駐香港的研究員，現為香港大學

藝術史博士生。她於2012年至 2020年
間任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其時主要

研究香港藝術史，並透過展覽和期刊探

索交流與傳播史的多元面貌。文章見於

《Ambitious Alignments: New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n Art, 1945–1990》
(2018)、期刊《Southeast  of  Now》
(2019)、雜誌《Oncurating》及《Ocula 
Magazine》等。她是「咫尺之內，開始之
前：隨意門及其他足跡」的策展人。

 

Narcissister是駐布魯克林的藝術家和
表演者。她戴着面具，埋下色相，融合舞

蹈、藝術和社會行動，從事現場表演、電

影、錄像、拼貼和雕塑等多媒體創作。她

在世界各地舉行的節慶、夜總會、博物

館和畫廊中展示作品。曾於色情電影節

Good Vibrations Erotic Film Festival
中贏得「Best Use of a Sex Toy」（最佳
使用性玩具）殊榮；其劇場表演《Organ 
Player》獲紐約舞蹈和表演獎「貝絲獎」
（Bessie Awards）提名；曾獲 Creative 
Capital and United States Artists獎；
並曾於《全美一叮》亮相，意圖化解流

行娛樂與實驗藝術之間的鴻溝。其首部

長片《Narcissister Organ Player》於
2018年辛丹斯電影節中首演，其社運短片
《Narcissister Breast Work》則於2020
年辛丹斯電影節中首演。

 

Nurdan Gürbilek是駐伊斯坦堡的文學評
論家。她的作品分析現代土耳其文學中的重

要橋段、作者對原創性的迷戀，以及文學與

受害者、傷癒和排斥的關係。著有《Living 
in a Shop Window》 （1992）、《Shifting 
S h a d o w》 （ 1 9 9 5）、《H o m e w o r k》
（1999）、《Bad Boy Turk》 （2001）、
《Orient Lost》 （2004）、《The Language 
of the Wronged》 （2008）、《The Share 
of the Silent》 （2015）和《The Second 
Life》 （2020）等等。其精選文學評論文
章的英文版本載於《The New Cultural 
Climate in Turkey: Living in a Shop 
Window》 （Zed，2010）。

 

Ö z g e  E r s o y是亞洲藝術文獻庫公共項
目策劃。 她亦是2021年第 13屆光州雙年
展的研究及公共項目策劃人。在加入亞

洲藝術文獻庫團隊之前，她在伊斯坦堡

負責營運非營利機構 collectorspace。
文章見於《Curating Under Pressure》
（ R o u t l e d g e， 2 0 2 0） 及  《 T h e 
Const i tuent  Museum》 （Val iz  and 
L'Internationale，2018）。

 

Paul B. Preciado是駐巴黎的哲學家兼
策展人，著有書籍《C o u n t e r- S exu a l 
M a n i f e s t o》（C o l u m b i a  U n i ve rs i t y 
Press，2000）、《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The Feminist 
Press，2008）、《Pornotopia》 （Zone 
Books，2014）和《An Apartment on 
Uranus》 （Fitzcarraldo、semiotext(e)，
2 0 2 0）。其中《P o r n o t o p i a》榮獲法
國 Sade Prize獎項。其最新著作《Can 
the monster speak?》 （Fitzcarraldo、
semiotext(e)）將於2021年出版。2014
年至2017年間，他是第14屆卡塞爾文獻展
（卡塞爾和雅典）的公共項目策劃人。

跋《銷魂、失措、紛擾不安》參與者

打開隨意門，由一方到他方或遊歷多個地方，文獻、敘述和圖像的片斷如

影隨行，咫尺之內，踰越千里之遙。星星點點，一頁翻過一頁，盒子上再

疊盒子，如果我看見多個世界，進入又走出更多故事的章節，起承轉合頃

刻無序。開始之前，時間無名，地點不詳，說故事的是人也是物。有誰在

守候？所有角色以眾數出場，門後的主角、讀者、講者和聽故事的人，走

到許多個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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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 識

賽馬會藝方二樓

 「Hi! & 識」是一個交流和探索的空

間。大館當代美術館邀請你一同發

掘展覽與藝術作品背後的故事，並

與我們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同時

也歡迎你向策展人、藝術家提問，

用創意回應創意。

本期「Hi! & 識」 由大館當代美術館

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文學士課

程CUMT4007博物館學同學與丁

穎茵博士共同呈獻。

 

大館當代美術館週末導賞團

2021年5月2日至8月1日 

逢週六及週日

粵語場次：下午2 時 

英語場次：下午3 時

賽馬會藝方

在大館當代美術館共度一個美好下

午！我們友善專業的導賞員會和你

一起探索藝術，分享美術館的重點

展覽。

 

詳情請瀏覽大館網站：www.taikwun.hk

學習與體驗

歡迎參與大館當代美術館為不同背景與需求的參觀者設計的學習與體驗活

動，我們希望為藝術與公眾的對話創造更多可能性。

大館當代美術館家庭日

5月9日、5月23日、6月6日、 

6月20日、7月11日、7月18日、 

8月8日、8月15日、8月22日

上午11時至下午1時 

下午3時至5時

賽馬會藝方

每節活動$80 

親子門票（一位大人陪同一位小孩）

歡迎參與大館當代美術館家庭日！

我們將為大家帶來別開生面的美術

館親子活動，包括親子藝術導賞團

及工作坊。歡迎家長監護人與一位

五歲或以上的小朋友一起前來享受

和認識當代藝術！

 

「老師早晨」和老師工作坊

2021年5月22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半

2021年6月5日 

上午10時至下午12時半

此兩項節目是大館當代美術館為教

師和教育工作者而設的特備活動，

希望通過介紹最新的展覽資訊、藝

術家工作坊、教育方法討論等提供

知識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從而促進

當代藝術與教育的及時互聯。

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參與及教學團隊

及大館當代美術館教育和公共項目

團隊合辦。

工作坊主持：梁展峰、林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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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之內，開始之前：隨意門及其他足跡

亞洲藝術文獻庫

 
展覽指導

徐文玠

譚鴻鈞

鍾玉文

 
展覽團隊

周約雅

黃湲婷（策展人）

潘蔚然（展覽經理）

 
公共項目、參與及教學

蔡嘉煒

Özge Ersoy
鍾玉文

 
館藏

林亦凌

周亦瑤

林兆輝

 
編輯

馬碧筠

Karen Cheung
范憶信

 
傳訊

徐皓霖

吳詠彤

 
籌募拓展

李潔欣

古宛姿

匯詩明

 
數碼發展

Mark Dequito
馬啟洭

 
 

大館當代美術館

 
Tobias Berger（藝術主管）
 
展覽團隊

黃祖兒（展覽經理）

秦文娟（助理策展人）

麥倩薇（資深藝術品管理員及營運經理）

周寶玲（助理藝術品管理員）

技術團隊

鍾正（首席技術員）

李曉華（副首席技術員）

陳泳良、陳文俊、張子軒、 
葉建邦、劉志鏗、鄺鎮禧、 
李新傑、駱敏聰、劉兆聰、 
陸俊宏、譚頌汶（技術員）

馮俊彥、何子洋 （影音技術員）

 
美術館及導賞員團隊

張嘉敏（藝術教育專員及美術館管理員）

高穎琳（藝術教育及美術館統籌）

董卓思（美術館營運統籌）

全體導賞員團隊

 
教育和公共項目團隊

王莉莉（教育及公共項目策展人）

何苑瑜（教育及公共項目副策展人）

陳浩勤（教育及公共項目助理策展人）

何思衍（編輯及項目經理）

朱珮瑿（藝術家書籍圖書館和公共項目副 

策展人）

其他大館當代美術館員工

譚雪（策展人、展覽負責人）

李伊寧（助理策展人）

 

展覽支援

 
展覽場景

SKY YUTAKA
 
展覽製作

展貿

 
平面設計

MAJO
 
翻譯

陳穎華

 
錄像製作

NOTRICH MEDIA
 
展品製作支援

Watt Studio
yucolab
 
展覽圖文製作

富怡廣告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圖片均由夏碧泉家人

及亞洲藝術文獻庫提供。

 

www.aaa.org.hk
www.taikwu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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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夏碧泉家人；所有參展藝術家；周耀輝、王嘉儀、PageNEXT；郭清夷、 

施姍姍、朱凱丁、羅康詠、張欣怡；香港藝術館︰莫家詠（總館長）、 

俞俏（現代及香港藝術館長）、胡倩雯（現代藝術一級助理館長）、 

蔡惠鈞（現代藝術二級助理館長）、黎業佳（現代及香港藝術（文物修復）

一級助理館長）、何綺雯 （現代藝術（文物修復）二級助理館長）；黃肇邦、 

麥智坤；吳子昆、Studio Raqs：Aarushi Surana、Shamsher Ali、

Akhilesh Kumar；林繁盛、廖師傅；葉建邦、蔡鎧棋、黃納新、蟻穎琳、

陳惠立、何慶基、盧燕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Esen Karol、

Gurbetelli Ersöz、Jill Magid、Paul B. Preciado、Narcissister、

Nurdan Gürbilek、Victoria Holbrook；發哥；蔡嘉宏；鄭秀慧； 

Jerome Reyes；謝藍天、Shveta Sarda、Hammad Nasar、朱珮瑿； 

陳建濃、薛皓澄、黃綺雯、傅習培、黃君婷、Ka Chun Leung、黃嘉俊、

梁寶山、李嘉傑、楊天平及陳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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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念音
樂
分
享
會
及
展
示
計
劃



《留念》是周耀輝於2018至2019年任亞洲藝術文獻庫駐場藝術家的成果。身兼
作詞人、學者和教授於一身的周耀輝與唱作人王嘉儀合作，連繫香港一群年輕

藝術愛好者，帶來一場音樂會兼分享會以及展示計劃。計劃自夏碧泉檔案出發，

藉人與藏品的連繫，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啟發了一系列六件全新作品、歌

曲創作和音樂短片。這些作品涉獵多個主題，包括隱密、好奇、了解，以及信

心、命運和自身，邀請觀眾和聽眾發現自己所念的，喚起各自留下的記憶。

「Collect收藏，connect連繫。亞洲藝術文獻庫邀請我駐場，作為一個文字創
作人，我馬上想起這兩個詞，以及之間的種種微妙與複雜。我好奇，又疑惑，

也許也許，沒有連繫，就沒有收藏，沒有念，就沒有留。我以連繫與收藏為出

發點，身為大學教育者，先想到連繫年青人，又藉自己是音樂工作者的身份，

再想到連繫唱作人、音樂製作人和音樂影像工作者，共同創作了六件作品、六

首歌曲，以及六段短片。它們循不同的邏輯，延續藏品不同的生命，講述不

同的故事，一層層的連繫與共創，一如逆生長的archival tree，我稱之為《留
念》。」

——周耀輝

《留念》是周耀輝於2018至2019年任亞洲藝術文獻庫駐場藝術家的成果。駐場計劃由

何鴻毅家族基金支持；音樂製作計劃由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及C. K. and Kay Ho 

Foundation贊助。



《雲泥》音樂短片封面，2021年。導演：Lin Chan。
《信心》音樂短片封面，2021年。導演：毛淳宇。
《無覓》音樂短片封面，2021年。導演：fmlik。
《開窗》音樂短片封面，2021年。動畫製作：Skene Milne。
《故我》音樂短片封面，2021年。導演：Lamdee。
《親親》音樂短片封面，2021年。導演：楊適榕。



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晚上七時半至九時  大館賽馬會立方

王嘉儀和周耀輝共同創作的六首原創歌曲將於音樂會中現場首

演，歌曲靈感來自PageNEXT六位成員圍繞夏碧泉檔案所創造

的六件作品。台上播放音樂短片之時，台前一眾創作者將分享

他們參與文獻庫駐場計劃的經驗，講述他們由藏品發展而來的

故事和創作主題，以及連繫之於各人的意義。

「音樂於我一直是藝術，是一門有關表達和連繫的藝術。人云

『文字休止之時，音樂響起』。創作音樂，是我連繫生命中任何

事物的方法。游走音符之間的空間，是唯一一個讓我能夠盡情

傳遞自身感受的片語的方式。一個音符連接另一個，再把文字

與節奏和旋律連繫起來，將我的靈魂和情感與你的靈魂和情感

連上，正如這個計劃和這六首歌一樣，連繫着我們所有人。」

——王嘉儀

音樂分享會為亞洲藝術文獻庫「學習及參與計劃」與大館當代美術館主

辦的活動系列「藝術不夜館」的特別合作。

2021年5月11日至6月20日 
大館當代美術館藝術家書籍圖書館， Hi! & 識

我們如何連繫收藏、文獻資料與自己的個人關係？是次展示計

劃呈現作詞人周耀輝和唱作人王嘉儀如何將六位PageNEXT
成員：Apple & Pine、陳柏濤、鄭萃恆、蔡穎茵、彭曉瑩和董
卓恩所創作的視藝材料轉化為歌曲的過程。

周耀輝將分享他的歌詞手稿和創作筆記，王嘉儀的樣本聲帶則

表現一首歌的成形。展示中也呈現了PageNEXT成員創作過
程的文獻檔案，他們以手工書籍、繪畫、錄像、動畫和數碼圖

像等不同的方式，作為與夏碧泉檔案文獻資料的親密連繫的回

應。而衍生自這趟合作的六段音樂短片也將一併展出。

展示計劃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學習及參與計劃」呈獻，是與大館「Hi! 

& 識」學習與體驗計劃的特別合作。

亞洲藝術文獻庫「學習及參與計劃」由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及 

C. K. and Kay Ho Foundation贊助。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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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作者

周耀輝，生於香港，為阿姆斯特丹大學傳理研

究學院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副教授。1989年，周耀輝首次發表詞作，此後

一直與香港、台灣以及中國大陸歌手合作，作

品逾千。詞作外，周耀輝亦書寫散文、短篇故

事。他的文字多次獲獎。近年，周耀輝開始參

與多媒體以及視覺藝術計劃。其學術研究則集

中性別議題以及文創實踐。

王嘉儀，香港唱作歌手兼音樂製作人。個

人專輯作品包括《Sophrology》（2016）、

《QUARTER》（2017）和《殘》（2019）。音樂風

格融合廣東流行曲、電子、另類節奏藍調等。

去年憑《殘》入圍文藝復興獎及台灣金音創作

獎最佳創作歌手、最佳另類流行專輯，並獲

得國際媒體好評。她曾先後為 Moonchild (美

國)、Rhodes (英國) 等暖場；近年投入亞洲

音樂領域，積極參與不同文藝跨界創作。

PageNEXT，亞洲藝術文獻庫的青年團體。自
2011年成立以來，奉行由年青人自發、以年青

人為先、與年青人同行的宗旨舉辦活動。

Apple & Pine相信人生是一場緩慢的離別。以
創作來練習生活、愛和別離。喜歡黑色的貓、

新月和土星的環。同月同日生的兩位朋友一起

創作。

鄭萃恆，長年受惠於PageNEXT賦予的學習機

會，現為老鬼。

董卓恩，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專注繪畫的藝

術家。靈感主要來自道家莊子和大自然，平時

亦有畫視覺小說和設計精品。

陳柏濤，先後畢業於浸會大學及香港大學，曾

是耀輝老師的歌詞班及性別研究課程的學生，

心願是一世都唔畢業。自2014年起參與亞洲藝

術文獻庫的活動並成為PageNEXT成員。

蔡穎茵，伴隨着一個問號在身旁的藝術愛好者。

彭曉瑩，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傳意設計系，現

職平面設計師，亦有拍攝短片和處理後期剪

輯。她喜歡旅行，體驗各地文化，同時是一位

夏威夷舞者。

亞洲藝術文獻庫學習及參與計劃

亞洲藝術文獻庫學習及參與計劃始於

2009年，希望透過為教師提供專業

發展所需的教學活動及線上資源，為

香港的藝術和教育提供更多元的發展

方向。學習及參與計劃致力於填補亞

洲區內當代藝術教材的不足，與教師

和藝術家緊密合作，一同探索藝術在

二十一世紀教育中的角色與可能。

大館當代美術館教育及公共項目

大館當代美術館盡心盡力為香港帶來

美好的藝術體驗，悉心策劃多種正規

和非正規的項目，使不同觀眾以不同

方式體驗當代的藝術和文化，務求將

人與藝術連結起來，融洽無間。我們

舉辦的活動，促使藝術家、合作夥伴

和觀眾積極介入藝術，展開對話，表

達創意，以便重新界定何謂藝術的學

習和體驗，同時探索當代藝術和藝術

機構在社會扮演的角色。

藝術不夜館

「藝術不夜館」是大館當代美術館主辦

的晚間活動，介紹新音樂、電影、演

講和表演。歡迎大家親臨大館，現場

感受香港的當代藝術。為了令更多人

加入「藝術大家庭」，我們會邀請藝術

家、作家、公共知識份子與策展人負

責講座、表演及放映會等活動。

《留念》由鍾玉文策劃，並由蔡嘉煒、

郭清夷、大館當代美術館及亞洲藝術

文獻庫團隊提供製作支援。

特別鳴謝

夏太、夏卓雄、陳建濃、施姍姍、 

吳天力、陳思朗、謝素安、武洪章臺、

董卓衡及葉詠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