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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
是一個
展覽，
這也不
只是一
本圖冊

魂 游  wen yau

「 廿 年 回 歸 前 後 話 」發 起 人
initiator  of  Talkover/  Handover 2.0

引言 |  O v e r v i e w 2007 年，十年回歸前後話。2017 年，再來一次吧，

但要說「回歸」這個詞，彷彿已是不合時宜的躊躇。 

 

十年總是循例後顧前瞻的時空，但晃一晃眼，社

會政治的節奏卻是急風駭浪，文化藝術也被經

濟政治挪移共商，相對於「五十年不變」的口

號，「回歸」過後的轉變彷彿已是無法承載的

落差。十年還是不是合適的段落？還是我們需要

更多的距離檢視和消化這些無可避免的變化？ 

 

「廿年回歸前後話」就是在 2007 年後經歷了一場

又一場浩浩蕩蕩的社會運動後，混雜希望與失落、

激昂與無奈、順從與抗命、不安與堅持等的狀態，

探索藝術（家）在公民社會可行進路的一個實驗。

所謂「前後話」，對話是前設，因為我們相信相互

交流、比照是重要的。尤其是在社會非黃即藍的兩

極撕裂狀態下，理性商議愈見失效的話，藝術可以

帶來感性溝通，建構一個有想像力的公民社會嗎？ 

 

2007 年的前後話，從研究數據出發，透過資料整理

做統計，讓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期活躍的藝術家，邀

約當時的藝術家對談，然後以創作回應，由 1a 空

間的何翠芬和時任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的我共

同策展。2017 年，我拉攏了友人成立了「香港藝

術研究組」，再連同丁穎茵、查映嵐、黃小燕、張

蓉、張嘉莉以工作小組方式集體籌辦計劃，並以公

開徵集（open call）邀請大家提出關心的議題和投

票，再召集藝術家就選出的議題提交以討論作過程

的創作方案。於是，藝術空間的持續發展、政治

審查與創作自由、政治敏感時代的藝術、藝術勞

動、「本土」五個議題誕生，由句點藝術群體、

曾德平、羅玉梅、嚴瑞芳、Zoie Yung 與勞麗麗

五組藝術家分別處理不同議題，參加了這場實驗。 

 

「實驗」固然容易成為自圓其說的免責盾牌。五個

引言 |  O v e r v i e w 這不只是一個展覽，這也不只是一本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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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即是香港藝文工作者所關心和自覺重要的，卻

同時也是涉獵甚廣未必能輕易處理或梳理。在選取

創作方案，工作小組也按藝術家對議題的表達和理

解、方案與議題是否相關、是否可行、是否獨特，

過程能否帶動討論等逐一審議。但「政治審查與

創作自由」這議題最後未能選取適合探討的方案而

留白，繼而按上述準則多選了一個「藝術勞動」的

方案，或許這正正的來個當頭捧喝：我們假定藝術

創作能夠帶動不同方式的交流對話，那管是圍爐取

暖也能互相省視，更希望在話題性的作品以外有更

闊、更深的連結和探索，但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回顧 2007-2017 年間，民營藝術空間開始出現不同營

運模式：短期（一兩年至數年）、自資、眾籌或不依

賴政府資助，散在不同社區百花齊放 1，由地產概念

主導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被推倒重來變成還未啟用的

西九文化區與連接大陸的高速鐵路站，還要駭然迎來

恩賜空降的故宮博物館 2，由 ARTHK 迎向 Art Basel

的藝術市場熱，香港成了倫敦與紐約後全球第三大藝

術品交易中心，然而本地藝術卻未見火紅 3。藝術工

作者因為艾未未在北京被不明不白的拘押而帶著作品

或樂器上街表達白色恐怖正脅迫著創作自由 4，由保

育天星鐘樓和皇后碼頭到反高鐵反國教再到爭取普選

的佔領／雨傘運動，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也

在社會運動中以創意或藝術手法作非暴力抗爭或公民

抗命 5，藝術家也愈見積極在日常生活場景裏連結社

群。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愈見收縮 6，異

見者更愈被驅離被噤聲或遭拘捕起訴入獄，專售內地

政治書籍的書店老闆與店員也會「被失蹤」7。寄身

工廈的藝術家，不是被否定「創意工業」的工業用途，

就是承受著「活化政策」被房地產炒熱的租金 8，而

殖民政府遺下的娛樂場所牌照條例更成了封殺營運獨

立空間的寶劍 9。以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為例 10，香港

藝術發展局很多較大型項目也從過往常用的公開招募

形式，逐漸收回主導大權，餘下的則繼續「分餅仔」

而民間藝文資源則更見攤薄 11
……還未說由 2017 至本

1 -  張煒森〈藝術空間的新興年代：以小型的自營藝術空間為例〉，《香港

視覺術年鑑 201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16）104-119頁。 http://
hkvisualartsyearbook.org/details/cBn7uZ9Q4prTfY1v-LgJOw (2019/5/29)
2 -  李海燕〈西九文化區〉，《香港視覺術年鑑 2017》（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藝術系，2018）。 http://hkvisualartsyearbook.org/details/
AmWOykacYL4JdgH_k-PLKmh6akbzjCk9  (2019/5/29)
3 - 智經研究中心〈由巴塞爾藝術展說起：香港藝術品的交易市場〉，《星島

日報》，2014 年 5月19日，A15。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
analyses/125  (2019/5/29)
4 -  賈甄、賴筠婷〈艾未未事件：本地藝圈的回響〉，《香港視覺術年鑑2011》（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12）。 http://hkvisualartsyearbook.org/details/
AmWOykacYL4JdgH_k-PLKoq3nALoBizI (2019/5/29)

5 -   魂游〈徘徊在邊陲間的覺醒 - 香港藝術與社會行動的詭異〉，《藝術

界》，2013 年 4月，123-131頁；《號外》，2013 年 5月，90-92頁；http://www.
aicahk.org/chi/reviews.asp?id=463&pg=1  (2019/5/29)；wen yau, ‘Performing 
the Protests’ , Asia Art Archive, 2019.  https://aaa.org.hk/en/ideas/ideas/shortlist-
performing-the-protests 。 (2019/5/29)
6 -  香港在菲莎研究所《人類自由指數》中由 2013 年起一直下滑，

在 162 個國家／地區中由過去首位退至第三位。Vásquez, Ian; Porčnik, 
Tanja, “The Human Freedom Index 2018” Fraser Institute, 2018, p.178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human-freedom-
index-2018.pdf. (2019/5/29)
7 - 洛秋心、蘇文華〈香港禁書書店老闆「被消失」奇案〉，《端傳媒》，

2015 年11月10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10-hongkong-
hkbooksellers/    (2019/5/29)
8 -  周苑瑩、林嘉敏〈活化工廈〉，《香港視覺術年鑑 2010》（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11）。 http://hkvisualartsyearbook.org/details/
AmWOykacYL4JdgH_k-PLKpmk_cFMT5bW   (2019/5/29)
9 - 孔祥威〈Hidden Agenda被封殺活化工廈無助藝術發展〉，《香港01周報》，

2017年 05月22日 。http://www.hkaaa.org.hk/doc/22404  (2019/5/29)
10 - 林君諭〈第五十五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策劃爭議〉，《香港視覺術年

鑑 201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13）。 http://hkvisualartsyearbook.
org/details/AmWOykacYL4JdgH_k-PLKp5sFafiHi7b  (2019/5/29)
11 - 黃英琦〈藝發局不能再被矮化〉，《明報》，D4，2012 年 7月 23日；何
欣宜〈香港藝術發展局 2000 至 2014 計劃資助分析〉，《香港視覺術年鑑

201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15）。 http://hkvisualartsyearbook.
org/details/AmWOykacYL4JdgH_k-PLKqA-BcjjCeIC (201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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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出版這兩年間出現的文化／社會／政治景觀的瞬

息萬變：前中區警察局建築群變了用文化藝術作保

育包裝的打咭勝地「大館」，閉館翻新三年的香港

藝術館也帶著專門展示本地藝術的展廳快將重開，

還有政府力排眾議而急推的「送中」引渡條例…… 

 

這些時移世易都與五個議題環環緊扣息息相關，當

藝術文化成了社會政治的籌碼，再結合新自由主義

與資本主義全球經濟，每年三月的「香港藝術月」

也不只是單純的國際盛事或慶典，在歌舞昇平下大

家營營役役的做展覽開派對，民營藝術空間在政府

或建制愈趨主導的基礎建設和環境下如何持續發

展？藝術工作者的勞動只是個人以精神體力換取回

報或資源嗎？「本土」在中國／香港的（後）殖民

文化與地緣政治裏成了敏感詞，也就只能是無以名

狀地安身在引號中？「政治敏感」的婉曲修辭，可

是政治審查與創作自由之間游刃切磋的權宜？當

下的藝術能在社會政治與經濟之外獨善其身嗎？ 

 

在「廿年回歸前後話」中，藝術家用不同的創作方式

回應各個議題。羅玉梅以重複的身體勞動（走路）演

繹藝術家在城市中看似不事「生產」卻又是創作的生

產模式；勞麗麗與 Zoie Yung 則試以藝術家之身釀製

啤酒，嘗試開拓「半藝半釀」平衡生計。在藝術理論

裏，說「勞動」大概會按社會文化環境看生產模式，

分析資本主義裏對勞動者的剝削、疏離；社科研究大

概也會調查藝術工作者的薪酬水平趨勢和比較吧。而

藝術家卻回到自己親歷其境的個人狀態，提出和探究

心裏的疑問，甚至嘗試在創作和實踐中尋找自己的答

案或可行的解決方案。

同樣地，嚴瑞芳透過在香港不同公共空間集體重演戴

卓爾夫人在北京談判後跌倒的經典一幕，還有因為當

年慶回歸而迷失和留落香港的白鴿之視點，以錯置又

虛構的意象，用委婉的隱喻方式讓觀者自由聯想，迎

接政治敏感時代。那邊廂曾德平原來說要從阿爸阿

媽看我們一代接一代如何承傳過來，然後隨心秀出

多年來的各式收藏，陳列在垃圾收集站檢來的木製品

回收解拆重組而成的框架上，所謂「本土」，就是他

在香港生活幾十年的省思、歷煉和沉澱。而句點藝術

群體擺出一團兩年來在吸塵機收集的塵垢，同時展示

營運帳目與公文，襯上成員的大量錄像作品與從句

點空間傳來的即時直播，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坦直拼

貼成他們的「試驗」報告。 這些從個人或自身視點

出發的創作模式，既無法如一般理論家或研究者般

總結成普遍的理論；回到「對話」的前設，要求藝

術家在創作過程中以公開討論（或工作坊），連結

社群拉闊多角度的視野，集思廣益又是否註定成了

巧立名目的花拳繡腿，甚至是故弄玄虛的假動作？ 

 

這不只是一個展覽計劃，這也不只是一本記錄過去

的圖冊。這次以藝術家主導的實驗，在各議題上的

後顧前瞻和整體分析或許未見全面和大器。但要是

我們想像創作不只是對當下時代的回應，這更像是

田野考察或甚至是（自我）民族誌的第一手札記。

也希望透過兩輪的圓桌討論（2017；2019），和參

與藝術家的回應作品，為同業、觀者甚至是自我的

對話建構脈絡，及帶來更多的整理和省思，至少在

紛亂也躊躇的當下，為了走更遠的路，開放更多元

角度的批判。共勉之。

引言 |  O v e r v i e w 這不只是一個展覽，這也不只是一本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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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not just an 
exhibition, not just a 
catalogue
 

When I was working on rebooting the ‘Talkover/

Handover’ project in 2017, I began to wonder if  that word 

‘Handover’ was still relevant.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a number of  turbulent social movements, 

events that have filled us with hope or despair, that have 

broken our will or compelled us to persist. This project 

was an attempt to test the constructive potential of  

art in its relationship to civil society. Five topics were 

generated from an online polling: ‘Local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Artist-Run Spaces, Art 

Labour, Art In A Politically-Sensitive Era, and Censorship. 

Following this, there was an open call, with a number of  

artists and groups being selected to explore and respond 

to these topics. This set of  topics was broad and, it must 

be said, not easy to handle. While we expected art to 

catalyze these discussions, and to deepen our connection 

to the topics at hand, were we prepared to begin such an 

undertaking? Rapi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across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ms in the last decade, and 

they have exerted a pronounced influence on artist-run 

space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a tense political climate, 

while shap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localism’ and the 

nature of  art labour. Different from theorists or social 

scientists, the artists involved approached each of  these 

subjects by meditating up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In 

the end, it remained to be seen whether these efforts at 

opening dialogue through workshops and open forums 

were simply vacuous and insubstantial. Whatever the case, 

each of  these experiments did not endeavor to be only 

exhaustive analyses of  the subjects, but also first-hand 

(auto)ethnographic studie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Together with two round table forums and works 

made in response to the project, this publication hopes 

to include multiple perspectives upon which critical 

dialogues can be developed with other practitioners, 

viewers, or with oneself. 

引言 |  O v e r v i e w 這不只是一個展覽，這也不只是一本圖冊

「廿年回歸前後話」參展單位及工作小組，攝於首個展覽籌備會議。

Par t ic ipat i ng a r t i st s and work ing g roup members of ‘ Ta l kover/
Handove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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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投票  
Public Polling

公開討論及工作坊  
Open Discussion & Workshop

香港藝術研究組於 2017 年 5 月至 12 月為亞洲藝術文

獻庫駐場研究組，參考夏碧泉的文獻資料，為「廿年

回歸前後話」舉行一系列的討論和工作坊。

As researchers-in-residence at Asia Art Archive from 

May to December 2017, Hong Kong Art Research 

Init iat ive act ivates the Ha Bik Chuen Archive as a 

resource that informs discussions and workshops of 

‘Talkover/Handover 2.0’.

url | http://www.aaa.org.hk/TalkoverHandover

曾德平  Tsang Tak Ping

▲  「本土」‘Localism’

2017/5/7 - 工作坊「誰人無父母，亞媽老豆生本土」

曾德平在工作坊中展示了一張他媽媽年青時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穿著自己縫製的衣裳；不同年紀和背景

的參加者也各自帶來相片，以此打開話匣，之後透過

公開討論及工作坊

「廿年回歸前後話」部份參展單位及工作小組到訪亞洲藝術文獻庫夏碧

泉文獻庫。

Some part icipat ing art ists and work ing group members visit ing the 
Ha Bik Chuen Archive, Asia Art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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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爸媽圖像、生活點滴，各人分享父母一代的經

歷、以及和父母相處的心得和矛盾。曾德平認為如

果要追溯香港的本土性，要由香港歷史說起。自十九

世紀中英國殖民統治起，香港被設置為一個功能性

的社會，一代又一代人奮力工作是為了務實解決生

活之所需，形成一套他們的世界觀—讀好書、發展

事業、成家立室、養妻活兒。時至今日，為人父母者，

卻跟這一代子女的世界觀有極大的衝擊，子女對夢

想事業的追求，與父母對子女的期待大相徑庭。

workshop ‘Draw My Mom, Draw My Dad: My Mom 
and Dad Gave Birth to the Local’

Tsang Tak Ping, Kith showed a picture of his mother in 
his workshop ‘Draw My Mom, Draw My Dad: My Mom 
and Dad Gave Birth to the Local’. Her mother was 
young and wore a dress made by herself.  Participants 
joined Kith to draw portraits of their parents, share sto-
ries of them, and their experience or conflicts with their 
parents.  Kith thinks that we should look at Hong Kong 
history when talking about locality. Since the colonial 
times, Hong Kong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a utilitarian 
society, and from generat ions to generat ions, peopl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make a living pragmatically.  
Such world views of the elder generations contrast with 

the younger ones who intend to pursue lives different 
from their parents’ expectations.

嚴瑞芳  Yim Sui Fong 

▲  政治敏感時代的藝術 

2017/5/17  - 工作坊  「Refall」

在「Refa l l」工作坊中，嚴瑞芳與參加者試著感受身

體內在矛盾的力量，重演戴卓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梯級上跌倒的一幕。藉由集體回顧那歷史一刻

的不安，瑞芳鼓勵大家以不同方式感知跌倒的意義，

並將面對時代的無力感轉化為對當前政治局面的反

思、以至改變現狀的動力。

workshop ‘Refall’

In the workshop ‘Refal l’, Yim Sui Fong attempted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embodied contradict ion with 
the part ic ipants by re-enact ing Margaret Thatcher 
fal l ing down the steps outside the Great Hal l of the 
People.  By collect ively recal l ing a disturbing histor-
ical moment, Sui Fong encouraged us to perceive the 
meaning of fal l ing, and transform the powerless feel-
ing at our t imes into ref lection upon current polit ical 
situation and the momentum of making changes.

嚴瑞芳「Refa l l」工作坊  - 以身體想像跌倒的不同意義

Yim Su i Fong ’s Workshop: ‘Refa l l ’

公開討論及工作坊

曾德平「誰人無父母，亞媽老豆生本土」香港文化的本土性互動交流會

Tsang Tak P ing ’s Workshop: ‘ Draw My Mom, Draw My Dad : My 
Mom and Dad Gave Bir th to the Loca l’



18 紀 錄  |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19

2017/6/10 - 演出  Fall Down

在工作坊中，瑞芳和大家分享了過去跌倒的經驗，

也演練著那些跌倒的方式，試圖刪改過去所留下

的痛楚、無助與挫敗。大家演繹跌倒的種種形態，

更於不同的公共空間一起表演跌倒：上環文化廣

場、站滿售樓經紀的 IFC 平台、對著維港一幢幢

摩天大樓的尖沙咀海濱長⋯⋯跌倒之於個人、之

於空間以至於時代又意味著什麼？

per formance Fall Down

In the workshop, Sui Fong and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fal l ing and performed 
these different forms of fall ing by re-interpreting the 
pain, helplessness, and the loss of the past. They even 
staged their fall ing performances in public spaces, for 
instance, Sheung Wan Cultural Square, sales off ice at 
the IFC, and the Tsim Sha Tsui promenade... What 
would the deliberate act of fall ing mean in relation to 
individuals, the city, or our time?

句點藝術群體  F loat ing Projects Col lect ive  

▲  民營藝術空間 Artists-run Space

2017/5/20 - 討論會「我的理想藝術空間」

句點藝術群體以問卷形式拉出大家對藝術空間的想

像，在「我的理想藝術空間」討論會上亦引來觀眾回

響。大家的討論意想不到地流向了藝術空間營運的

概念問題：實體藝術空間是為了匯聚觀眾，還是為了

滿足持份者的需要？營運方針需要顧及社會責任，以

培養觀眾和藝術家嗎？現在藝術空間的生存形式太

單一，我們有更多的營運可能性嗎？所謂「獨立藝術

空間」的說法好像已經過時，會有新語言的出現嗎？

如為了展覽，打游擊和虛擬的做法又能成為新空間的

營運模式？到底是由愛發夢的人去掌舵，還是要理性

的行政人員主理？（藝術行政人員就不愛發夢嗎？）

discussion & sur vey on ‘My Idea l A r t Space ’

Af ter thei r quest ionna i re survey of ‘My Idea l Ar t 
Space’, the public discussion hosted by Floating Proj-
ects Col lect ive generated fru itfu l exchanges about 
the topic. The d iscussion pr imari ly focu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art space’: should the art space serve 
to gather audience or cater for the needs of stakehold-
ers? Should it bear the social responsibil ity of nurtur-
ing viewers and art ists? As art spaces are operating on 
an increasingly homogenous model, are there a lter-
native models worth experimenting with, e.g. virtual 
or guerri l la space? The term ‘independent art space’ 
seems to be outmoded, is there a possibil ity of devel-
oping a new language? Who should be steering an art 
space, the dreamer or the pragmatic administrator?

Zoie Yung 與勞麗麗  Zoie Yung & Lo Lai Lai  

▲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2017/5/28 - 試酒及討論會「酒花」

「酒花」試酒及討論會上，Zoie Yung 和勞麗麗，與

參與計劃的藝術家何兆南帶來已釀製三週的手工啤

酒，席間何兆南一再呈現出對出售的啤酒價格不大

在乎的態度，他甚至認為能收回成本已是滿足。箇中

句點藝術群體「我的理想藝術空間」意見徵集及討論會

Float ing Project Col lect ive’s survey and forum on 'My ideal art space'

公開討論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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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除了可理解為藝術家對資本累積的不在乎（即

是豁達），也可視為不善於經營生意，但更重要的是

因為他視釀酒為自己喜歡的工作、飲酒更是生活的

必須，釀啤酒能否帶來報酬，對這位藝術家來說實

屬次要。同樣道理，若藝術創作是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為「藝術」而付出的勞動力又是否可如傳

統的薪金般清楚計算呢？

beer-tasting & discussion ‘Don’t Worry, Be Hoppy’

T he ‘Don’t Worry, Be Hoppy’ beer - t ast i ng & d is -
c u s s ion  k i cke d  of f  t he  P ro j e c t  of  A r t i s t  C r a f t 
Beer in it iated by Zoie Yung and Lo La i La i . Com-
i ng w it h one of t he pa r t ic ipat i ng a r t i s t s  i n t h i s 
project ,  South Ho, the team brought severa l bot-
t les of beer brewed by themselves for th ree weeks 
in the i r stud ios . Being asked how they wou ld l i ke 
to set the se l l i ng pr ice of the i r beer, South repet-
it ive ly showed that he was d is i nterested i n mak-
ing prof its out of it .  Perhaps , af ter a l l ,  a r t ists a re 
not so interested in capita l accumu lat ion or never 
k now how to r u n bus i nesses .  More impor t ant ly, 
South devotes h imsel f in such a brew ing scheme 
because he enjoys it and regards beer as necessi -

t y. To h im, prof it is not what d r ives h im to brew 
beer any way.  I f  a r t-mak ing i s  a l so t he necess it y 
for some, then it is interest ing to quest ion i f it  i s 
poss ib le  to measu re ‘ l abou r ’  for  ‘a r t ’  w it h con-
vent iona l measur ing tools for job sa la r y. 

羅玉梅 Law Yuk Mui  

▲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2017/6/3  - 討論會 「當我們談論藝術勞動時，我

們在談論什麼？」

羅玉梅和查映嵐主持的「當我們談論藝術勞動時，

我們在談論什麼？」討論會，期間提出了同理心、藝

術作為禮物經濟等，如何能打開一片不一樣的天空。

嘉賓之一程展緯做過保安員、超市理貨員，從中體悟

到藝術家不同的工作模式，也許能給其他勞動者有

點啟發：(1) 藝術強調自主性，這種自主性或能鬆動

打工仔對工作規範的「盲從」；(2) 藝術工作者沒有

所謂「上班」，使人反過來思考什麼是閒暇的時間。

而在回應程展緯把藝術納入禮物經濟的想法，剛出

版了《文藝勞動》的何建宗重提道義經濟裡互惠行

為在藝術圈應佔重要位置。另，何兆南等一群年青

藝術家正蠢蠢欲動，醞釀組織藝術家工會，爭取藝

術家應有的待遇及權益，或出現糾紛時提供協助。

雖然構思其實十劃未有一撇，但不談「公會」而思考

「工會」，倒像要煮一煲降降近年藝術專業虛火的

二十四味。

discussion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rt Labour?’

In the discussion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rt Labour’ moderated by Law Yuk Mui and 
Evelyn Char, discussants talked about opening up new 

Zoie Yung 與勞麗麗「酒花」試飲藝術家釀製的手工啤

Zoie Yung & Lo La i La i 's beer -t ast i ng & d iscuss ion

公開討論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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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il it ies for work in the art f ield by emphasising 
on a sense of empathy and viewing art making as gift 
economy.  From his experience working as a security 
guard and supermarket staff, guest speaker Ching Chin 
Wai came to think that artists may be in the position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labourers: 1) the em-
phasis on ‘autonomy’ in art may allow wage earners to 
ref lect on their customary conformity to the constraints 
at work; 2) many art workers don’t have a 9 to 5 job 
per se, which in turn prompts people to reconsider the 
meaning of leisure. In responding to Ching’s thoughts 
on gift economy, guest speaker Louis Ho proposed that 
reciprocal support in the moral econom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art f ield. On the other hand, a 
group of younger artists including South Ho have start-
ed organising a artists’ union that would help protect 
art ists against exploitat ion. These disparate thoughts 
all serve to remind us that ‘art’ is not a feathery thing 
that spring out of nothing, and that art makers are also 
labourers with a material existence. On the one hand, 
their dist inct ive labour condit ions cal l for a suitable 
model of prot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very dif-
ference allows artists to relate to the wider world and 
labourers in general in a stimulating manner. 

羅玉梅「當我們談論藝術勞動時，我們在談論什麼？」，討論關於藝術

勞動的不同面向

Law Yu k Mu i 's  d i scuss ion : ‘ W hat We Ta l k About W hen We Ta l k 
About A r t Labour? ’

展覽 
Exhibition

2017/6/29 -7/30 | 1a 空間 1a space 

句點藝術群體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  民營藝術空間 Artists-run Space

《攤開據點─藝術工場 中期報告》

Implementation report - Floating Projects Art 

Production Site

 《攤開據點─藝術工場 中期報告》嘗試以三十

天為期，脫離租金資助，實驗共籌經濟的營運思維。

2015 年啓動至 2017，「據點。句點」成立近兩年，而

當時營運藝術空間的租約也只餘下一年。句點藝術

群體決心實踐經濟自主，使得「藝術空間營運」跳脫

商業操作又或資助輪迴等慣常模式。展覽期間，他們

將於展場直播其空間實況，公開營運期間各種偶遇，

「據點。句點」公開地政署來信、每月的營運數據，及兩年來的作品剪

輯、表演紀錄、成員訪問等，更現場轉播空間的實況。

F loat i ng Projec t s ex h ib i t ed t he le t t e r s t hey had rece ived f rom 
t h e  L a n d s  D e p a r t m e n t ,  t h e i r  f i n a n c i a l  r e p o r t s ,  w o r k s  a n d 
p e r for m a nce s ,  i n t e r v i e w s w i t h  membe r s ,  a nd l i ve  r e cord i n g s 
f rom the space .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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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於工場中的日常運作，以及他們參與營運空間

後餘下的想像，讓觀眾見證試驗的過程。

Implementation report - Floating Projects art production site 
experimented how an art space would survive without 
rental sponsorship during the exhibition period of  
Talkover/Handover 2.0 and looks into different modes 
of  operation. Opened in 2015, Floating Projects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reative experiment, and its space has 
one more year to go within the three-year tenancy. The 
Collective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of  conducting this 
experiment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and to open up 
discussion on the condition of  independent art spaces in 
Hong Kong. 

曾德平  Tsang Tak Ping, Kith   

▲  「本土」‘Localism’

《起心動念六境：煩惱自尋，我見尤烈》

Six Scenarios of  Mindful Practice: Ego-centric 

Suffering, Severe Attachment

從藝術家走到社運前線再下田農耕，曾德平近年以自身經歷，探討藝

術、土地與本土的聯繫。

In h is jou rney f rom a r t to ac t iv ism to fa rm ing , Tsang Tak P ing 
i n t e r r og a t e s  t he  i n t e r s e c t i on  b e t we e n a r t ,  l a nd  a nd lo c a l i sm 
through h is own exper ience. 

「在練習射藝的時候，我們注意到有一項極重要的特

色，就是：學射的目的不在實用，或純為美學的享受，

而是藉以練心—使心得以藉此契入諸法實相。此不

僅在日本為然，在其他遠東國家內，亦復如是；亦不僅

學射如此，學習一切其他藝術，亦莫不皆然。因此，學

射者非僅為要擊中鵠的；學劍者揮舞寶劍，非僅為了要

戰勝敵手；舞蹈者翩翩起舞，也非僅為表演某種身體的

律動；其從事者的心，必須先與無意識相調合。如人懇

切希望成為某種藝術的大師，單靠技術性的知識是不夠

的。他必須超越技術，使得那藝術成為從無意識中生出

的『無藝之藝』。」

—奧根．赫立格爾《射藝中之禪》

受到《射》書的啟發，這件現成物裝置作品是我對

過去 50 多年在香港生活的反思後的殘渣，並沒有

膜拜和展示意義的。業已成為過去的創作思考和作

品製作是觀察自心、修煉心性的過程，不是為展覽

而做的，因為修心的過程是無法展示出來的。故此，

大家無須費神嘗試從作品的視覺元素中尋找符號式

的代表意義。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s we notice in the 

practice of archery, and in fact of all the arts as they are 

studied in Japan and probably also in other Far East 

countries, is that they are not intended for utilitarian 

purposes only or for purely aesthetic enjoyments, 

but are meant to train the mind; indeed, to bring 

it into contact with the ultimate reality. Archery is, 

therefore, not practised solely for hitting the target; 

the swordsman does not wield the sword just for the 

sake of outdoing his opponent; the dancer does not 

dance just to perform certain rhythmical movements 

of the body. The mind has first to be attuned to the 

Unconscious. If one really wishes to be master of an 

art, technical knowledge of it is not enough. One has to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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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end technique so that the art becomes an “artless 

art” growing out of the Unconscious.’ 

– Eugen Herrigel,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Inspired by the book, the found object installation was 

the residue of  the reflections of  my past 50-odd years 

of  life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It did not carry 

any cult value or exhibition value. The thinking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were solely a mindful practice of  

observing my thought, which could never be shown. 

Thus, there is no need to try to look for anything 

representational that belies the work’s visual elements. 

羅玉梅 Law Yuk Mui  

▲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Project 123》

《Project 123》是一組錄像裝置。2014 年，我在測

試朋友由淘寶網廉價購入的電子錄音器時，竟意外

聽到陌生者叫喊著「一、二、三」。這意義不明的

喊聲，彷彿隱喻底層社會的勞動狀態。帶著對這把

陌生聲音的疑問，我開始利用微信（WeChat）進行

她的跨境創作，請友人甚至陌生人用微信的錄音功

能唸出普通話的「一、二、三」。

這偶然在電子錄音器發現的聲音成為一個開始，串

連起更多「偶然」：包括一張 2012 年在北京 798

藝術區隨拍的工廠女工照片；北京家的窗外風景；

2014 年關於藝術勞動的被訪聲帶；夏碧泉先生的舊

照片等等⋯⋯ 所有的「偶然」猶如隨時間串連的一

齣劇本，連結不同生命的聲音和影像軌跡。

Project 123 is a video installation. In 2014, I got a set 

of  cheap electronic sound recording devices from my 

friend, who bought these from Taobao. While testing 

them I chanced upon a strange voice yelling ‘one, two, 

three’.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strange voice in mind, 

I star ted a cross-border collaborative work using 

WeChat, inviting friends and strangers to send their 

own version of  ‘one, two, three’ with the recording 

function of  the app. 

The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the voice in the electronic 

device connected a series of  coincidental materials: a 

snapshot of  a female worker in 798 Beijing, the scene 

outside my residence in Beijing, sound recording of  

my interview about art labour in 2014, old photos 

of  Ha Bik Chuen… all these disjointed coincidences 

were put together by time to form a kind of  script. I 

tried to connect the sound and image trajectories of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in this video installation.

展覽

羅玉梅按內地朋友唸「1,2 ,3」的音訊節奏，在香港政總及不同地方繞

圈走路。

Pacing her steps to a recorded ‘1,2 ,3’ beat recited by her Mainland 
friends, Law Yuk Mui walked in circles arou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 ices. She repeated this in other place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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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你那邊幾點？》

It is Raining, what time is it there?  

我相約一位在北京朋友在同一天同一時間去散步。

開始時朋友說：「我有咗，近排安胎，所以行半個

鐘差不多。」

I asked a friend from Beijing to go out for a walk on the 

same day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beginning my friend said, ‘I’m pregnant and trying 

to rest up, so I’ll just walk for about half  an hour.’

嚴瑞芳  Yim Sui Fong

▲  政治敏感時代的藝術 Art in Politically Sensitive Era

《黑鳥島》

Black bird island
錄像，6'32"，有聲，彩色 
Video, 6'32" , sound, color

《來自北方的聲音》

Sound from the north
鴿子聲音演奏／地點：維多利亞公園

sound performance by pigeons; location: Victoria Park

鴿子的存活狀況連結了我在北京和香港生活的感

受。關於紀錄與重演，牠的歷史和他的歷史，我以

影像、情境介入，行動演出等方式刻劃聽覺及感官

神經引發的事件。創作過程結合訪問、鴿哨研究及

野鳥黑點田野考察。

 

The exist ing condit ion of  pigeon connects  with 

my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 

Through video documentary and reenactment, bird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I use images, contextual 

intervention and performative elements to depict 

stories that are tr ig gered by hearing and sensory 

neurons. The creative process combines interviews, 

the study of  pigeon whistle and field inspection of  

wild bird’s black spot. 

《墜落如羽》

Fall Down
行動表演，於香港多處地區演出

錄像紀錄，6’28”, 有聲，彩色 
Performative act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Hong Kong

Video documentation, 6’28”, sound, color

這是集體的個人表演，我們搭建了一個跌的舞台，

而錄像展現了傳譯的三部曲。

在工作坊中，我嘗試思考「 跌」與「歷史」，找出

與跌相關的政治人物及事件作參考，討論宿命的暗

示和個人掌控的矛盾。這預設的框架提供一個反應

介面，有抗拒的有聯結的，再藉由討論某次自己為

何而跌，促成這次重演。
《黑鳥島》錄像截圖。

Video st i l l  of Bla ck b i rd i s l and .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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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我們把跌的背景抽空，逐格重演五個跌倒

的情境，任由觀者對演出的意義作猜想，即使那是

隨意聯想、對號入座的個人體會。

This is a collective/individual performance. We have 

built a stage for falling, and the video documentation 

shows a trilogy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workshop, I associated ‘falling’ with history. 

References were made to relevant political figures and 

events that led us to discuss about the implication of  

predestination. This preset an interface for reflection. 

We were willing to use our own incidents of  falling and 

to share the reasons behind it, so as to reenact them.

While on the street, we bracketed the phenomenon of  

fall, taking away the background of  why we fell.  We 

only reenacted slowly the five situations of  falling that 

came up in the workshop, and let the viewers freely 

associate the meaning of  these behaviours basing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their imagination.

Zoie Yung 與勞麗麗 Zoie Yung & Lo Lai Lai  

▲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香港藝術家自釀計劃》

Hong Kong Artisan Brewery 

昔日西歐傳教士必須自食其力、自給自足，顯現

他們可利用大地豐饒的物資，每逢齋戒時代替麵

包，以營養豐富的啤酒充飢。生產者既作為消費

者之一，而另一方面，他們也銷售啤酒，收益供

籌措修道院自給自足的運作經費，故啤酒對修道

院的僧侶來說，有兩重「生存」的意義。 藝術家

釀酒可亦有這兩重「生存」的意義嗎？ 藝術創作

可以持續發展嗎？如何持續？在藝術圈中，資本

的流動可以更透明、以永續模式發展嗎？除了在

藝術作品概念片語及媒體採訪片段，公眾如何了

解藝術家的生活日常？

Few centuries ago, brewhouse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monasteries across Western Europe. According to 

the Trappist order, there was a fundamental tenet that 

monasteries should be self-supporting, and therefore 

the Trappists brewed beer to feed their communities 

self-sufficiently. Beer, which is rich in nutrients, had 

served as vital replenishment to the monks during 

fast ing.  In this  case,  brewer y is  susta inable in a 

twofold sense: producers consumed their produce as 

consumers; at the same time, they brewed beer to fund 

their works. In this sense, can artisan brewery serve 

artists in the same way? Can we work out a sustainable 

way to keep up with artistic production, and how? Are 

展覽

Zoie Yung 與勞麗麗邀請了十位藝術家各自在工作室釀製啤酒，創造

不同的味道口感。

Zoie Yung and Lo La i La i i nv ited 10 a r t i st s to brew beer i n t he i r 
own stud ios , a l l  came w ith d i f ferent favo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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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ny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a more transparent 

capital flow, which flourishes in a more sustainable 

way? Other than ar tist statements or footages of  

mass media, how can people make sense of  an artist’s 

everyday life?

特別鳴謝參與計劃之釀酒者 Special Thanks to all participating 
Brewers：Andre Chan; Chan Cho Kiu; Jaime Chong; Olivia Chow 
@the office; South Ho; Lee Ho Wing, Michelle; Jims Lam @the 
office; Eason Tsang @the office; Morgan Wong @the office

並多謝 Also Special thanks to：

Hung Fong @The Envoy; Judith Ki @The Envoy; Vivian Liang 
@Sotheby’s Wine Hong Kong

計劃分別舉辦了兩次圓桌會議。第一次於 2017 年 7 月 8

日，在 1a 空間的展覽內舉行。公開討論由魂游與藝評人張

煒森主持，除了本屆參與藝術家外，亦有邀請部份「十年

回歸前後話」的藝術家參與，包括對比兩次展覽的作品與

議題關係、不同年代藝術空間的經驗，以至資金及歷史脈

絡等。以下為撮要紀錄：	

   整理 | 湯映彤

議題與作品

魂　游：  07 年展覽中的作品比較直接將社會議

題和意象放進去，17 年作品的表達相

對較曲線，例如嚴瑞芳及羅玉梅的作

品，都要細味才能意會當中與政治的關

聯。到底是社會環境的轉變令我們不敢

直言？但又是否直線才能處理議題？而

這未必是藝術家最擅長的方法。

嚴瑞芳：  我在《墜落如羽》的作品中，提出一個

帶有政治脈絡（戴卓爾跌倒）的情景，

有參加者能享受演出，亦有人對演出與

場地的衝突感產生抗拒。我叫人用自

己的方式去跌倒，有攝影師跌倒時高

舉攝影機，反映他最慮顧的東西；亦

有人想起自己在人生重要的關口跌倒，

而失去了重大改變的機會。參與者有各

自的投入，而觀眾也可有不同的解讀。

羅玉梅：  我覺得整個計劃有不同層次，包括前

期的討論會等。至於創作，我不認為

圓桌會議
Roundtable Forum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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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刻意製造讓大眾可以參與的空間，

每個人的創作方式也不同。我的作品

是關於行路，日常本身亦有可能觸碰

到政治，甚至反而能呈現一種整體的

社會氛圍。

魂　游：  我覺得議題只是個出發點。如有人

問：  曾德平的作品與本土有什麼關

係？我的理解現在本土已變成很狹義

的旗號，成為排他的政治取態或理念，

而曾德平由 97 到現在，他思考的脈絡

已經離開了這狹義的本土。由學習西

方藝術，到信佛、耕種、研習日本花藝，

他著重的未必是作品中插入了什麼符

號、代表什麼，而是尋找藝術的精神、

自己文化的根源。對我來說，這也是本

土的一種。羅玉梅、Zoie Yung 與麗

麗兩組都是同一個題目，前者可能較

詩意，後者較著重實作的層面。你們對

議題的思考有沒什麼交集？

勞麗麗：  我理解羅玉梅的切入點。而我們只是

發起計劃，進行時牽涉更多公眾、藝術

家及其他人。我們的思考不止於藝術

勞動，過程亦衍生其他問題，例如是否

需要食品製造牌照、甚至展覽開幕是

否需要娛樂牌照？當我們要發起獨立

的項目，如何對應制度？這次只是中期

的呈現，預計實踐下去會有不同發現，

希望往後能有較完整的經驗整理，或

許才更能對應藝術勞動的議題。

Zoie Yung：  雖然釀酒生產會帶來金錢的流動，但

我們不希望這變成一種交易，而是一

種分享，近似藝術家工作室內大家輕

鬆喝酒的狀態，可打開一些話題，這

或許更具創作力。

李可穎 *：  我想起 07 年展覽中，文晶瑩也是在開

幕時提供蛋糕，上面寫著關於回歸十

周年的字句。雖然大家的思考不同，但

最終呈現都有相似的地方。

 而我自己 07 年獲邀參與，但其實跟蘇

慶強的討論不多，最終作品也是各自

處理。今次的分別是，除了參與的藝術

家外，他們的計劃都各有不同人參與。

我這次以另一身份參與 Zoie 與勞麗

麗的計劃，覺得有趣的未必是最終的

成品，而是中間的過程。我覺得這些在

展覽中都比較不明顯，而其實應可有

趣地呈現。

張煒森：  每位藝術家的出發點不同，創作的過

程亦不能控制，結果可能遠離本身想

討論的議題。在展覽或後續計劃中，

如何可持續深化、或串連不同議題的

討論？

魂　游：  其實我們工作小組的成員有個別跟進

每組藝術家，但也有疑問到底要跟進

到什麼程度？我們都在嘗試不太干預，

同時又可協助推進。這未必是難處，反

而從策展的角度是有趣的、有待整理

的經驗。今次的圓桌會議也希望嘗試

如何可串連四個議題，但另一方面我

也提醒自己不能太心急。我們每人有一

條線，有些可能是平衡線，不一定會交

疊，不能急於要串連在一起。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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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空間的營運與資金

張　蓉：  之前的討論會中我們也有提到，「據

點。句點」跟以前如 Para/Site 藝術空

間等，運作模式並沒有很大的跳躍。

句點藝術群體每個人都是多重身份，

除了一位固定的員工，其餘的運作則

靠整個團隊互相走位。大家都要掃地、

咖啡師也會創作及參與展覽，每個人

都會寫文章，但並沒固定規劃，而是

按每個人的衝動而行。這次參加公開

招募（open call）是希望嘗試脫離黎

肖嫻博士的資助，公開揭露內部的經

歷、錢銀運作等。

王鎮海：  如果更多藝術空間都公開財政狀況，可

讓人檢視這些細節，除了大論述等方向

外，也可從營運模式的角度切入研究。

鮑藹倫 *：  每個空間都有掙扎的時候。我分享錄

映太奇（Videotage）的經驗：開始時

只有幾個人，目標是每年辦一場放映。

我們頭五年都沒有空間，只以電話、寄

信或 fax 溝通。後來進念提供了一張

辦公桌，亦有藝術發展局贊助而添置

的器材，可開放讓人來剪片。但當時

在進念附帶的工作很多，後來我們搬

到油街，與其他人合租。我們的資金部

分來自藝發局，但自己也要出錢，所以

我不可離開當時的正職。我們也像製

作公司要接不同的拍攝工作，收到的

錢可放在團體做其他項目。當時不只

做放映，也有展覽，亦做很多教育工作

坊。現在除了藝發局以外，我也不知道

其他資金來源了。

程展緯 *：  09 年的活化廳也是主動申請藝發局資

助。面對藝發局，我們覺得自己不是受

惠者，我們也投入了自己的時間資源，

支持我們相信的事。我覺得要釐清自

己的角色。如果認同藝術勞動是一種

付出，就應當有權參與去討論決策是

否公平、資助是否足夠，即使資助不足

也要有尊嚴。

陳錦成： 我曾在 1a 空間工作，但至今這類空間

仍可能要靠董事奉獻金錢或時間去營

運，到底如何可更由民間主導？記得活

化廳在留守時期並沒有藝發局資助，

是靠街坊義務協助，或小量買賣二手

物等，我會希望這樣的模式可以持續

下去。如果說社區藝術，是社區都覺得

需要，自然會找方法令它能持續下去。

劉建華 *：  我覺得毋需太理想化，雖然留守時期

我不在活化廳，但其實政府是有權力

可調動不同的空間和資源。

何兆南：  百呎公園四年來搬到不同地方，沒有

政府資助，但有不同的民間資源，如租

金優惠。如何讓人知道空間的價值是

很重要，例如眾籌、私人捐助等也是

方法。外國有很多私人基金會主導的

藝術空間，但香港主要是公共的藝術

館，近年也開始有其他模式。

梁寶山 *：  2008 年是第一屆 ARTHK，這不只意

味著資助生態的轉變，而是藝術界整

體地進入全面資本化。2003/04 年起，

政府大推文化產業，加上 2007/08 年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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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皇后碼頭的爭議後，保育變成了

發展邏輯中的一部份，資本化的方式

令香港變成可販賣的商標，以文化作

為產業則越來越蓬勃，這對藝術生態

的改變恐怕比所有因素都大，涉及的

金額亦遠遠超出藝發局的資助。

張嘉莉：  最年紅色資本已控制了香港很多範疇，

未來可能都會進軍藝術界。說資本，

到底資本是否中性？我們衡量是否接

受某個資助，資助的背景為何，都是很

複雜的問題。

歷史面向與延續

俞若玫：  策展團隊是期望藝術家用藝術手法，

再現已知的政治問題？還是去思考和

再處身其中去回應、或將藝術看成一

種社會實踐？如果要再現一個社會問

題，就需要脈絡化。展覽似乎缺少了時

間和歷史的面向。我會希望看到更多，

例如將 20 年前 Para/Site 的帳目跟今

天「據點。句點」一同公開比較；或是

經歷 ARTHK、Art Basel，會否在開

幕酒水的開銷中看出分別等。策展團

隊有否向藝術家提到這些歷史的面向

和各種時間的落差？

魂　游：  我們當初的想像比較接近後兩者，是

思考問題，也是作為實踐去嘗試解決。

我同意不同年代的比較是有意思，例

如藝術勞動的字眼廿年可能經歷不同

的轉變，或如藝術空間的問題也不是

今天突然爆出來，這些歷史都需要時

間去整理。

黃小燕：  展覽與我作為一個研究員的期待是有

落差。我們作為籌劃者（organ iser），

並沒有引導藝術家去特定的位置，以

致展覽與自己原意會不同，也衍生了很

多支線，而這落差可能是必然的。

 我負責跟進曾德平，因為自己也在思

考本土的問題。記得 96 -97 年他 在

Para/Site 藝術空間做《哈囉，香港》

第 7 集，回應本土歷史。從藝術語言

來說，與今天的作品其實都有相似，

雖然當中的元素不同。之前他會從不

同的本土社區中挑選物件放入作品，

但今天他或許已離開這種創作方式，

當中也包括這段時間他的個人經歷。

有論者曾將本土論述分成五個階段，

當中與曾德平的經歷或有相近，亦有

相異之處。這些種種未必完全可透過

作品呈現，而是要透過後續的研究再

深化。

鮑藹倫 *：  這次沒有不同世代的交流，因此可能

缺乏了歷史的面向，變得比較傾向個

人化。我曾去了加拿大參加會議，當地

有很多藝術家自發的團體，那次有六、

七十年代的藝團分享他們的經歷，及

其令社會產生的改變。香港大部分藝

團都沒有改變社會的使命、或倡導一

種新思維。我覺得這樣的團體只是各

自做自己的作品、搵自己的錢，若不能

帶領社會進步，其實在社會上是沒有

什麼價值。

張嘉莉：  我理解「據點。句點」不只是一個空間，

而是一個 col lect ive（群體）。這種緊

密的關係，可能跟成員多在創意媒體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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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科訓練有關，或媒體創作經常需

要互動合作，以致引伸成在場地、身

體等各方面的即興和合作。

魂　游：  Videotage 也有合作的面向，可能是媒

體創作通常需要一個團隊，視覺藝術

則較個人。

鮑藹倫 *：  我們做錄像的，很多時不會把自己的創

作理解為視覺藝術，或會看作是電視

及大眾媒介的替代／另類選擇，會抱著

這種理想、想可普及化地接觸大眾。我

開始創作就會思考自己到底要面向什

麼觀眾。現在新一代藝術家要面對的

問題更複雜，除了生存以外，還要兼顧

本身的理念。

魂　游：  《明天日報》本來是 2007 年的作品之

一，又一山人打算每十年出版一次，故

這次我很贊成他再做。我希望「十年回

歸前後話」衍生了今天的 2 .0，也希望

當中的計劃都可以延續下去。例如今

次釀酒的項目只是試驗，他們都花了

很多時間，亦有很多困難，希望試驗後

可找到方法繼續下去，其他項目也是。

* 為 2007 年「十年回歸前後話」參與藝術家

又一山人於 20 07 年「十年回歸前後話」創製《明天日報》；2017 年再

製第二期，於 1a 展場免費派發。

a n o t h e r m o u n t a i n m a n  c r e a t e d  To m o r r o w 's  Da i l y  f o r  ‘ Ta l kover/
Handover’ i n 20 07, and produced the 2nd i ssue i n 2017.

圓桌討論除有兩屆參展藝術家分享展覽及活動的經驗，亦追溯回歸廿

年來的藝文景觀變化。

This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volved art ist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as 
part icipants in the two ‘Talkover/Handover’ projects, as wel l as their 
observat ions on changes in the art scene over this period.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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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圓桌會議於 2019 年 4 月 21 日，在天台塾舉行。

討論由 2007（1.0）及 2017（2.0）兩次展覽策展模式

的轉變、過程，後延伸對 2027（3.0）的展望。

1.0 與 2.0：	策展模式及緣起

魂　游：  1.0 其實不是按議題去挑選藝術家，而

是統計 97 年最活躍的藝術家，再由他

們邀請 07 年最活躍的去合作，而議題

是藝術家自己挑選的。2 .0 是比較更

議題主導，由網絡投選出來再徵集計

劃書。計劃其中一項要求是須有公眾

參與、討論的元素，有些計劃達不到

此要求所以並沒入選。

查映嵐：  我們的想法是希望有一個更互動的過

程，中間的對話和互動，不只是交差，

而是創作過程的一部份。

魂　游：  2016 年我在美國訪學，想起回歸廿週

年了要不要再做這計劃，於是在網上

找了1.0 的聯合策展人何翠芬（Sel ina）

談談。當時迫切感覺到雨傘運動後，

公民社會的參與很重要。如何能認真

討論，而不是吹水（隨便談談）但無行

動？藝術或可做到這個角色，不一定是

理性溝通，也可以是感性的交流。這是

整個框架的前設—希望有助藝術圈

的公民社會發展。這幾年社會參與式

藝術很流行，但反而藝術圈內沒有甚

麼社群連結，對議題認真討論的氣氛

並不強。

羅玉梅：  我覺得有點可惜，如果更清楚了解這

個前設，整件事的處理、作品可能都會

不一樣。

魂　游：  這都是過程中我才慢慢構想清楚藝術

與公民參與的關係，開始時純粹希望

有一個對話的平台。社會參與有很多

種，有些是大家一起開心、做點事就

行，我們不是這種。我們是真心希望可

透過較民主的機制，找出逼切的議題，

讓大家參與。

 2 .0 的框架其實來自我跟張嘉莉之前

一個小計劃「講三講四」，在西九「自

由野」舉行。我們事前公開收集議題，

每次投選三個，當場就圍圈討論。投

票可能有民粹的危機，但我們覺得不

要緊，什麼題目也可以談。

「藝術打醮」與政治敏感的時代

曾德平：  這兩次的做法其實都很貫徹魂游一向

半開放式參與的研究取向。每十年一次

的時刻，一些逼切的議題就會浮現⋯

嚴瑞芳：  好像每十年一次的「藝術打醮」！

曾德平：  對，就像新界八鄉每十年一次，所有老

老少少都回來吃盤菜。十年人事幾番

新，十年前的年青人、現在的年青人，

十年後又會如何呢？

嚴瑞芳：  我最近的工作坊中，有個剛考 DSE 的

年青人一副醒目仔的樣子，他說：政治

敏感的題目我不會碰，否則影響成績

怎辦？我說：你這麼快便自我審查？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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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平：  我有次在中學做工作坊，學生在公開

討論的環節表現很好，但老師說原來

他們都是裝出來的。每科都有小組討

論，學生已經習慣，也會揣摩老師想

聽什麼就說什麼。這種教育令我們、

學生都內置一套自我審查的機制，（政

權）根本不用花力氣去打壓。

嚴瑞芳：  若藝術家有自己關心的議題，即使被

阻止也會想做下去。但可能在官方場

地會有限制，他們始終有避忌。

羅玉梅：  他們未必會阻止你，但會叫你做得醒

目一點。

魂　游：  審查不只是說某些題目不可做，而是

整個氣氛影響你的思考、行為模式。

像我其實不只做行為藝術，但別人會

貼這標籤在我身上，所以好些機構也

不會找我，或除非意外遇上外國的策

展人。

 又如活化廳開始的時候，採取嬉笑怒

罵的方法，擅改藝發局的標誌、就不

同社會議題做創作項目，當時的社會

氣氛有這種寬容度。至今我不會揣測

碧波押是否被打壓，但即使藝發局由

衷相信需要娛樂牌照（所以停辦），這

也是很政治正確的思考模式。即使你

不碰政治，政治已浸入我們的日常。

嚴瑞芳：  我最近做回應作品時，留意到佔中九

子鍾耀華的一句說話：「如果你堅持，

記得那種感覺，繼續在日常生活中做

你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你就是判了

這場運動無罪。」我覺得這是很大智

慧，要不斷訓練自己的知覺，在生活中

作出回應，令自己可以繼續相信，而不

是認命覺得自己是蟻民。

對話：大家聽到什麼？

湯映彤：  整個計劃的重點似乎在於對話。大家

在過程中與策展小組、公眾、或上次圓

桌會議中的對話體驗如何？大家聽到

什麼？

王鎮海：  我並沒有聽到太多對於「藝術空間」

這議題的想法，直至上次的圓桌會議，

不同前輩說起自己以前辦的藝術空

間是怎樣。這些我在歷史書都看過，

當天都聽到很多對照和比較，沒什麼

好與壞，但之前的過程卻沒有太多對

話。  我們之前做了一份「我的理想藝

術空間」問卷，問卷結果沒有一個很

實質的圖像，只是天花龍鳳。當然問

卷是我設計的，但我也不知道怎樣再

回應。我們亦辦了一次對談，亦只是大

家在各自表述。但我覺得這次的作品、

以至我們這三年來都是在表達：我正

在實踐這藝術空間的所有事情。我會

期望別人對我們拋出來的東西回應、

提問，但可能我們的資料太厚、或我

說話不清，並沒有人對我們的空間提

出肯定的問題。

魂　游：  你們總像在自己的小宇宙。沒有申請

政府資助，好像不用回應外界；而搬到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後，那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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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始終是公共資源，公眾會有一定

的期望。你們如何看這分別？而這三

年的資金是從何而來？

王鎮海：  現在是靠群體的成員合資，類似會員

收會費的形式。大家為什麼想維持這

個空間？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和心得，我也不想代表所有人。公眾面

向上，  JCCAC 要求對外開放，而我們

本身也打開門，開放時間也跟之前一

樣。如何看待這公眾資源，我們沒多

想，是 JCCAC 挑選了我們的計劃書。

我們的小宇宙仍然是小宇宙。

查映嵐：  藝術勞動一組聽到什麼？

羅玉梅：  我的作品未必能成為討論中的指向，

我傾向透過創作，去理解這議題更多。

上次的討論找梁寶山，也是因為想找

對此有研究的人。她提到不同勞動的

概念，連結香港的經濟體系令視野更

闊。但最終能把大家連結起來的，還

是自身的經驗：例如勞麗麗半農半 X

的生活模式，如何處理每天不同的勞

動？我剛產下嬰孩，如何看女性的勞

動？梁寶山作為一個主婦，也有自己的

感覺。我們的對話未必可帶出一種深

度，而我們也只能這樣回應題目。

查映嵐：  藝術勞動在這兩、三年，很多藝術家都

會關心，因為很切身；但同時，這又是

大家都很不熟悉的議題。一般關於藝

術勞動的討論，好像都在兜圈而未有

推進。如 2017 年的討論會，邀請程展

緯和何建宗，卻發現兩者似乎對不了

嘴。如梁寶山提到：當我們說勞動時，

其實各有所指，如藝術家工會，關注的

是藝術家的勞動權益；程展緯是用藝

術方法介入勞動議題，也作為自己一種

藝術實踐，亦因此他對勞動有不同的

洞見。

前瞻：下一代、超越

魂　游：  比較 97、07、17 年，檢視整體的環境，

大家感覺到什麼轉變？又怎樣回應？

然後向前看，我們如何走下去呢？

曾德平：  我很有希望。香港一定死，但會有新一

代的年青藝術家走出來，他們會超越

政治的箝制。我們現在被箝制，政治

上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不只對文化藝

術而是全香港，甚至未來八年會越來

越劇烈，但他們會從我們的經驗中學

習，發展出能夠超越這些層面的方式。

張嘉莉：  正如六十年代常說中西合璧，但現在

我們已經超越了，不會再說要做中西合

璧的作品。你所指的超越是這種嗎？

曾德平：  不只是媒介、概念上的超越，而是根本

地去問：人為何需要藝術？這答案其

實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存在，當找到理

由之後，就不會再被其他事阻撓。要讓

下一代醒覺，就要靠我們這一代下功

夫。例如不應再用我們學藝術時的方

式去教他們，新一代對媒體不會有障

礙，例如，不是所有人學藝術都要先學

素描。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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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游：  我教藝術理論時會也提到馬克思主義

等，學生都覺得與他們距離很遠。但

我相信現在的社會實踐、租金問題、

藝術市場等，其實都跟社會結構有很

大關係，但我們都缺乏論述的語言、完

全沒有基礎去理解世界裡一個很大的

部份。

 我不否定藝術需要技巧，但只有技巧

並不能處理當今社會很多複雜的事情。

我嘗試在課堂上，將這些脈絡盡量連

結到學生當下的實踐。這並不容易，但

也要繼續去試。

曾德平：  目前香港的教育環境，會令你的良好

意願實踐不到。香港的普羅大眾從來

並沒有接受藝術在社會中的存在，他

們根本就不需要藝術。我唸碩士時常

翻看香港歷史、看教育政策，發現我

們常以為香港沒有文化政策，原來英

國人早在暗裡施行，他們創造了一種

假的東西叫藝術，讓我們幾代人至今

還在追逐，但這些都與普羅大眾無關。

 回看人類在未有文化、文字前，已懂得

用聲音和圖像去表達。藝術的能力、

技巧，完全是內在的。當你有這衝動

時，就會可表達出來。所以，只要能培

養小孩有這種衝動，提醒他們有這內

在的能力，當他發現有需要時就能做

出偉大的作品。

藝術消費 vs 可持續性

魂　游：  我不覺得大眾生活中完全沒有藝術，

但香港的氛圍很兩極，例如大館、Art 

Basel 都很多人，甚至要排隊，當然也

有人只是去打咭，但平時根本不關心

藝術的人，會願意花幾百元進場，這現

象令我感覺很奇怪。

Zoie Yung：  藝術對這些人來說，就是另類的消費

選擇。這甚至不算文化充權，純粹是消

磨時間。Art Basel 可以逛一整天，他

們平日逛商場、吃個飯也花了五百元，

對他們來說買票進場很化算。

查映嵐：  其實香港人都肯花錢，只是未必是看

我們的東西。

Zoie Yung：  有些展覽空間是在商場裡面，對遊人

來說在樓上買衫、跟在樓下看展覽，根

本是同一回事。所以我跟麗麗想開展

《藝術家釀酒計劃》。若我們都覺得

藝術很重要，可以刺激我們的想法、

讓我們有另一種語言去表達，那如何

能將藝術放進人的核心價值之中，就

如陽光、空氣和水一樣可持續呢？何

兆南對釀酒的計劃很有興趣，我們就

與他持續合作；就如種菜一樣，要努力

下去看如何能維持，希望一直嘗試到

計劃能慢慢穩定。

曾德平：  你以耕種做比喻，耕種是以大自然為

中心。正如讓年青人意識到發自內在

的自然能力，不需要依賴任何現存的

藝術建制或技術，回到最根本才能超

越，也會感染到其他人。若然面對大

建制，因為強弱太懸殊，人會被建制

吸乾，這不是可持續的概念。「還原

法」可能是很漫長的過程，但暫時我

覺得是唯一的方法。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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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游：  「可持續性」也是一個有趣的題目，例

如藝術空間、或在藝術勞動方面，個人

如何持續？又如在政治敏感的年代，有

什麼原因、什麼條例才可持續下去？

羅玉梅：  總有方法可以持續，做藝術、搞藝術

空間，以致最初為何要學藝術，其實都

因自己本身有欲望。有欲望，就自然會

找方法持續。其實租 JCCAC 跟富德

樓也是一樣，因為租金較低，容易找

到一種可持續的方式。我不相信下一

代可突然離開政治的箝制，可能那時

的箝制跟現在很不一樣。其實現在也

有人懂得在箝制之中遊走。

曾德平：  生活館的農友就是從最前線的抗掙，

回到每天的日常，再延伸到他們的下

一代。他們想離開主流的制度，租一塊

農地去教育自己的小朋友。未來的希

望是回到最日常的生活之中。

湯映彤：  近日有大學生為全球暖化而罷課，可

見下一代的世界觀、他們所面對的「政

治」，已經不同了。下一代必然會在我

們經驗的基礎上走下去，但十年後他們

要面對的環境，也可能比想像更惡劣。

曾德平：  所以我們有責任為下一代去開創機會，

不是主宰他們的路，而是增加他們的

可能性。

3.0：希望、共同與分享

魂　游：  我亦有跟學生提到全球暖化，但不是

表面化、形式化的藝術表達，而是說

the commons（公／共），這包括資源，

也可以是抽象的價值、或是我們共同

珍視的東西，例如地球，想從更闊的角

度看。這跟「參與」也是一樣，我們期

望的參與不只是形式，如何在當中找

到共同，也很重要。

湯映彤：  正如剛才兩組提到，討論中可能會發

現近似的經驗，但又不能完全對應當

下，或大家之間並沒有實質的共通，到

底我們如何在差異之下理解共同？

Zoie Yung：  我覺得共同未必是一個群體很熱衷地

去行動，而是整體的氛圍中有種共識，

例如每個人都可為全球暖化做點事等。

曾德平：  生活館曾經養蜜蜂，我常想找有沒有偷

懶的蜜蜂，但沒有；牠們的生命周期只

有一個多月，一生就是忙著採蜜、維持

生態的平衡。這亦令我明白，所謂共同，

是你自己在世界中有一個崗位，只要你

做好自己就是。

 但因為香港社會沒有接受藝術，所以藝

術家找不到自己的崗位，只能見社會有

什麼著急的議題，就用藝術的身位去幫

忙。這其實不是藝術家的天職，所以我

強調要回到基本人為何需要藝術。

魂　游：  何謂藝術家的天職？例如追求真、善、

美，甚至有人相信為別人去爭取權益，

可以連結到這共同的價值，也是藝術

家的天職。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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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瑞芳：  不如我們前瞻 2027 年，會否再做「回

歸前後話」3.0 ？

魂　游：  我希望有人可接手，可以承傳下去。

如果純粹談希望，而背後沒有實際

的行動，其實都是虛假的希望。要有

人認同這計劃的價值，願意再以對話

形式去回望前瞻，現在的討論就是為

3.0 作準備。

羅玉梅：  八年後也總會有人出來回應那個時代，

可能未必是這計劃的 3.0，或是另一個

1.0⋯⋯

曾德平：  如果那時後我還在人世，我就帶新一

代的藝術家去接手做這 3.0 吧！

魂　游：  那不如每人都許一個願？

羅玉梅：  我希望人還有被感動的能力，能被感

動就能繼續做下去。

嚴瑞芳：  我希望能夠透過創作去連結一班人。

湯映彤：  你這次的工作坊和演出，有能連結參

與者嗎？跟你其他計劃有沒分別？

嚴瑞芳：  這次與參加者之間沒太大連結，我設

計了一個反思的空間，他們來執行我

的計劃，從中嘗試自己投入。對比今年

在「學學習」中「不安練習社」計劃，

則不再以我預設的方式進行，而是以

較模糊、目標不明確的工作坊和練習，

讓大家打開一種不確定的狀態，透過

這樣去連結人。其中有參加者很有保

留，但亦有人在不完全清楚的狀態下

都能投入，最終的集體創作亦出乎意

料地有力量。即若你肯踏出一步，勇於

面對不安和未知，保持敏感去探索，我

們就能成為一個群體。這對我來說也

是新發現，希望繼續透過與人連結去

嘗試不同創作。

羅玉梅：  我覺得共同中一個重點，就是分享。最

近我們在天台塾跟不同人開會，撮合

了很多不同的組合，覺得很多事都有

可能。我自己的感覺是：共同性出現的

契機，就是我們分享自己的經驗。我未

必視之為希望，但共同是這樣產生。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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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the project were held, 
the first being on 2017/7/8, during the exhibition at 1a 
space. This initial session was moderated by wen yau 
and art critic Eddie Cheung, and involved artists in proj-
ect 2.0 (2017), as well as several artists from project 1.0 
(2007). The discussion is summarized below:

Topics and works

wen yau began by observing that works from 1.0 were 
more explicitly related to social topics, as compared to 
those in 2.0. Yim Shui Fong said that while her perfor-
mance Fall Down made reference to Thatcher’s fall in 
1982, though participants and viewers could interpret it in 
different ways. Law Yuk Mui pointed out that daily expe-
riences, such as that of  walking, might touch on politics 
and reflect the social atmosphere. Zoie Yung and Lo Lai 
Lai, working on the same topic (Art Labour) as Law, start-
ed the Artisan Brewery project, engaging with artists as well 
as the public at large. The project generated a money flow 
but they would treat it as a process of  sharing rather than 
a form of  exchange. Michelle Lee* participated in their 
project and found the process very interesting, very dif-
ferent from her experience in 1.0. She suggested that this 
process could be represented in various interesting ways. 
Eddie Cheung enquired as to how the explorations on 
the four topics could be deepened to each other, to which 
wen yau responded that the topic were but starting points 
which required time for development. 

Operation and funding of  art spaces

When speaking about the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Cheung Yung stated that each member has to assume mul-
tiple roles to maintain the space.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this project, the space has tried to operate without rental 
sponsorship, and this effort has been documented publicly. 
Ellen Pau* then shared her struggles in Videotage- having 
been run without a space for 5 years, the group then 
shared a desk in Zuni’s office before moving out to Oil 

Street Artist Village. The Art Development Council (ADC) 
offered some support for their equipment and operation, 
but they had to pay for the rest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Luke Ching* elaborated upon the attitude of  Wooferten 
(2009) towards the ADC, treating themselves not as a 
beneficiary, but as a stakeholder that contributed to and 
should have a say in policy. South Ho talked about 100 ft. 
Park, which ran in spaces with private, discounted rent for 
4 years. Leung Po Shan* then offered a macro perspective 
of  an art scene that has been heavily capitalized since 
ARTHK 08.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
try and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Hong Kong has become a 
marketable trademark, which has had a massive effect on 
the cultural ecology at large.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further studies

Cally Yu asked if  artworks in this project were expected 
to reflect a socio-political problem, or respond to it in 
practice. She noted that contextual notions of  time and 
history were lacking in the exhibition, and wondered if  
the working team had brought these up to the artists. To 
this, Phoebe Wong answered that, as the organizers, they 
did not feel compelled to push artists in specific direc-
tions. Because of  this, outcomes would naturally deviate 
from their expectations, and further study was needed 
to gauge the changes over time. Ellen talked about gen-
erational exchange during her trip to Canada, where she 
attended a conference that involved art groups from the 
60s and 70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changes they 
made to society, a sharing that she found very important. 
Clara Cheung felt that this resonated with the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in which members with media art 
training were very close to one another. They collaborated 
and improvised a lot on site, or with their bodies etc. As a 
media artist, Ellen said that she considered their work as 
an alternative to TV and other forms of  mass media. wen 
yau then rounded up the discussion while reaffirming her 
hope that the projects started in 1.0 and 2.0 would contin-
ue in the future. 

* Artists from ‘Talkover/Handover 1.0’ in 2007.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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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roundtable took place on 2019/4/21, in 
Rooftop Institute. 

1.0 & 2.0: Curatorial model and origin

wen yau explained the selection of  artists in 1.0 and 2.0 
in the following way- the former was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most active artists in two different generations 
(1997 and 2007) while the latter began through an 
open polling of  topics and later an open call for artists. 
One of  the key criteria for selection in 2.0 was that of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said Evelyn Char. wen yau 
recalled that the origin of  project 2.0 lay in the clos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wen yau’s belief  that 
art could facilitate dialogue and exchange across civil 
society. The polling model on 2.0 was based on an ear-
lier project, ‘Talk 3 Talk 4’, held in the Freespace Fest 
at West Kowloon District. “We believe that everyone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discernment and discussion of  
the most urgent topics,” wen yau stressed. 

‘Da Jiu’ Festival in Arts & the Politically Sensitive Era
 
Kith Tsang pointed out that the two models were consis-
tent with wen yau’s engag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that 
momentous subjects would appear every decade, galvaniz-
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Like the ‘Da Jiu’ 
festival!” Yim Siu Fong interjected. When speaking of  her 
experience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Yim mentioned 
that a DSE student that she knew was apprehensive about 
making any mention of  politically sensitive subjects. Kith 
responded to this by saying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had instituted a climate of  self-censorship, one that oper-
ates in subtle ways, affecting one’s thought and behavior, 
wen yau added. Inspired by Eason Chung’s sentencing 
address, Yim sai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remain sensitive 
to our surroundings so that we can respond to issues that 
impinge upon our beliefs in our daily lives. 

2007 年及 2017 年兩次展覽分別製作了兩個時間囊，紀錄著十年的變化。
Two time capsules was made at the exhibition in 2007 and 2017.

「廿年回歸前後話」中亦展出 2007 年展覽的紀錄。
Records of  the exhibition in 2007 was also shown in ‘Talkover/ Handover 2.0’.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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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what do we hear?

As this project was focussed on dialogue, Yentl Tong 
asked about the experiences that each group had 
when engaging in dialogue. That is, what did every-
one hear? Wong Chun Hoi did not hear much about 
‘artist-run spaces’ outside of  the 1st roundtable fo-
rum, when practitioner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He felt, however, that no 
one had any concrete questions about their practice 
in the Floating Projects. For the ‘Art Labour’ group, 
Law Yuk Mui said that while they began by assuming 
a macro perspective, participants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sharing of  personal experi-
ences of  labour as farmers, mothers and housewives. 
Evelyn recalled the two different facets of  ‘art la-
bour’- artistic interventions in labour issues and 
art-related labour rights.

Next generation and beyond

wen yau asked how everyone felt looking forward. Kith 
felt hopeful that the coming generation would find ways 
to exceed politically-imposed restrictions. Clara Cheung 
observed that in much the same way, the theme of  ‘fusion’ 
and its image of  the mixing of  ‘East’ and ‘West’ had already 
become retrograde and unremarkable. Kith believed tha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cess of  going beyond would require 
us to ask a fundamental question: why do we need art? In 
raising that question, we would maintain contact with the 
urge to express, essential to the creation of  great art. wen 
yau felt the need to introduce her students to theoretical re-
sources, so that they could relate their practices to the world 
around them. To this, Kith countered that what was most 
important was to remind them of  their latent inner powers.

Art consumption VS sustainability

For some people, Zoie Yung observed, art was an alterna-
tive form of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go to a shopping 
mall to spend a few hundred dollars on a meal, they could 
choose the cost-effective option of  going to Art Basel in-
stead. This was why she initiated the Artisan Brewery project 
with Lo Lai Lai, in the hope that they might be able to sus-
tain the value of  art. Law believed that as long as one had the 
desire to learn and practice art, one could always find a way 
to sustain it. Kith, however, felt that art was unsustainable in 
the fact of  the system, and that in response to this he, along 
with his friends in Sangwoodgoon, decided to make changes 
in their daily lives together. 

Hope, sharing and the commons

wen yau reiterated her hope that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ject was not simply a formality, but a way to find the  
common- shared values, resources, or things that all of  us 
can hold dear. With so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
ticipants, Yentl asked how they might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Zoie regarded it as a consensual atmo-
sphere. To this, Kith mentioned the lessons he had learnt 
from bees in his farm- that each person should stand fast 
in his or her own posi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om-
mon. In conclusion, each person made a wish for 2027. 
wen yau hoped that the third incarnation of  the project 
could be handed to those who recognized and affirmed its 
value. Yim hoped to keep connecting with people through 
art. Law echoed a belief  in sharing as the key to the com-
mon. By sharing, possibilities opened up between people, 
giving space to hope. 

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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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
回歸
前後話

魂 游  wen yau

評 論 轉 載  |  Re v i e w [1997]

「我很高興九七回歸我很高興九七回歸我很高興

九七回歸⋯⋯」彷彷彿彿聽到年青的 M 如此一路大

聲說一路大聲說，沿途的人張燈結綵，有人扮成大

陸文藝青年手執小紅書在街道上遊行申訴「爛尾民

主」，有人擠進海傍那座藝術大樓對著煙花彈吉他大

唱「慶回歸，慶你個頭⋯⋯」，有人在觥籌交錯間對

著電視節目裏把閃亮的新基建大橋穿到身上的演員

笑翻了，有人趕忙換徽號換旗幟，有人在那場下了一

整個月的豪雨裏默默垂淚登上不列顛尼亞號船艦，有

人宣告「這是中華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

事業的勝利」，有人生活如常。然後，午夜過後這城

的人都變成了同胞。

M 心裏是不是真的很高興呢？高興得要這麼大聲疾

呼鋪天蓋地，還是高興也有甚麼弦外之音呢？

換過頭來，還有很多急不及待地慶祝這個「嶄新的

時代」的人們。「美術界慶祝回歸祖國美術作品展」、

「回歸雅集聯畫展」裏都有些似是相識或更多不認

識的人，還有亞洲最高的廣場大樓，腳下那些熊貓

小豬小雞等猶如大燈籠般的繽紛裝飾，襯托著屹立

不遠處、象徵永遠繁榮昌盛的金紫荊銅雕。這些，

也有沒有弦外之音呢？

「不許紅日，教人分開⋯⋯」那首唱了十多年的電影

歌曲，一直淒怨的迴旋在黎明破曉間。離去的不捨離

去，留下的無奈留下。

K 這幾年總愛把玩著鳥籠，人們說，是政治寓意：鳥

兒由一個籠飛到另一個籠是過渡，鳥籠也是說自由

說空間；造籠的小竹中空外實，正如獅子山下實幹游

韌的奮鬥精神。對於天花亂墜的解說，K 都是彬彬

有禮的客氣和應，有時還會秀出紅木梯與牛角，又或

破舊木船。這些，又有沒有弦外之音呢？

廿年回歸前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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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獅子山觸得到長城／血脈裡感應／和諧靠你，賦予

生命⋯⋯人人能力大小也力拼／任誰留下血汗，就是

個精英／香港始終有你⋯⋯香港始終有你⋯⋯」

大概我們都沒想像過，就這樣挺過了十年吧？金融

風暴，上街的人由幾十幾百幾千聚集成幾萬又或幾

十萬，一個首長在毫無競爭下連任然後又在民怨聲

中請辭，還發生了一場人人自危埋在面罩後的疫癘，

然後這城市就成了更多同胞自由行的地方，然後每

天傍晚新聞前都要讓大家聽一次國歌。原來的舊城

風貌要被拆掉更新，每一個座標倒下，就有更多人跑

到推土機前徒勞無功地吶喊叫停。

前陣子，就趁碼頭還未遷往那差不多把半個海港也

填了的新土上，週日午後我都會去搭渡輪。據說那碼

頭和鐘樓快要拆了，也就去懷緬一下也不知道有多

少屬於我的集體回憶吧。每次我都會遇上 T，還有一

伙年青人。T 說要把藝術帶到社會運動裏，年青人也

宣告：「不要集體回憶，只要集體行動」、「我們入

世未深，我們年青，但我們擁有歷史。」他們沒喊甚

麼口號，有時用粉筆一起畫一起寫，有時會拿著時

鐘、大星星或是做些甚麼動作。很多人圍觀，很多人

拍照，穿著婚紗禮服的，新聞媒體的，好奇的，甚麼

都有。直至後來某天，在電視裏看到已被圍困碼頭

和鐘樓竟然再次被敲響了，又某天，鐘樓上竟然閃

著「救我」、「I am not your problem」的呼喊；再

後來和 T 一起的年青人衝進了工地，也有爬上了推

土機⋯⋯而我卻踟躕不知進退，「我們」、「集體」

─到底是說誰呢？

就在鐘樓消失了後的幾個月，我再遇上了 T。這次，

他把一個又一個的收滿舊物的鐵皮箱放到畫廊的牆

後的一隅，多少箱我也沒細意數，旁邊還堆著了 L 的

一些剪報和零零碎碎的資料收藏。然後 M 來了，這

次她沒有大聲疾呼，反而溫柔得像個戀愛中的人兒，

興高采烈地捧著一個個自家裝飾的蛋糕，上寫著「你

要愈來愈愛我」、「感情這回事很難說的」這些曖昧

的情話，酥香甜膩得教我不敢接過來吃。不遠處還

見 K，仍舊的客氣有禮，但手上的鳥籠卻由竹篾變成

壓克力釀上四台小平板螢幕，放著帶鳥兒到處「自由

行」的影像。S 帶來了年青的 LM，把書本剪剪貼貼

到不同相框裏，嫻熟細密地擺弄小聰明。大家談談笑

笑，少卻了從前相遇時的誇張虛幻，尖銳的嘻笑聲混

雜了婉轉的寓興，就像那首不斷放送的歌曲曰「獅子

山觸得到長城」，香港始終有的，是哪一個你？

[2017]

「回歸」這個詞，在這些年間漸漸變得那麼不合時

宜，就像曾經象徵拼搏進取、同舟共濟的獅子山，自

從被掛上了一條讓全城爭議的黃色大直幡後已別具

意義；就像八九六四這組數字已由所爭取的政治理

想變調成民族身份認同之爭；就像無論是守不住紙

本沒落或是銷售所謂禁書而（被）消失的「書店」，

又或是作為數字或電影名字的「十年」⋯⋯任何在人

們心中記載一個時代重量的關鍵詞，也將會成為當

權得勢者的敏感詞。

有時我會想起每年六月某日 T 會穿上黑衣背者白色

坦克到自由戰士下獻花的模樣，如今 T 每天總是著

草帽穿著汗衣，悠然自得的務農，嘴巴也不時掛著佛

與禪。M 有時又興緻勃勃的和其他人說甚麼社會交

往式。至於很久沒見的 K，那些一路變奏的鳥籠成了

市場裏精緻的作品。曾經年青的不再年青，更年青的

又在紛擾的市道裏趾高氣揚。說起 T 或 M 或 K 等的

名字，會像「回歸」兩字般變得過時嗎？那個揮動龍

獅旗的人倒說是淪陷二十年⋯⋯經歷過好些震撼的

大場景，大家就回到自身的處境，無論是勞動是空間

是身份或是時代裏如何自處。很多人問我前景如何，

或許就是我們都呼天搶地過，也疑惑過，回到身處小

廿年回歸前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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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裏的自己，再看看身邊的人，再打開窗戶看看更廣

闊的世界，才能看到何去何從吧？

* 原載於《今藝術》，298 期，2017 年 7 月號 。

Talkover twenty years since 
the Handover
[1997] On the night of the handover, someone sang and 
performed under the f ireworks. Some cried and lef t in 
the heavy ra in. Af ter that, everyone in town became 
compatriots. “97 Reunif icat ion, I am very happy...” M 
exclaimed through her work. Others celebrated the ‘new 
era’ with their art, with lanterns, with golden bauhinias. K 
modestly put out his bird cages, which many interpreted as 
being political metaphors. Were there any overtones in M’s 
work, in K’s work, in each of these voices?

[2007] A decade had passed, a decade that exceeded our 
imagination. Before the pier was torn down, I had met 
T many times, he was often performing with a group of 
young fellows. They would shout, “We are young, but we 
own this history.” They broke into the clock tower, insistent 
upon conserving it. All this time, I was full of apprehension. 
Who, indeed, were ‘we’? Later, when I met T, M and K, they 
each had new works to show. Our conversation was now 
free of the weight of our early fancies, and our laughter was 
punctuated with awkwardness. Meanwhile, the refrain of a 
song continued to linger persistently in the air: ‘Nevertheless, 
Hong Kong has you’. Who was the ‘you’ that the lyrics were 
referring to, we wondered?  

[2017] Every keyword which carries the weight of time 
strikes a nerve with authority now. T has become a farmer, 
M continues to engage with society, and the price of K’s 
bird cages have reached astronomic heights on the open 
art market. Each of us has been through extraordinary 
moments, each of us is living an ordinary life in this small 
town. Where should we be heading towards? 

* Orginially published in ARTCO Monthly, no. 298, 2017/7/24.

曾德平《哈囉！香港─第七集》，Para/site 藝術空間，1997/5/21 - 6/20
曾德平在個展中挪用紮作、竹棚、燈籠、鋅鐵等作裝置， 
以常民歷史作為香港人的另一種身份，紀錄過渡前的忐忑心情。

文晶瑩《九七回歸我很高興》（1997），「九七博物館：歷史．社
群．個人」，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1997/6/23 - 7/12。

廿年回歸前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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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回歸前後話」展覽，1a 空間，2017/7/1 - 29
計劃分別邀請 1997 年及與 2007 年活躍的藝術家就香港的文化及社

會變化作對話，並以創作回應。（攝影：謝錦榮）

發展
至上 
香港藝
術的 

「黃金
時代」

丁 穎 茵  Vi v i a n  T i n g

評 論 轉 載  |  Re v i e w

發展至上香港藝術的「黃金時代」

甘志強《開墾之物》（1997），「回歸與展望─當代香港藝術

1997」，香港藝術館，1997/7/11-8/17 。（攝影：夏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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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如意算盤

回歸 20 年，香港迎來了藝術遍地開花的盛況。1998

年，特區首長董建華提出在西九龍填海區興建大型

表演場地，帶領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2002 年，文

化委員會勾勒未來願景時，聲稱文化與經濟的互動，

將突顯大都會的活力。自此政府、企業、文化組織

紛紛安排層出不窮的藝術活動，使得頂級國寶、皇

室典藏、當代藝術明星、本地創作輪流亮相。藝術

走入尋常百姓家，五花八門的作品佔據著商場、公

園、大街小巷、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最亮眼的位置。

生活藝術化，即使吃一碗雲吞麵、挽著一只帆布袋

皆講究美學品味。藝術已蛻變為推動經濟發展的「賣

點」，不但賦予商品別樹一格的符號價值，更激發

娛樂消費的無盡慾望。

為求搶佔商機、吸引國際流動資源 ( 包括人才、資

金與資訊網絡等 )，城市假藉藝術妝點出豐富多姿的

獨特形象，誘人沉醉其中大灑金錢。而藝術正好提

供了消費品味的準則，指導大眾如何體驗生活、如

何活得歡愉又自在。藝術以奇觀改造了城市的景觀，

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內涵，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又倒

過頭來改造了文化發展的生態環境。下文擬以香港

近年備受注視的文化據點為例，略談 20 年來本地藝

術發展失衡的怪現象。

M+：國際視野的迷思

1991 年，殖民地政府提出重新規劃油麻地、大角咀

等舊區，並擬於現時 M+ 視覺文化博物館 ( 以下簡

稱 M+) 所在的填海地興建住宅及公園，減低該區的

人口密度。回歸以後，香港陷入經濟衰退的危機，

西九龍重建計劃幾番更易變成帶動城市發展的文化

工程，任憑舊區居民以土炮創意研發擠迫空間的再

利用。在發展國際大都會的想像框架下，政府籌組

的顧問小組整理各路專業意見，提出從視覺藝術、

建築設計、活動影像和流行文化四方面入手，呈現

當代視覺文化的多元面貌。M+ 應允香港一座新型

博物館以立足本土、放眼國際的視野，帶動本地文

化發展。自 2012 年起，策展團隊即籌劃各式各樣展

覽、講座以及公眾教育活動。其於本地舉辦的展覽

大抵可分為五類：介紹博物館的籌備、著眼於特定

的當代藝術形式、中國當代藝術、本地視覺文化，

以及本地藝術家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的創作。展覽類

別確實豐富多元，但其策展論述卻鮮有討論 M+ 如

何建構相關課題的新知識、新解讀與新想像，更欠

缺對香港文化脈動的回應。

如 2013 年「 當 代 充 氣 雕 塑 展 Mobile M+：

Inf lation」邀請了來自英國、美國、阿根廷、南韓、

中國與本地六位藝術家參展，彷彿不同文化的作

品共冶一爐就足以呈現國際視野，毋須解釋崔正

化 (Choi Jeong-Hwa) 的 黑 色巨 蓮、戴 勒 ( Jeremy 

Deller) 的石柱陣彈床、麥卡錫 (Paul McCarthy) 的

大糞堆等作品並置展示的智性考量。策展人不從作

品的文化脈絡梳理其與當代藝術思維、展示空間又

或觀眾體驗的互動，卻以看似專業又含糊的詞語「自

然與人工、宏大與私密、永久與片刻、美麗與怪誕」

(nature and artif ice, intimacy and monumentality, 

p e r m a n e n c e  a n d  t e m p o r a r i n e s s ,  b e a u t y  a n d 

grotesque) 展開討論。中英翻譯的落差，使得原本

扎根於西方藝術的概念無法精準傳達，也無從探究

作品的意義。難道展現國際視野的博物館就必須恪

守某一套西方藝術語言，而漠視以自己的話語討論

文化藝術？

暫且不談國際，本土文化脈絡又如何？近期的「曖

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譯」以照片與服飾呈

現偶像明星的作風做派，卻不求探究性別的建構與

發展至上香港藝術的「黃金時代」



72 評論及專題延伸  |  R E V I E W / R E S E A R C H 73

演繹，也懶得追溯本地流行文化的生產模式，以及

其與日本、歐美演藝界千絲萬縷的關係。曖昧的是，

展覽談及雜誌封面照時，策展團隊隨意以「中性」

描述短髮造型、「性感」等同展示身體，而身穿便服

即帶有「家居生活」的聯想，模稜兩可的分類未能

思考性別定型的框框，反而落入更平面單一的描述。

究竟視覺文化的討論是否只侷限於眼睛所接收的即

時資訊，而忽略視覺經驗與時、地、人的互動以至

其文化意義？

或許 M+的迷失不在於無力照應國際與本土的視點，

而在於以最顯而易見的行政手段製造「國際視野」

的幻覺。是以 M+ 大樓的總面積必須大於巴黎龐畢

度中心 (Centre Georges-Pompidou)、紐約現代藝

術館 (MoMA)，而各項活動的籌劃總愛標榜館方與

海外機構及文化工作者的緊密合作，卻甚少談及與

藏品相關的研究、又或策展團隊對本地文化議題的

解讀。M+ 所加的不是知識生產的能量，而是項目籌

劃次數、屢破新高的參觀人數。但數字又如何說明

M+ 與公眾的關係、其籌劃如何回應本地的文化需

求，以及「博物館」這舶來品如何移植到本地文化

脈絡？

K11：悠閒娛樂的小確幸

今天西九文化區依然是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藝術

館又因改建工程而伏匿於尖沙咀，藝術卻昂首穿梭

於這片名牌黃金地的各大商場，為市民增添消閒娛

樂的生活享受。眼前九龍市中心的藝術分佈圖儼然

是香港文化發展的隱喻。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對於推

動知識生產、補足不同文化論述的思考往往有心無

力，而商家財團正摩拳擦掌落力為香港整理藝術的

定義。如香港白立方總監斯蒂爾 (Graham Steele) 曾

揚言其所包攬的是最貼近時代的國際當代藝術，也

是任何本地博物館做得不到的。2009 年開幕的 K11

更雄圖偉略的把商場變成藝廊，首創全球購物藝術

館，一意解除藝術品高高在上的光環，讓大眾親身

接觸其非凡魅力。

置身其中，消費者會發現趣味盎然的藝術品就在身

邊。抬頭一望正看到奈良美智 (Yoshitomo Nara) 的

小狗閉目養神，消費者大可與牠來個自拍照；才一

轉眼，商舖與商舖之間又看到展示燈箱的拼貼畫對

人眨眼；逛累了，大家不妨坐在莫一新的雕塑上稍

稍歇腳。興之所至，商場安排了藝術表演、教育工

作坊、導賞團，讓大眾以不同方式親近藝術。筆者

猶記得參觀 K11 首個展覽「臥遊」時，曾往服務台

索取有關資料，但職員送上的卻是一疊疊購物優惠

卷。展覽鼓勵觀眾四處尋找藝術品的影跡，使得觀

賞經驗干擾不斷。先是色彩炫目的宣傳橫額與商戶

燈牌，再來形形式式的大型雕塑穿插其間，加上還

有參展作品散布於不同角落。商品、圖像、影片、燈

光各出其謀爭奪消費者的注意力。藝術淪為商舖的

點綴、包裝商業的市場策略。藝術家的創作理念不

再重要，因為作品只是空洞的符號，邀請消費者投

入偽審美經驗，享受小確幸的慰藉。

* 原載於《今藝術》，298 期，2017 年 7 月號。

發展至上香港藝術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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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uprematism - 
Hong Kong’s ‘Golden 
Era’ for Art

For 20 years after Hong Kong’s handover, art flourished, 
boost ing the economy with its n iche and symbol ic 
va lue, lur ing people into endless consumpt ion and 
entertainment. When we examine the exhibit ions and 
activities that have been held at M+ since 2012, we can 
see that they do not lack in diversity, but discussions on 
how they can generate new knowledge or perspectives 
have been incredibly rare. The sheer number of projects, 
as well as the size of its physical space and audience seem 
to consolidat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re as a world class 
‘museum’, but this simply begs the question- how does 
M+ respond to the local needs in this cultural contex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the business sector is 
intent on mobilizing art for the purposes of producing 
value. K11 is case in point- the world f irst museum-
retai l complex, K11 displays exhibit ions and artworks 
in its shopping arcades, works which compete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consumer alongside blinking signage and 
advertisements. Art here becomes nothing but a hollow 
signifier, encouraging consumers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is experience, enjoying the morsels of pleasure and 
comfort that it offers them. 

* Orginially published in ARTCO Monthly, no. 298, 2017/7/24.

張 煒 森  Eddie Cheung Wai Sum

評 論 轉 載  |  Re v i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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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年 
回歸前 
後話」 
什麼都 
想說，
但什麼都
說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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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話．綜觀

1996 年 9 月 16 日，香港回歸前一年，內地來港藝

術家潘星磊，用鐵鎚打歪維多利亞女皇銅像的鼻並

淋上紅油，這次具標誌性的「紅油行動」，以藝術

家的姿態介入社會，示威表態，至今仍為不少論者

所引用為香港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其中

一個佼佼者。轉眼廿年過去，金融風暴、沙士等愈

來愈像「神話」般，似有還無地存在。宏觀千禧過後，

香港社會政經的大小事，當中涉及的文化行動或文

化藝術的聲音始起彼落：天星皇后保不住 1、06 年

西九推到重來 2，2010 年反高鐵事件，然後就算苦

行外道，高鐵撥款依舊在立會內通過，今天快車已

到埗；2014 年雨傘運動，獅子山上的直幡與示威物

品雖然貌似徒勞，但已經震懾了不少藝文工作者的

神經。由原先大家以為勝利會歸來，但最後還是永

劫回歸教人失望。

比起回歸前，甚至十年前，如果說近年的社會愈趨

政治化，大抵沒有太多人反對。2017 年黃宇軒與

林志輝的《倒數機（2016）》引發出一連串的藝術

政治審查與道德上的爭辯。另一邊廂，一直為港人

忽視的藝術圈，隨著藝博會悄悄來臨，藝術轉口港

得以成形，資本市場才是推動藝術的最大助力。而

回歸廿年前夕，灣仔會展除了舉辦藝博會以外，還

有一個副題比主題還要大的「水墨中國．敘事中國

─香港回歸二十周年藝術展」，藝文界政治取向

的光譜同樣兩邊走。在不遠處的維園，當年打歪鼻

的女皇銅像一度被「創新科技展」佈展的圍板與吹

1 - 政府分別於 2006 年及 07 年清拆天星及皇后碼頭。

2  - 2000 年政府公布西九龍文娛區計劃，06 年計劃推倒重來，詳見

蔡倩怡，〈究竟西九會否爛尾？〉，2017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
mpweekly.com/culture/m- 博物館 - 地產 -23859 (2019/5/14)

氣裝置遮蓋。多年風風雨雨，當中有幾多「以藝術

之名」？當中藝術家又有幾多話語權？

先撇除文化行動之於社會運動中的影響，而是將香

港藝術 3 放到社會與政治脈絡下觀照，總覺得不知

從何說起，有理說不清。2017 年 M+ 展亭展出的「廣

東快車」，將 2003 年中國參與威尼斯視藝雙年展的

「緊急地帶」其中一部分在今天的香港重現，展期

巧遇習近平南下「巡視」西九，此舉觸及不少藝文

工作者的政治神經，萌生起展覽有政治獻媚與任務

的想法，廣東藝術家「他者」身份跟「798 藝術」這

權力核心的角力遊戲也成為歷史文件。然而，這次

展覽最終沒有泛起太多社會討論的漣漪，也許藝術

在港太沒有存在感，吸引不到傳媒注意，就連故宮

也能默默地消化過去，又或是西九的負面新聞已經

夠多了？

當下

還看 2007 年「十年回歸前後話」以十年作為歷史

量點，進行跨代藝術家對話，驟眼看來讓這個「不

念舊」的地方突然「念舊」起來。但黎健強在〈特

區第一代十年回顧藝術展〉4 指出，展覽並無中國傳

統藝術，鮮見作品回應中國傳統，直接回應中港關

係及香港政治社會的情況少，且立場曖昧。依我看

來，這可算是一種排他意識與情緒，而作品並非沒

有回應時政，而是迂迴地陳情，能否建構香港本土

的身份大概我不知曉，但亦可能換來更多的無力感。

然後十年過去廿年到來，再次以「廿年回歸前後話」

3 - 本文所指的「香港藝術」，泛指該實踐與活動有作者意識及身份

介入，或透過香港的藝術空間作平台展示及發佈。

4 -  見於：http://talkoverhandover.blogspot.com/2007/10/blog-
post_17.html (2019/5/14)

「廿年回歸前後話」什麼都想說，但什都說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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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啓藝術對話，同樣以提問對話的方式進行，魂

游則希望藉此造就一個半開放式也讓更多人參與

（engaging）的平台，在理性商討外，透過藝術帶

來感性交流。因此，這次採取更開放的方法，由議

題到創作單位也是透過公開徵集得來，包括「藝術

空間的持續發展」（句點藝術群體）、「政治審查與

創作自由」（從缺）、「政治敏感時代的藝術」（嚴瑞

芳）、「藝術勞動」（Zoie Yung 及勞麗麗、羅玉梅）

與「本土」（曾德平）。

這種在公民社會中不可或缺的商議（deliberation）

式民主，在千禧之後冒起，除了強調平等溝通，更

是一種能於當下實踐的生活方式，但現實卻是殘酷

又無力，原因之一，乃商議式民主並非社會的共識

與意識型態，其進程更是處處碰壁，如雨傘期間衍

生「沒有大台」的想法，其平等溝通及反覆討論未

建立之前，已被民粹式的燥動情緒所支配。另一方

面，「文化行動」在議會政治層面亦串步難行，如

梁頌恆、游蕙禎在立法會內帶「文化行動」的宣誓，

最終喪失議員資格可見一斑。當商議式民主或文化

行動僅停留在文化及生活實踐的層面時，更突顯出

與政權角力中的強弱差別。再者，開放的制度下，

看起來大眾有更多的話語權，弱化由上而下的操作

模式，但一體兩面，平等溝通與討論的變數太多，

難於找到共識外，亦很容易令到整個行動或議題鬆

散失焦。

還看「廿年回歸前後話」，半開放式的平台，有賴

參與者的主動參與發聲。十年人事有沒有幾番新？

參與的人雖換了些新面孔，但何翠芬的〈回歸十年

前後話─從香港視覺藝術歷史談起〉5 中提到藝

5 - 刊於《二十一世紀》，2007 年 8 月號，第 102 期（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7）。

術家九七以後創作風格私密化的取向，到今時今日

依然奏效，如嚴瑞芳與羅玉梅也是從個人的經驗與

記憶出發，幸而她們卻有意識地將個人經驗拉到社

會與歷史的思考中。然後「兩朝元老」曾德平的白

鐵箱猶在，又一山人的《明天日報》亦在差不多的

時間刊出。到底有沒有變？變了的話又變了什麼？

有時也難以分得清楚。

藝術之於社會，它當然能夠回應與介入社會，如程展

緯很多創作與行動都介於藝術與社會實踐之間，但由

藝術實踐自身，來討論藝術生態或現象上的轉變，本

身就像套套邏輯一樣。再者，「後話」非要客觀地呈現

出當下藝術與社會的情況，很多很貼近議題的藝術家

與事件都不在計劃之列，要成系統論述就更有難度，

例如當中政治審查一項最後便在計劃中從缺。就像

「十個救火的少年」，原先有很多話很想說，但最後留

下來的不多，議題只剩下四個，焦點就落在藝術勞動

之上，微觀藝術體制中的政治觀，資源成為藝術中不

可或缺的問題，藝術勞動不只是香港獨有的問題，如

台灣藝文生產中志工與工讀生的制度近年亦引起廣泛

討論。回到香港的情況，自 2008 年 ARTHK 以後，

資本經濟進一步融入香港藝術中，對香港藝術生態與

藝術家創作帶來直接影響，然後在這個政治敏感的年

代中，有些藝文工作者對資金的來源愈來愈敏感，生

怕一天自己會染紅。誠然，兩邊趨勢與資源如太陽照

常升起，有人歡喜有人憂，不少藝文工作者自覺身在

這食物鏈的底層，又不想為五斗米折腰，他們要怎樣

自處或面對？

也許多得新自由主義、禮物經濟等的思潮帶動，不

少藝文工作者也不希望自己長期處於被動的角色，

無論實際資源分配及價值觀上再思及找尋自己的角

色位置，如資助者與受助者的角色是否絕對的施與

受？ Zoie Yung 與勞麗麗《香港藝術家自釀計劃》

的實踐與計劃或者只是小菜幾碟，但在這年代對資

「廿年回歸前後話」什麼都想說，但什都說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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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化藝術發展中，它是一個回應還是迴避？藝術家

自釀啤酒供自己或展覽開幕銷售，希望是一種態度

外更能自給自足，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成為一種

充權。然而，對大眾來說，釀啤酒跟藝術南轅北徹，

又或更像是林沛理談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香港人以對食物的熱情隱藏著對其他生活及政治範

疇上的失望與無力。

後話（有沒有？）

生於這個社會與年代活躍的藝文工作者，不少總能

意識到在香港社會在政經上的轉向，已默默地改變

了固有的生活模式。要是直面以藝術或文化實踐的

方式直面回應，最終是否只剩下有賞味期限的藝術

創作，從中獲取小確幸？然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態

度、角色位置，甚至側性處理社會政治上的議題算

不算回應社會？計劃之於香港藝術廿年變遷，也只

能作為一點漣漪，更有可能像多重的現代性，每個

實踐與現象只是一個個平行時空，實際找不到任何

關聯。

原載於《明報》，2017 年 8 月 2 日。 
本文為作者於 2019 年 5 月之修訂版。

Talkover/Handover 2.0 -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but can’t
Hong Kong societ y has become a good dea l more 
political since the handover. Cultural actions and artistic 
forms of intervent ion in response to social events are 
far f rom being rare. At the same t ime, various forms 
of power employ art as a form of propaganda and the 
market has exercised a huge inf luence in matters since 
ARTHK 08. ‘Talkover/Handover 1.0’, held in 2007, was 
intended to be a dialogue between generations, in which 
the artworks subt ly responded to the socio-pol it ical 
situat ion of  its t ime. By compar ison, the curator ia l 
process of the second iteration was more open, as it was 
meant to engage a wider publ ic. This emphasis upon 
dia logue stems f rom a bel ief  in direct democracy, a 
process that- because of its intensive, t ime-consuming 
nature- is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institutional politics. 
An emphasis on discussion also creates the danger of 
losing focus, with initial objectives fading from view in 
the pursuit of consensus. Artworks in the project were 
personal, and while some of them were shot through 
with pol it ical overtones, it is diff icult to treat them 
as a basis for discussing current phenomena. We can 
take the work Art isan Brewer y as an example of  this- 
whi le self-susta inable projects in neo-l iberal ism can 
feel empowering, they may also mask a lack of political 
agency. More ought to be said on these subjects, but only 
four topics remained after public polling, open call and 
selection. Art practices were left strewn across the ether 
l ike so many alternate modernit ies, so many paral lel 
universes. 

* Orginially published in MingPao, 2017/8/2;
edited by the author in 2019/5.

「廿年回歸前後話」什麼都想說，但什都說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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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
句點  
存異共
融的藝
術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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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延 伸
To p i c  Re s e a r c h

范 沁 榆  P h o e b e  Fa n

▲  民營藝術空間 
Artists-run Space

編按 |	張嘉莉

句點藝術群體以《攤開據點──藝術工場	中期報告》，回

應網上得票最高的議題：「民營藝術空間如何完全脫離側

重數字與功能的資助輪迴，尋求『可持續發展』？」他們

的計劃書，開宗明義說要為「據點」賺取參展費用，以助

短暫脫離完全依賴其中一名成員出資營運的狀態。本文是

他們遷入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半年後的訪談

記錄，簡介自2015年至今的運作模式和隨性的轉化過程。

	

香港民營藝術空間的發展可說是從 1980 年代開始，在此

之前藝術家群體舉辦聯展、聚會、設立社團組織，卻沒有

長期共同營運展示空間。早期例子如：工作坊（Workshop，

1983-96）和 Quart	Society（1990-92）1，「均是回應藝

術家對藝術的創作的需要，填補不同特性的展覽空間的

不足及藝術活動的缺乏」2。有論者以 90 年代中作為分

水嶺，指 para/site（後名 Para	Site 藝術空間）和環境

藝術館（Museum	of	Site）等都傾向以空間作為論述對

象。這除了因為裝置藝術在本地興起，使藝術家希望有

更多具彈性的展覽場域外，也與 1995 年香港藝術發展

局成立有關。與早期的藝術空間比較，獲藝發局年度資

助的藝團相對有較持續的發展，例如：1a	空間（1998-）、

錄像太奇（1986-，1998 起有固定展示空間）及 para/

site 均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

	

梁展峰〈概述十年藝術展覽主要場地的更替〉3 一文勾勒

1997 至 2007 年間的「藝術空間時代」、「工廈工作室群」

現象、另類展場、商場展覽的發展，作者更稱之為「後展

1 -  張薇、黎曼姿，〈香港另類藝術空間發展的兩個階段〉，《In-
Between：獨立藝術空間國際會議》（香港：1A 空間，2001）頁 134。
2 -  同上。

3 -  梁展峰，〈概述十年藝術展覽主要場地的更替〉，《香港視覺藝

術年鑑 2015》（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7）。http://www.
arts.cuhk.edu.hk/~fadept/Yearbook/YearbookEssays/2007/2007J
effLeungCHIN.pdf (2019/5/29)

據點。句點  —  存異共融的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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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時代」。藝術群體舉辦較多短期活動，而非有組織的年

度計劃，由早期關注展覽本質，轉而更多走入社區、走出

展場。而張煒森的〈藝術空間的新興年代：以小型的自營

藝術空間為例〉4，重點描寫在 2010-2015 年間出現的藝

術空間，包括霎西街 1號 A3 舖、據點、咩事藝術空間和

百呎公園，均強調自主，沒申請官方資助，甚至明言只打

算按私人資助或個人財政狀況，營運兩至三年。他們的首

要任務不是「可持續發展」，而是與參與藝術家「實踐共

創的合作模式	[…]	深化討論藝術實踐的面向與可能性」。

也許「藝術空間」的「可持續發展」，並不囿於其物理空

間的存在，更應包括由在城市內不定期出現的多個「藝術

空間」串連而成的「藝術空間譜系」。以此角度思考「據點」

在「廿年回歸前後話	2.0」中展出的文獻，就更有意思：入

不敷支的數簿、儲了一整年都未清去的塵垢，一方面直接

告訴觀眾，營運藝術空間很不浪漫；另一方面，在好不容

易的環境下，這群體仍捨不得放手，還要嘗試以眾籌方式

另覓地點繼續營運，也浪漫地反映了因空間而聚合得到藝

術能量，對他們來說是十分珍貴。縱使未必能天長地久，

但展覽中的錄像、訪問也可見證大家曾經擁有，並有助日

後研究、造就「藝術空間譜系」的書寫。

「據點。句點」是位於 JCCAC 的藝術空間，甫進門

便能看見小型的展覽場地，左方擺放了少量寄賣藝

術品與書籍，內進有小型水吧與一張梳化，旁邊書

架堆放了一些書和影碟，據其成員王鎮海所說，書

都是創辦人黎肖嫻的私人珍藏，內容未必與藝術相

關，希望訪客可以自由發掘。另一方面，每次作為放

映場地，「據點」都會問藝術家能否留低清版本供

訪客在場觀看，希望建立影像資料庫以鼓勵錄像研

究。隨性的佈置倒是體現了此藝術空間的特點：「（這

兒）好像有點亂，不是 White Cube（白匣子）的樣子，

我們刻意避開那種風格，亦希望透過空間樹立自身

形象而不是我們口說自己是另類藝術空間。我只會

說這兒有個水吧，有一堆很亂的書，還有一個空間，

你有興趣便來玩吧。」

 

源起與重啟

「據點。句點」早於  2010 年登記為社團，當時的目

標是幫助三名創意媒體學院的學生到外地升學，此

後群體便休止活動，直至 2015 年黎肖嫻與一班創意

媒體學院的舊生沿用「Float ing  Projects Col lect ive 

句點藝術群體」的社團登記，斥資創立了一個藝術空

間作為延伸的實驗，除藝術層面的發展外，也探索在

獲取資助與商業畫廊以外的經濟模式。

 

被問及此重啟與 2014 年雨傘運動有否關係，黎肖

嫻則表示自己在當年的秋天感受到身邊無言無語的

沮喪、失望、憤怒，同時深明改變並非單靠一兩次

的上街，她想作出行動，認為最基本可以做到的，便

是成立一個可讓成員們創作實驗作品，並嘗試展出

的空間：「佔領有時，長線的裝備更是我所相信的。

我相信理念，也相信實作。那麼如何可以生存下去？

實際『勞動』和『實驗』的基本邏輯是合作、共融而

不集體同化，尊重個別的才譽和主體性，不亢不卑。」

雖是無心插柳，但在傘後藝術家們渴求擺脫資助的

掣肘而另覓新路的趨勢下，「據點。句點」便機緣巧

合地成為了香港藝術空間 2.05 的一部分。

5 -   梁寶山，〈「我們不要政府資助！」香港藝術空間 2.0〉。載於《今

藝術》，第 201509 期（台北：典藏藝術，2015）。https://magazine.
chinatimes.com/artco/20150911001792-300601 (2019-5-7)

4 -  張煒森，〈藝術空間的新興年代：以小型的自營藝術空間為例〉，

《香港視覺藝術年鑑 201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15）頁

116。

據點。句點  —  存異共融的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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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模式

「據點。句點」初期的意念是設有藝術空間的慈善 

Cafe，非以買賣而是捐款為收入來源，初期選址在

黃竹坑，前身為一間茶餐廳，因為屋宇署不發牌照

而結業，他們便租用了這地方，初期還特意不拆水

牌，試圖吸引「食客」光臨。當時「據點。句點」的

開支全數均由黎肖嫻承擔，絕大部分用於租金，但

他們也會提供場地租用以及開幕的餐飲服務以作補

貼。不過，成員每人的個展已佔用了空間一年半時

間，且會前來叩門者大多也不是很有資源，實際上

場地收入並不多，經理黎偉亮又提到：「我們也有

做開幕派對，為鄰居們提供餐飲，我們會『自把自為』

地放些食物，如果有朋友看完展覽覺得想要吃點東

西，自然會捐款。」

 

雖說南港島區有以外國人為主的藝術網絡，但由於

平日人煙不多，而且南港島線通車後區內租金不斷

飆升，他們決定在三年租約期滿後不再續租，另覓

新址。正好 JCCAC「住好啲」遷出，該空間被分拆

為數個小單位並公開接受申請。「據點。句點」成員

認為群體初期的理念實踐算不上成功，又不甘心就

此放棄，於是便入紙申請。在兩輪面談後，「據點。

句點」便於 2018 年 7 月搬到現址。

 

「現在的空間小了，但租金也便宜了。之前在黃竹

坑的租金是二萬四，現在減了九千，而且也多了點

做藝術的鄰居，」阿偉說。另一方面，群體的開支也

從一人承擔變為成員們共同攤分。「據點。句點」現

有成員約 15 人，每人每季會繳交 3000 元以支付租

金及其他開支。不過，考慮到經濟能力的問題，全

職學生不能成為成員，如成員有經濟困難也會酌情

處理。阿偉亦說，他們現在的「街客」比以前多，因

為 JCCAC 星期六、日有巿集，人流較多，偶爾會也

有看完展覽的人順道上來看看，也可能有些女孩子

會來喝喝茶，也有寄賣書籍，雖然行政費只佔少數，

但阿偉亦覺得不錯：「我們現在倒不愁燈油火蠟，

租金也沒那麼愁。」

 

另類藝術空間？

現在「據點。句點」仍會以場地伙伴的身份與不同

藝術家及團體合作，提供場地支援。鎮海說：「雖然

我們成員有十多個，但也很難只靠我們令這地方很

有活力，反正我們有空間，如場地有空檔又有人叩

門要求借用場地的話，我們基本上都會答應。」獨

立自資的藝術團體也會有自己的考量與準則，但按

鎮海說，「據點。句點」並沒有太多篩選，他的底線

是只要不造成損傷與破壞便可，他笑言：「有個（說

法）我很認同，不知可以去哪兒做展覽的藝術家其

實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去，一個是 C&G，另一個便是

我們了。」那算不算來者不拒？「當然我們也有試過

拒絕的，有些太過份或感覺不對的話也不一定會接

受。」至於審美上的考量，鎮海坦言成員之間鮮少

把重點放在作品的美醜上：「我們開會時會認真討

論展覽作品，不過很少討論工藝式的美，相反，大家

都很努力從中尋找可以欣賞的東西。」

 

這種開放的態度，與成員的自身構成也有一定關係。

縱使現行成員大部分曾為創意媒體學院的學生，但

創作上卻不會局限於某類型藝術，鎮海說：「這幾

年發現錄像是強項便多做一點，但即使是錄像也是

很多元，我們刻意不去釐定自己屬哪個範圍，像我

們也有陶瓷等傳統藝術，不只是創意媒體。」亦因

如此，「據點」的計劃很難被梳理，成立三年多以來，

成員通過群體獲得了新機遇，而「據點」亦不斷有

新累積，鎮海卻笑言他們連三個月後會做甚麼也不

知道：「（這兒）過了三年仍舊是碎片一堆，不知它

們為甚麼會出現在同一張桌子上，沒人把它們整理

好，但同時又不斷有新東西出現。」

據點。句點  —  存異共融的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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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與創作

碎片得以承載，全因為桌子的存在，可見空間對此

群體的重要性，鎮海坦言：「如果沒有這空間，一切

又要回歸到網絡，那倒不如關掉算了。」的確，不少

藝術的可能性均是在共同空間內蘊釀與發酵，鎮海

分享了其中一次經驗：某天成員與友好在黃竹坑的

會址吃飯，飯後部份默不作聲地敲敲打打，好像在

找甚麼好聽的聲音，便自然形成類似採排的表演，

鎮海看了半小時，覺得非常精彩，便建議他們在南

港島藝術日重演。他們只用了一星期時間籌備，其

後又做了四、五次近似的即興表演，而成員黃福權

後來又再找其他人合作作些新嘗試，這些意料之外

的發現令空間更添活力。

 

在「據點」，成員們在方向上是沒有爭執的，因為沒

有人完全清楚該行甚麼方向，他們的爭持反而是圍

繞接下來該試些甚麼。不過，鎮海亦自言慶幸他們

仍有這空間不斷作新嘗試。

 

自資與自由

「據點」自資經營的模式予人自由的感覺，但鎮海坦

言他們並未有太多政治考慮，也沒有很大的社會抱

負：「雖然我們沒特意想爭取多點自由空氣或多給

別人空間，但其實我們已經在做這件事了，只是沒

有說出口而已。我們就是想做自己的事，因為覺得

需要空間，也想這個空間成為一個需要付出但是可

以負擔的遊樂場。」

 

雖說遊樂場意味着此空間以自娛為主，但鎮海也坦

言並不是完全沒考慮到觀眾：「我們不是沒有目標

觀眾，有時亦會有策略去做。雖然我們多做動畫以

及實驗錄像，但也會有做劇情片的（機構）前來叩門，

若把此關係想像成一個三角，我們想看看中間的觀

眾會是誰。有時候，我們多走一步便能開闊一點。」

 

對於未來，「據點。句點」暫未需要清晰的路向，但

鎮海也表示想拉近此空間與大眾的距離：「我們近

期的想法是令這空間物理上容易接近一點，例如這

堆書怎樣放會比較能吸引人。成員福權之前去了亞

美尼亞，回來後做了一個關於旅行的展覽，雖然都

是展出自己的東西、未有太多修飾，但他們都明白

如果想人多看 10 秒便要想想辦法，因為結果真的很

明顯，如果展場像以前一樣，人們以為我們正在準

備便不敢進來，現在放整齊一點、把混亂的東西稍

稍收進一點，或者提供一些訊息讓人們知道我們正

在開門已差很遠。」他笑言：「我們之前真的很任性，

現在或許是體貼了吧。」

Floating Projects - an 
art space and collective 
coping with differences

(Since the 1980s, independent art spaces in Hong Kong have 
developed into different modalities at different times. Newer 
spaces (founded after 2010) have mostly been self-financed, 
and tended to be shorter-lived. The financial records and doc-
uments exhibited by Floating Projects are all proof that run-
ning an art space is neither easy nor romantic. Through it all, 
creative energy continues to animate and suffuse the space. 
This interview can be regarded as a field record, a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alogical study of independent art spaces.)

This space, hav ing taken its name f rom an ear l ier 

project in 2010 by Linda Lai and a group of  alumni 

f rom the School of  Creat ive Med ia, began l ife in 

2015 and t hen moved f rom Wong Chuk Hang to 

the JCCAC in 2018. Besides ar t ist ic development , 

據點。句點  —  存異共融的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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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 ing Projects is act ively  exper iment ing w it h 

ways to susta in its work without having to apply for 

publ ic or commercial sponsorship. Feel ing f rustrated 

fol 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Umbrel la Movement, 

L inda had hopes to establ ish a space for art ists to 

work and col laborate in a col lect ive fashion without 

suppress i ng  t he i r  d i f f erences. T he col lect i ve of  

15 now shares rent- more af fordable now than it 

was at the or ig ina l locat ion- and prov ides support 

for other ar t ists and g roups by supply ing a venue 

for other shows. No designated aesthet ic governs 

discussions over what col laborat ions to undertake, so 

these d iscussions are never determined in advance. 

Thus f a r,  projects have ranged f rom an imat ion, 

experimental v ideo, f i lms and tradit ional porcela in, 

with none of  the members having a clear picture of  

what l ies ahead. At the foreg round of  ever y th ing 

they do is an insistence upon the space as being an 

incubator of  possibi l it ies. One example that Chun 

Hoi gave was i l lust rat ive of  th is- one even ing in 

Wong Chuk Hang, members of  the col lect ive and 

their f r iends stayed af ter dinner, and some of  them 

began tapping and knock ing on var ious surf aces. 

This eventual ly developed into an impromptu jam, 

which inf used the space with a different dimension. 

Simi lar jams were held at the space fol lowing th is. 

As a self-susta ined art space, Float ing Projects may 

not have lof t y  aspi rat ions in a pol it ica l  or socia l 

sense, but in its modest way it makes space for the 

exercise of  f reedom. 

專 題 延 伸
To p i c  Re s e a r c h

黃 小 燕  P h o e b e  Wo n g

▲  「本土」‘Localism’

虛擬
圓桌 1，
拉「本土」
與藝術
的皺褶

1 -   這場虛擬圓桌藍本來自筆者與曾德平的兩次訪談（2017 年 6
月 19 日及 2019 年 4 月 25 日），以曾德平的藝術實踐為經，再參考、

擷取其他論述文本，勾勒他的創作背景和脈絡。

虛擬圓桌，拉「本土」與藝術的皺褶



92 評論及專題延伸  |  R E V I E W / R E S E A R C H 93

黃小燕：  我一直想梳理香港視覺藝術中的本土

意識，但總不知道如何埋手。也許，回

顧你過去二十多年的創作軌跡，做為

進路，察看其變與不變，或會構成一次

可行的探索？你的《哈囉！香港》裝置

系列（1995-97），從撿拾日常舊物，呈

現本土關懷 / 情懷，用當時方興未艾

的裝置形式來展示。

曾德平：  《哈囉！香港》系列在幾年間做了十集，

勘查過西環、堅尼地城，以及常去寫生

的調景嶺，把撿拾到的做現成物組合，

先後在不同地點展出（有在展覽廳、有

在空置校社、有在舊唐樓）。

 [ 做第一集時，] 其實也不太搞得清楚

整個概念，只是堆出來做到一個懷舊

的感覺，沒有裝置的概念。  2

潘國靈插嘴：「本土性」之萌發，不少論者都會

說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戰後嬰兒潮」

一代逐漸長大，土生土長的年輕人口成社會新力

軍，「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逐漸壯大，改變了上

一代移民普遍視香港為「驛站」、「避風塘」、「難

民營」、「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過客心

態。香港有了自己的一套有別於純「西方」（如

西洋歌劇、古典音樂等）也有別於純「中國」（如

嶺南文化、國粹戲曲等）的地道生活方式，表現

於流行文化有粵語流行曲、港產片、表現於消費

生活有由草根的茶餐廳到摩登時尚旗艦的海運大

廈等。	這一時期的「本土」，我想是比較生活化

2 -   〈曾德平  哈囉！香港〉，載於祈大衛、何慶基編，《他人的故

事—我們的註腳：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1990-1999)》（香港：香港

藝術中心，2002），頁 104。

的，[…]	並沒想過它們當中有甚麼意義，甚或當

作文化符號詮釋，將之當成價值論述。這種沒高

度自我意識的本土生活，反更接近現在已被濫用

的 “lifestyle”的本意。3

曾德平：  對我來說，「香港性」是建基於經濟主

導的物質化生活型態。我嘗試運用對

舊日生活經驗的懷戀，透過重新佈置

日常生活的遺物，有意識地把我的視

點作為藝術形式的探索，冀能把作品

的藝術性結合文化上的香港性來反映

出我的藝術情操—一種帶有香港性

的藝術。4

 我意識到處於後殖民時期，又以本土文

化歷史為創作的課題時，對待香港的

後殖民性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黃小燕：  在「九七」的當口回看自己的成長和

歷史，探究本土的物事，呈現時間的

痕跡。你帶領（理工）學生進行的《颱

風經驗：本土生活的展示》（1996 -

1997），以至跟友儕共同實踐研究型

創作《十台八里地誌》(20 0 0)，思路

可謂一脈相承。

曾德平：  其實，我做到這裏已經無心繼續下

去。香港文化熱潮過了沒有人談論。

[《哈囉！香港》系列 ] 這批作品在文

化涵意（cu ltu ra l context）上是重要

3 - 潘國靈，〈「本土」的十年變化〉，原刊《號外》2013 年 7 月號。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47990167/（2015/9/9)
4 - 曾德平，〈從後殖民論述思考視覺藝術創作〉，載於張鳳麟編，《拆

東牆補西牆：香港裝置藝術賞析》（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1999）頁 190-206。（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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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評論及專題延伸  |  R E V I E W / R E S E A R C H 95

的，但對個人來講則不然，太過受外

在事物所 dr iven，尤其文化政治，寫

藝發局計劃書也有影響，因為總要寫

到好有  cu ltura l signif icance 才有機

會批，這是影響到創作取向的，把個人

壓低了，那時覺得個人是次要的，總在

想如何 [ 對 ] 文化發展有 contr ibut ion 

—  i n v e n t i o n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n d 

construct ion of cu lture —又是在後

殖民理論中看到的。5

黃小燕：  2006、07 年，你參與了天星、皇后碼

頭的保育行動。我記得你的爭取居港

權人士攝影肖像計劃〈同聲〉，早在千

禧頭幾年發表過，可否說〈同聲〉是你

參與社會行動的先聲？

曾德平：  不是，不是，我並非以社會行動做為

〈同聲〉創作的前設。當年理大設計

系的攝影學位課程，有一科叫 Socia l 

D o c u m e nt a t i o n  o f  H o n g  K o n g，

這是橫跨兩個學期的長期「紀實攝

影」課，可 選 擇 拍 攝 不 同 的 socia l 

g roups、現象或社區，以紀錄「九七」

前後的社會狀況，老師、學生都投入

不少心力在他們的項目之中。我對正在

發生的社會事件比較關注，便透過社

工，在遮打道現場為居港權抗爭者（用

大底片）拍肖像，並記下他們的心聲。

這個題材當年還很敏感，怕警方會用

照片來捉人，要到事件塵埃落定後，並

5 -   同註 2，頁 105。

得到同意，我才發表。我個人不視這個

拍攝計劃有任何介入行動的意味，雖

然曾有社工借甪過這批肖像照片用作

其「行動」。我一直認為，藝術家就有

她 / 他的社會角色，所以我會將成立  

Para/Site（藝術空間）、生活書院等也

看成是社會參與的方法；反過來說，有

些人會認為，就是要從「爆」的介入行

動才是社會參與，說透過藝術作品，引

發別人上街（抗爭）。

黃小燕：  你早就說過：「藝術家也是社會一分子」

6。〈同聲〉在香港文化博物館 2004 年

由又一山人客席策展的「建─香港精

神紅白藍」發表的形態，對比「紅白藍」

強勢的本土符號建構—「紅白藍是

堅持、拚博、和捱苦；是代表我們香港

六、七十年代的每一份子」7，〈同聲〉

滲入了一抹異聲。

曾德平：  2006 年，我與亞 Ger（蔡芷筠）應邀

帶暑期藝術課程，帶領年輕人搞公共

藝術創作，我們決定用身體、行為藝

術去探討公共空間的議題。當思網絡

的鄭敏華經楊陽告訴我們政府打算清

拆天星碼頭的消息，我們便到那裡去

做行為練習，這些年輕人強烈感受到

與香港的 l i nkage，並想定期在天星做

下去，讓更多人知道天星碼頭清拆在

6 - 曾德平，〈藝術家也是社會一分子〉，《信報》， 2002 年 4 月 17
日，頁 32。
7 - 見：http://rwb330.hk/father-of-rwb/stanleys-view-on-red-white-
blue/?lang=ch （201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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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我們這組人叫自己做「我們就是

社會」( We Are Societ y)，從暑假持續

到鐘樓拆毀的幾個月間，每個星期日

的下午有三個小時都在天星碼頭做行

為。而我那段時間曾做的「行為」有慢

行梭巡，寫清水字等。我們並冇在做社

會行動的想法，在喚起大眾對清拆的

關注後，我們其實「往後退」（即不是

在行動的最前線）。

 「本土行動」是朱凱迪、周思中、陳景

輝等為首的守護皇后碼頭社會行動，

亞 Ger 和我後來加入去。經過一輪合

作、互動，亞 Ger 和我都認為，藝術家

與社會行動者之間的溝通，有一解決

不了的鴻溝，就是，他們認為我們藝

術家所做的都很 ju icy，在媒體上很容

易吸睛，總想要我們做行動的先頭部

隊，有時候他們忽略了藝術家獨立的

角度、獨立的藝術方式去處理問題。及

後，我們藝術家的角色也起了變化，我

們會為「行動」策略做美術指導，增強

v isua l impact，而亞 Ger 更幫手文宣

設計，用 i nfog raph ics 整理、表達解

釋難以理解的資料。

 有次我把力匡的詩〈我不喜歡這個地

方〉(1952) 抄寫在皇后碼頭的地上。

詩的頭兩節是這樣的：  

 這裏的樹上不會結果  / 這裏的花朵沒

有芳香  / 這裏的女人沒有眼淚  / 這

裏的男人不會思想

 除了空氣和海水  / 這裏的一切都可賣

錢  / 櫥窗裏陳列著奇怪的商品  / 包

括有美麗的女人的笑臉  / 廉價的  

只有人格與信仰  / 也沒有人珍惜已失

去的昨天

葉蔭聰插嘴：這保育運動的案例顯示出參與運動

的香港人既不認同一種「認宗歸祖」的大一統國

族主義，也不是純粹緬懷殖民地時代的「老好日

子」，而是選擇性地認同於 1960 年代，以青年

蘇守忠於天星碼頭絕食為標記，為本土民生而抗

爭的歷史。這是基於殖民創傷的抗爭者歷史，藉

兩個碼頭的保育運動，建構後殖香港的身份認同，

投射出對未來社會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想像。當中

包括直接行動和民主規劃的實踐，是現有民主派

在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中所忽略的。8

曾德平：  當答記者問為何要保鐘樓時，我說：「鐘

樓係你同我屋企嘅嘢嚟嗰喎，要搬要

拆，係唔係要有商有量先。」9

潘國靈插嘴：「本土」其實並無所謂「純正」，

不少本土東西其實亦深受殖民洗禮，大會堂、天

星碼頭、皇后碼頭近愛丁堡廣場一帶，本來就是

殖民現代性的一片實驗場，皇后碼頭之殖民性與

本土性並不必然衝撞。10

劉建華插嘴：「本土行動」一方面對香港的政治

文化起了溶入創意的示範作用，另方面也自覺不

自覺間露出當代藝術前衛前沿的政治自覺。[…]	

無論是談「政治地從事藝術」或是「從事政治藝

術」，它也對本土藝術首先構成了一種對於「去

政治化」的殖民教育與思維的一項挑戰，並而在

過去香港藝術的藝術家個人中心主義外，試圖另

闢蹊徑。11

8 -  http://lamp-oil.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html
（2013/6/26）
9 - 曾德平，〈從天星鐘樓的文化響鳴〉，《明報》， 2006 年 8月 29日，

頁 D04。
10 -  同註 3。
11 -  劉建華：〈本土與當代 –– 後後九七的香港社會與藝術行動〉，

2007。http://minimuseumvonkaspar.blogspot.com/2007/08/blog-
post_14.html（2015/4/20）

虛擬圓桌，拉「本土」與藝術的皺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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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燕：  如果《哈囉！香港》系列是從社區、物

質文化出發，參與天星、皇后碼頭的

保育抗爭彰顯對地方的情感和記憶，

2017 年的〈誰人無父母，亞媽老豆生

本土〉可說是關於世代、人際的詰問。

羅永生插嘴：由於香港所經歷的是「被動的回

歸」，所以是處於一種「解殖未完成」的狀態，

所欠缺仍是一個建構「主體性」的過程。[…]	香

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

「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

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

還被拖欠的「承認」。12

曾德平：  〈誰人無父母，亞媽老豆生本土〉工作

坊脫胎自我在兆基創意書院教的一門

「行為藝術」課，在我學佛後，及看到

年輕人與父母輩溝通失效，便想結合

心念修行、行為藝術，對應人的心，藉

以帶動轉變。我希望幫助年輕人建立

對父母的感恩之心，有了柔軟的心，明

白父母為何會用務實的角度去看世界、

看待子女，便可能會體諒父母，從而改

善溝通。這個課程有七節，而在「廿年

回歸前後話」計劃裡，我引用當中畫阿

媽老豆的課節，engaged 參與者，扣連

自己／個人的歷史做為「本土」的討論

基礎。當然，畫畫不過是引子，工作坊

12 -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2015。https://www.
inmediahk.net/node/1032059（2019/4/15）

更強調對話及分享代際經驗。[ 之後，

我分別在生活書院及亞洲藝術文獻庫

（A A A），以年青老師為對象，搞過

類似的工作坊。]

 如果天星、皇后、反高鐵接近政治的

最前線；到組織生活館（耕作）又反回

個人的修行 13。  

高俊宏插嘴：如果「本土」是滑行於政治運動上，

翻來覆去、忽悠轉換的概念，那麼我想，「在地」

不僅是一種生活實踐，更是一種文化累積的想像。14

曾德平：  以 前 我 在 藝 術 裡 關 心 的 本 土 是

geog raph ica l 的，如香港，現在我會

說自己提昇了，去到人與人的關係之

中。現在，我已不大相信靠展覽作品

去感染人；藝術的渴求是 i nbor n 的，

學藝術（如用工作坊形式）就是把這

些渴求引發出來。另方面，我在回溯

當年殖民政府如何模塑、教育我們

（被殖民者），模塑社會的價值觀，

以至我們的藝術觀，我把看法都寫在

Facebook 上。

13 -  2019 年 4 月 21日，「廿年回歸前後話」圓桌討論。

14 -  高俊宏，〈鏡子不說謊－－關於「本土」、「在地」運動的辯證〉，

2014。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23355（2019/4/15）

虛擬圓桌，拉「本土」與藝術的皺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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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ry Roundtable - 
folding and unfolding of  
‘Localism’ and Art

This fabricated discussion, presented in a conversation 

format, is stitched together from two interviews with Kith 

Tsang and incorporation of thoughts and deliberations from 

scholars and writers to include Lawrence Pun, Law Wing 

Sang, Ip Iam Chong, Lau Kin Wah and Kao Jun-hong. 15

The discussion began with Kith Tsang’s installation 

series Hello! Hong Kong! (1995-97, in ten parts). Kith 

explained that by rearranging daily objects and relics 

collected from various communities, he intended to 

infus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into 

his work. 16 Lawrence Pun observed that ‘ local ism’ 

in Hong Kong began to take shape in the 70s, as 

represented by pop songs, films and consumer culture, 

a l l e lements of a l i fest yle that was beg inn ing to 

crystallize.17 Phoebe brought up a few of Kith’s projects 

before 2000 that had ventured into local history, but he 

felt that works from that period were not as focussed, 

being too driven by external matters and cultural 

politics.18  In 2006, Kith and Ger Choi formed ‘We Are 

Society’ with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Together, they 

did performances regularly at the Star Ferry Pier before 

it was torn dow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protests at 

15 -  Two interviews with Kith Tsang were conducted by Phoebe Wong 
in 2017 and 2019. Other quotations or dialogues were supplements 
from related materials, to provide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xt of 
Kith's practices.
16 -  See footnote 4.
17 -  See footnote 3.

專 題 延 伸  |  To p i c  Re s e a r c h

the terminal. Ip Iam Chong felt that these protests, 

in tracing their lineage to the embattled Hong Kong 

‘60s, presented a selective and partisan appropriation 

of Hong Kong history.19 Kith and Ger found that art 

had always been treated as a media gimmick among 

seasoned activists, and they wanted to find their own 

ways to engage with society as artists. Law Wing Sang 

argu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radical localism can be 

understood as a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a reaction to 

‘being reunited’ forcibly with the mainland, a desperate 

urge to aff irm the cultural and pol it ical agency of 

Hong Kong. Kith revealed that the ‘Draw My Mom, 

Draw My Dad: My Mom and Dad Gave Birth to the Local’ 

project originated from a meditation and performance 

art workshop in HKSC. Kith, a follower of Buddhism, 

observed that there was a fai lure of communicat ion 

between young people and their parents, a situation that 

he intended to change. “Localism was geographical in 

my earlier work, but now I am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said Kith in conclusion.

18 -  See footnote 5.
19 -  See footnote 8.

虛擬圓桌，拉「本土」與藝術的皺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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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聲〉在香港文化博物館
One Voice in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曾德平在皇后碼頭抄力匡〈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Kith wrote the poem by Li Kuang at Queen's Pier

專 題 延 伸
Topic  Resea r ch

何阿 嵐  Philip  Hoarnam

▲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關於
藝術勞動，
或如何
再談論
藝術勞動
才好？

關於藝術勞動，或如何再談論藝術勞動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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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	查映嵐

2019 年 3 月12日，三位參與「廿年回歸前後話」的藝術

家羅玉梅、勞麗麗、何兆南（註：Zoie	Yung因事缺席），

加上我和已完成關於藝術勞動博士論文的梁寶山，在天台

塾辦公室聚頭，期望在一眾藝術家環繞「藝術勞動」四字

創作兩年後，再就同一題目討論。

討論先從「what」的問題展開，幾位藝術家從自身經驗出

發，試圖勾勒他們對定義的想法。勞麗麗傾向認為「藝術

勞動」不是泛指藝術家從事的一切勞動，而是和其創作核

心相關；羅玉梅則指藝術勞動和藝術產業相關，也包括天

台塾的行政和節目籌劃等工作。梁寶山指出，藝術勞動是

一龐雜問題，建議將它分拆成一些線索再作思考。第一條

線索正是藝術從業員如何定義藝術勞動，這背後是「創意」

與「勞動」之間關係為何的問題。第二是像程展緯用藝術

方法關注社會上的不穩定勞動：藝術勞動往往同樣不穩定，

然而其勞動形態與外判清潔工、保安員等又是否有可比

性？第三，梁寶山認為我們應該超越留在市場系統當中爭

取權益的思路，進而挑戰「創意」與「勞動」的本質，並為

藝術創作解魅。

討論過程中，何兆南就《藝術家自釀計劃》的概念分享令

第四條線索的輪廓逐漸浮現。他認為藝術家既可以創造

優質產品，滿足藝術圈內對開幕飲料的需求，同時他們自

產自銷，可以直接從中得到回報，利潤則重新投放在圈內

而毋須外流。梁寶山認為眾人可以一起思考怎樣可以跳過

金錢交易和市場系統，是否可能創造一個去市場的交換系

統？在部落形社會以外，「禮物經濟」有沒有真正實踐的

可能？我們又可否想像如何為藝術創造使用價值？其他類

型的生活和文化實踐─如土丘、生活館和馬寶寶社區農

場─或可作為參照。

在這次為本書進行的實驗中，講座錄音和其他和「廿年回

歸前後話」藝術勞動部份有關的資源，均交予專文作者，

由其作出深化討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朋友，也不妨就以

上問題再作延伸思考、討論、研究，或可從中找到新的實

驗路向與方法。

1.

回顧近幾年在香港各種關於「藝術勞動」的討論，難

免會令人感到沮喪，在目前的現實環境，議題怎樣也

無法引起更大的回響。

每一篇文章也剎有介事先要從定義入手，單單花費

唇舌來定義藝術和勞動兩字之間的關係，似乎要變

成新鮮事物那樣。廣義上，「藝術勞動」可泛指藝術

圈內發生的所有勞動，不單是藝術創作，遠至博物館

內的保安員、為藝術家運輸作品的搬運工人都包括

其中。事實上，不只是在文化藝術圈裡發生勞動價值

被漠視的問題，藝術背後的任何勞動和所謂創作本

質其實與工作無異，這可能會被認為是對某一些藝

術的抗議和否定，但現實是任何人只能在同樣的時

間下，因應各自條件投放時間和空間。但為什麼到如

今，才會以勞動角度來理解藝術，除了早已說爛的市

場化，終究是投入和回報不對等的問題（無論是物質

還是精神上）。藝術曾經帶來的光環早已失去，我們

又用什麼來支持藝術創作／勞動？

2.

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對勞動議題欠缺意識。但這一

點，正如香港一直以來薄弱的勞工權利一樣無法一

下子改變，儘管每天新聞上也有欠薪、工時過長等勞

工問題的報導。正如在書寫本文時，發生了杜汶澤走

數欠薪，引起了網上一時的熱話。花生是炒熱了，不

過焦點也只在各種是是非非。作家畢明在她的專欄

文章（〈拖糧拖到 2046〉1）就借由杜汶澤的事，談到

1 - 《蘋果日報》，2019/5/5。

關於藝術勞動，或如何再談論藝術勞動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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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圈中更嚴重的勞動生態─欠薪竟是日常事？

甚至誇張到要「貼錢」來完成工作。更不要說在電影

製作場域中一直存在的問題：商業電影製作的基層

成員人工低、工時長，必須工作接工作才夠維生。有

開工、無收工，日子也不穩定，就像馮程程的作品《在

新的一天，我們繼續往理想前進》一樣，重複不斷地

投入、長時間的非人生活，在我們生活中每天活生生

上演。本土製作也買少見少，投身拍攝紀錄片、獨立

或低成本製作的更不要說。就在金像獎前夕更有本

土電影工作者寫公開信（〈致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

爾冬陞先生的公開信〉2），指有中國劇組在香港拍

攝時，因為本地工作者薪資高，資方要求引進內地電

影工作者，寫信者深感影響了工作生計。文章一出雖

然引起了網絡上不少回響，爾冬陞亦有親自回應 3，

但後續如何則無法得知。

當荒謬的做法像空氣一樣被習以為常，甚至變成堅

不可摧的慣習與行規，勞動權益沒有任何改進，現

況也不見有好轉。試問如果同樣情況，變成員工／受

薪者遲了三個月才交貨，老闆又可接受嗎？他想必會

出動任何法例來制裁員工。香港的勞工法例保障不

足，而所謂行規和潛規則就將問題變成理所當然。

無法對等的勞資關係、不公平的制度，縱早成習慣

但也不應該被合理化。

香港藝術家與一般自由身工作者無異，法例也沒有

追上時代的步伐，基層得不到穩定保障時，更遑論

其實處身在同等地位的藝術工作者們？但香港政府

一直以自由市場為所謂原則，來處理各行各業的勞

動問題，故要審視藝術勞動前，或者需要從勞動者

本來擁有的權益出發。

2 - 《立場新聞》，2019/4/13。
3 - 爾冬陞，〈致撰寫公開信給我的朋友〉，《立場新聞》，16/4/2019。

3.

馬克思曾提出勞動在理想狀態下的真意，是一種將

自己的能力及想法「外在化」地實現出來的過程。勞

動是一種「自我實現」或「自我表達」的過程。將內

心想法外在化的過程，馬克思認為是人類不可或缺

的活動。而無法實現這兩項元素的過程會稱為「薪

資勞動」，即一種只為了獲得金錢的勞動，而不是為

了自我實現。不論那一種身份，實際上人大部分時間

也處身在「薪資勞動」的狀態下。而且，馬克思所高

舉的理想狀態在新興的工種裡，早已被吸納成為資

本的一種。在新形態的勞動需求下，工作不再是疏

離的生產行為，即是我付出的生產行為或工作活動

來完成屬於我的東西，人被迫無時無刻投入，就算做

的是非藝術的工作也好，新型資本就是透過榨取員

工的創意、思考，甚至情感而獲利。而藝術創作亦如

同上市公司的小員工和管理層，藝術家要將自己變

成一間公司一樣，在經營自己的身份。梁寶山在《我

愛 Art Basel：論盡藝術與資本》一書中一系列在藝

術工作前線的紀錄書寫，正好反映出近年藝博走進

香港後的文化藝術圈生態。新畢業的藝術家忙於在

藝博、畫廊以苦力換取薪金，投入藝術創作之外，也

要建立人際關係，出席酒會和藝博都是工作的一部

份，梁寶山更直接指出性別分工問題等種種批判，又

不會停留在一個勢不兩立的批鬥態度。在此只想補

充一點，「藝術勞動」的其中一個引發點，與藝術環

境市場化後（畫廊、藝博以至更多官方的展覽場地

不停建成），提供了更多不同工種有關。

為了換取創作空間的勞動又如何計算？參與「廿年

回歸前後話」的羅玉梅、勞麗麗、Zoie Yung、何兆

南等正好是現成的例子，揭示藝術家勞動形態的多

樣與複雜。身兼藝術行政和藝術家兩個角色 Zoie 

Yung 可能屬於最典型的一種；不少年輕藝術家也處

於類似的狀況，一邊利用其專業知識在藝術機構擔

任不同崗位，應付生活所需和工作室租金，一邊在工

關於藝術勞動，或如何再談論藝術勞動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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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休息的狹縫中盡力榨取時間創作。何兆南身兼

藝術空間營運者，為節省獨立空間的營運成本，需要

扛下不少無償勞動。羅玉梅的創作實踐包含大量田

野調查，這些工作往往難以從一般的作品「製作費」

得到合理酬勞；而她身為新手母親，亦提醒我們女

性藝術家往往必須平衡工作、持家與創作的三重難

題。至於勞麗麗的經驗則比較特異，她選擇了半農半

藝術的工作模式，令她對於藝術文化內外的勞動形

式與挑戰深有體會，同時她作為農夫的經驗又進入

了她的藝術實踐中，兩種勞動形態互相滲透。

4.

重讀三年前由藝評人張翠瑜所寫〈藝術勞動何價？

為何研究？〉4 一文，引證若沒有更科學、嚴格的統

計方式，要在政策踏前任何一步依然困難。張翠瑜

從馬逢國在 2016 年進行的藝術工作者薪酬調查說

起，論及近年的調查報告，也難免重覆著藝術工作

者收入微薄的結論。除了有沒有更有效的計算方式、

為何多年來一直沒有改善情況外，更值得追問是：藝

術家需要怎樣的政策支援？正如張翠瑜在文中提及

「是（藝術工作者）基於勞工權益意識不足、無法聚

眾團結爭取、業界習性如此，還是結構難以撼動？早

年研究報告已指出個別問題所在，唯官方機構或民

間團體未有跟進處理」。藝術創作需要社會、不同公

共資源輔助，與一般的商業運作無異。另一方面，正

因為藝術工作有其公共性，不同於只著眼自身利益

的群體，如何讓官方和大眾得知藝術工作者受資助

所具有的正當性？但連官方機構研究均一直開倒車，

研究規模和質素比早年的報告都更見遜色，無法跟

進相關調查，以致談論這些事，又好像被迫要從頭

回到生計問題說起。三年後的今天再做普查的話，特

4 -  《藝評》，2016 年 9 月號。ht t p://w w w. iatc.com.hk/doc/ 
90595 (2019/5/10)

別是即將面對幾個大型藝術場地落成，除了薪資以

外，能不能談論更多？

5.

說起來，所有事就像今天的香港那樣進入了膠著狀

態，但也不是沒有任何改變，例如藝術家黃嘉瀛在

2016 年發起的「香港藝術家工會」，是少數針對藝

術家類別的工會。黃嘉瀛自言成立目的，是為爭取香

港藝術家的勞動權益、提高意識，以及回應近年來

創作自由越見收窄，會與其他類別工會合作舉辦講

座，協助追討欠薪、監察和評論。工會未必有實際的

公權力，但至少有人願意踏出這一步，嘗試組織更多

藝術工作者。亦有如程展緯那樣，身體力行以創作

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基層勞動的問題，從小處著手改

善勞工階層的工作環境，努力不懈透過藝術行動發

聲，相對繁複的條例，更能吸引大眾關注勞動階層面

對的困境。即使談論再多，無法行動難免會成為一

場空談，甚至淪為對特權的表達而非對它發起挑戰，

但儘管如此，要對鐵一般堅硬的社會結構作出一點

改變，憑藉個體行動還是有需要。

6.

但要讓對話發生，還是需要條件，點出「藝術勞

動」的問題種種後，讓我想起早陣子經歷過的一

場表演。

雄仔叔叔與莫昭如等人難得地在中大的圓形廣場上

聚首，30 年前他們在這兒舉行過民眾劇場演出，有

行為藝術、講故事、音樂。情境不一樣，要說的話也

再不是對香港回歸的不安投射，除了一如往常，隨

性、即興，表演時時有失誤，卻有更多的熱情。30 年

前曾目睹他們演出的一位學生，後來成為教授，落力

協助今次的演出，讓他們重臨舊地。老鬼們表演後

說，想坐下來和大學生們聊聊，有些人知道他們

過去，有一些人似乎只認識近年的他們。席間有聲

關於藝術勞動，或如何再談論藝術勞動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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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正在研究《70 年代雙周刊》的大學生問及一眾無

政府老鬼如何評價自己過去的付出？莫昭如是創辦

人之一，雜誌在沒有任何恆常金主的情況，依靠成

員之間無償付出、奉獻薪水出來維持。他們也會組

織示威、提倡論述，堅持了三年運作後，也就解散。

而雄仔叔叔、湯時康和郭達年也投身參與過不同社

會運動，有人因為藝術創作反而回到社運現場，亦

有人從一開始堅持以歌聲來表達心中所求。大學生

問他們為改變社會而做的事，有沒有真正影響社會？

問題裡的評價、期望、管理這些字眼，教一眾老鬼們

不知如何回應，市場概念彷彿已深入生活每個層面。

較年輕的郭達年接過了咪回答：無法估算、評價，這

是政府來做的事。

「藝術」是不是無法估算？要改變，必須訴諸社會政

治層面上、體制層面的完全革命，而不是這種運用

「個人選擇」就能做的改變。如果我們都被迫投入新

自由主義形式的思維理解，兩種不同思維的人們有

否能作對話的可能？

About art labour, or, how 
could we talk about art 
labour now?

(Together with scholar working on the field, the project 

artists came together for a discussion in March 2019, 

where they exchanged thoughts,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subject of art labour. The recording, 

together with other materials from the project, has been 

passed on to the writer for further review.)

Discussions on ar t labour have not ga ined much 

traction, nor have they exerted much influence in Hong 

Kong the last few years. In essence, an artist labours 

much the same way as any other worker. That being 

said, it is rare for an artist to have any consciousness of 

her rights as a labourer, and this i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exploitation in the film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field is the norm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While the 

HK government permits the market to dictate labour 

conditions across all sectors of work, any discussion on 

art labour has to begin by defining what labour itself is. 

For Marx, labour is a process of self-actualization and 

self-expression, an essential facet of human activity that 

has become capitalized in modern industry. Among the 

labour that an artist is expected to perform now is the 

management of her own image, treating it like a brand, 

the stock of which is volatile. Besides this, many artists 

have to work in other field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ir 

art. Government research on artist income has yielded 

little in the way of insight, and thus policy and support 

for artists have remained woefully insufficient. In such 

conditions, artists have to fend for themselves. The 

formation of the ‘Hong Kong Artist Union’ in 2016 

is one example of this, while Luke Ching’s creative 

practices, which continually examine the issue of labour 

in inventive ways, serve as another. Is this, however 

enough, given the lamentable lack of pol it 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Compelled to adopt neoliberal 

habits to compete and survive, is it possible for us, the 

art workers of today, to contemplate a dialogue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cultural activists of the 1970s?

關於藝術勞動，或如何再談論藝術勞動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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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翰．百 德  John Batten

專 題 延 伸
Topic  Resea r ch

▲  政治敏感時代的藝術 
Art in Politically Sensitive Era

What 
would 
Sun 
Yat-sen 
think? 

From the very first day of its colonization in 1842 by the 

British, Hong Kong was a place of business and trade – 

and a strategic military outpost. Over the next century, 

the city became an integral port of call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and an embarkation port for emigrants 

from China. The Chinese trading community was 

widespread around the region. Movement between these 

colonial trading ports, and India, was surprisingly easy.

Then everything chang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round Asia, nationalist movements fought for 

independence from their previous colonizers. In China, 

with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1949, it was the end 

of the country’s European treaty ports. Mill ions left 

China, and until the early 1980s, Hong Kong was a 

destination of refuge for many of Hong Kong’s now-

residents. Many brought with them experiences of 

hunger, poverty, censorship,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or hopes for a better economic and freer future. They 

also brought thrift, determination, enterprise, integrity, 

and hard work. They absorbed a sense of Hong Kong’s 

Brit ish eth ics of fa ir-play and its many freedoms. 

Especial ly: to think, speak and read freely. As the 

years went by, expectations grew, indeed demanded, 

that Hong Kong and its inst itut ions would be fair, 

corruption-free and governed by the rule of law. 

During those colonial years before 1997, there was 

much inequal ity between the Brit ish and Chinese. 

Tensions culminated in the 1967 riots, exacerbated by 

th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domestic 

issues needed urgent government attention. Ranging 

from public transportation woes, weak child labour 

rules and limited access to secondary-school education, 

poor housing and regu lar water suppl ies, 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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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facilities etc. – and, the dire poverty that 

many people experienced.

The Cold War period put Hong Kong on the map. 

Hong Kong, as a British colony, was a major military 

and intell igence-gathering base and was, for periods 

of time, the only place from which legal entry into and 

out of China was possible. Hong Kong’s openness and 

freedoms were in contrast to surrounding countries - 

and China - that were under dictatorships and/or under 

military or state-of-emergency government regimes.

Hong Kong’s liberal ‘tiger’ economy and its growth as a 

manufacturing hub for fabric, clothing, toys, plastic and 

printed products, and later as a financial centre, allowed 

opportunities for self-improvement for its residents. 

At the same t ime, hospita ls, schools, government 

offices, new highways and rail lines were predominantly 

constructed in 1950s to 70s, to accommodate the great 

numbers of people moving from China.

The above brief historical overview gives some context 

about Hong Kong’s rec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upheavals. 

On 1 July 2017,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gave a 

30-minute speech in Hong Kong, saying:

“Any attempt to endanger China’s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challenge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asic Law or use Hong Kong 

to carry out infiltration and sabotage activities against 

the mainland is an act that crosses the red line, and 

absolutely impermissible.”

Xi’s speech was a strong, explicit warning to contain 

behavior seen to be ant i-main land. However, the 

mainland recognised that Hong Kong needed doses 

of indoctr inat ion and encouragement to love the 

motherland much earlier. In 2012, Leung Chun-ying’s 

first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was to fly the national flag 

alongside Hong Kong’s bauhinia f lag on all of Hong 

Kong’s government offices, including hospitals, police 

stations and schools. After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was a place largely devoid of the flying of flags. Now, 

the national f lag is ubiquitous, and its slightly larger 

size, slightly higher height than the Hong Kong flag, is 

a not-too-subtle metaphor for the power relationship of 

the ‘one-country two-systems’ concept under which has 

Hong Kong ha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 concept 

that has been undermined in recent years.

The Leung administration then init iated a ‘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all schools, guiding students 

to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the mainland. Protests 

ensued against this perceived ‘reddening’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mirrored many of the objections against 

the proposed introduction of Article 23, which had 

motivated nearly one million people in a huge protest 

rallies in 2003. 

Hong Kong’s most serious political crisis since 1997 

have been the Umbrella protests of 2014. Article 45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promises universal suffrage. 

However, in August 2014, the Nat iona 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NPCSC) issued limits 

on political reform, including that candidates standing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position were first to be vetted 

and approved by a 1,200 person nominating committee 

and that candidates must also ‘be a person who loves 

the country and loves Hong Kong.’ This was stro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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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ed to by pro-democrats and many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In late September university students 

boycotted classes and congregated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Admiralty. Within days, streets 

in Admiralty, Mong Kong and Causeway Bay were 

occupied by protesters. It would take 79-days before 

those protests ended.1

General public who were against the Umbrella protests 

cite disruption to transportation, inconvenience and the 

‘selfishness’ of protesters. By not striving to resolve the 

protests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this government-

orchestrated narrative of disruption features prominently 

in later arrest of protesters. In retrospect, maybe taxi-

drivers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make a court application 

to clear the roads. 

The fol low ing year , the government ’s proposed 

legislation for universal suffrage were rejected by pro-

democrat legislator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 was subsequently elected as Chief 

Executive by a ‘small-circle’ of elites and professionals – 

the arrangement unchanged since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ainland in 1997. Since then, Hong Kong’s 

political reform has been put on hold as the government 

says it is prioritising ‘livelihood issues’.

In 2018 and 2019, many protesters were charged, 

appeared in court, some now serve custodial sentences. 

The facts, however, show otherwise: there was l ittle 

1 -   See also: John Batten, ‘Hong Kong After the Umbrella Protests’, 
ARTCO Monthly, Taiwan, No. 284, 2016/5, pp124-127; expanded and 
republished in Yishu, 2017.

violence and the economy was remarkably unaffected 

by the protests. Indeed, it can be argued that Hong 

Kong received greate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admiration by demanding democratic political reforms. 

However, the Umbrella protests divided Hong Kong 

and the community was further split into even more 

distinct pro-democracy and pro-government divisions. 

After the police cleared the three protest sites, a sad 

lull followed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understood the 

road to democracy was going to take a long, uncertain 

future. It is tempting to wonder what Sun Yat-sen 

and his revolutionaries would think of Hong Kong’s 

current position. It was in ostensibly free Hong Kong, 

one of many Brit ish and American haunts for the 

revolutionaries, that money was raised and agitation 

encouraged for the eventual overthrow of China’s 

Qing dynasty. Xi Jinp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is acutely aware of this 

historic irony! 

Lam’s administrat ion has been tasked to calm the 

Umbrella boat of agitation. This has taken different 

paths. The d isappearance and detent ion of Hong 

Kong booksellers by mainland authorities who were 

sel l ing books highly crit ical of Xi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llowed by determined government 

nit-picking of how legislator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ok their oath of office. This continues as a proposed 

controversial law on extradition between Hong Kong,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is being 

debated. Finally,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promoting 

Hong Kong independence have been banned, under 

provisions of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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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s of being Hong Kong, being Chinese, 

living in Hong Kong, living on the mainland, and all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 ies between the two is 

confusing and often wrenching. I recently received 

a postcard from a young, 24-year old, Hong Kong 

designer friend, who had been visiting her grandmother 

in Fujian. She wrote “I saw a dead bird stuck (after 

being hit) at the head of the train, (near a sign) saying 

‘Harmony.’ I like being in China, maybe because of how 

absurd things are. No-one blames you when you take 

photos of the absurdity because you are just a tourist, 

but somehow we share the same roots. And I feel bad 

about this.”

2 When Hong Kong artist Yim Sui-fong asked me to write 

this article, I suggested we walk and chat about Hong 

Kong’s recent social, political and urban environment 

changes. Her recent artwork, in part, tries to make 

sense and to tease out some of  the ‘absurdities’ that my 

designer friend sees in Hong Kong’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Our walk started at Oil Street in North Point. Then 

fol lowing King’s Road we visited older shops and 

just past the entrance to K ing’s Sauna we entered 

the basement of the old State Theatre to see sign-

makers, tailors, hairdressers, shoe shops and building 

contractors, who make this a much richer place than 

just an iconic architectural landmark. Climbing up the 

staircase of a nearby tong lau, we admired the beautiful 

green terrazzo staircase. We then walked through the 

North Point street market amidst the ding-ding of the 

trams and caught a ferry to Tokwanwan. We stopped for 

a brief coffee, not far from 1aspace, before returning 

by ferry, then we each caught a bus to Causeway Bay 

and Central respectively. Our walk covered the actual 

ground that her father trod as a young man and later in 

his working life in North Point.

Yim’s art focuses on video, photography and installation. 

Last year, Yim was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WMA 

Masters Award for her photography and a personal story, 

The Unlocked Space, about her family - which she explored 

through historical artefacts found in an abandoned 

flat, and a wider story about Hong Kong’s co-operative 

housing. Yim’s latest project, The man who attends to the 

times, is a book of  photographs and text about her father, 

which expands on The Unlocked Space. It “tease(s) out 

tales which were typical of  those who lived through the 

1940s and 1950s as a migrant here – just like how we 

could easily discover a rags-to-riches story in nearly every 

family in a city (built) on migration.” Her father worked 

for 29 years, at the old Government Supply Depot on Oil 

Street, formerly a vibrant artists village in late 1990s, now 

a large Cheung Kong development, with a small corner 

of  heritage buildings, now the LCSD’s Oi! art space. 

Remarkably, Yim’s father and his ‘very ordinary life’ and 

workplace covers Hong Kong’s history after 1948  and 

straddles both Hong Kong’s change in sovereignty and 

as witness to the late-1990s renaissance of  Hong Kong’s 

art scene – the precursor of  what it is today and of  

which his daughter is now an active participant.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 the majority of  us - are usually 

unrecorded, but nonetheless it is these same individuals, 

2 -   This section about artist Yim Sui-fong is partly taken from: 
John Batten, ‘A fall, but the pigeons don’t return to Beijing’, Ming 
Pao Weekly, Hong Kong, 2019/3/2. Previous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Aulina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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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Yim’s father, who give depth to history’s intricate 

stories - including those facts I outlined at the start of  

this essay.  

The art work that Yim exhibited at ‘Talkover/Handover 

2.0’ were recent videos. Black bird Island, was a finalist 

in the Human Rights Arts Prize 2017: it is the amusing  

and symbol ic story of pigeons released during the 

celebrations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ainland in 

1997, supposedly to then fly back to the mainland, but 

became disorientated and stayed because of that week’s 

terrible weather! 

Yim has recently re-edited Fall Down , a video that use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aret Thatcher’s fall on the 

staircase outside Beijing’s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1982 as a metaphor for personal failure. Yim’s video 

shows performers spontaneously fa l l ing down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round Hong Kong, while the voice-

over has performers explaining their feelings and ideas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s and its historical precedent. 

Thatcher’s own fal l , of which historical television 

footage is now included in Yim’s re-edited video, was at 

a moment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negotiat ions for colonial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ainland began. Thatcher’s fall was interpreted as 

an ominous omen - some may argue that that omen is 

being played-out at this present time.

There are reasons for the mainland’s current heavy 

hand towards Hong Kong. The city has great resilience 

and its post-war history demonstrates a remarkable 

capacity for survival and quick-footed innovation. Hong 

Kong also has the moral high ground: Hong Kong 

has the rule of law and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the 

mainland, sixty years after the end of fighting with the 

Kuomintang, doesn’t. 

Yim and her generat ion are not tainted by China’s 

violent recent history. Although it has travelled far from 

the day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still does not  allow dissidence. It is  a country that 

has made remarkable economic gains since the 1990s, 

but still has the need to lock-up any outspoken person 

f ighting the country’s many injustices. Yim’s videos 

capture Hong Kong’s spirit of seeking out the truth. 

Despite the city’s small physical size, it has a bigger 

space in which to discuss the motherland’s faults. Yim 

is one Hong Kong artist doing it.

 

I wonder what Sun Yat-sen would think of all that?

孫中山會怎麼想？ 

香港的殖民地角色從一開始就是貿易營商地和軍

事哨站。二戰後，大批中國難民移居來港，渴望更

自由、更好的生活，並吸收英國自由平等的價值觀，

推動、甚至要求著一個公平、廉潔及法治的社會。

然而華洋之間的不平等，由英殖時期累積至六七暴

動爆發，亦揭露了本土的問題。冷戰時期，香港是

中國唯一的對外港口，擁有獨特的自由和開放性。

隨後工業和金融業蓬勃發展，創造了向上流動的機

會，亦伴隨大量公共設施和基建落成，以應付大批

移民的需求。

2017 年 7 月 1 日，習近平嚴正警告：任何香港獨立

的主張都是踐踏「紅線」。事實上中國早就開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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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空間的展覽設置
Installation at 1a space

《墜落如羽》於香港多處地區演出
Fall  Down, performative act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Hong Kong

1 -  詳見約翰．百德，〈藝術，在雨傘運動之後〉。原刊於《典藏．
今藝術》，2016 年 5 月第 284 期，頁 124 至 127；增寫並再刊於

2017 年《典藏國際版》。

2 - 有關嚴瑞芳介紹部分摘自約翰．百德〈墜落，卻非鴿子回京〉，

陳秀珍譯。刊於《明報周刊》，2019 年 3 月 2 日。

香港培養愛國意識。梁振英 2 012 年在所有政府機

構懸掛國旗，隨後推行「國民教育」，但反對聲音

與 2 0 03 年反廿三條半百萬人上街不相伯仲。2 014

年人大常委公佈「831 決定」為普選設限，觸發歷

時 79 天的佔領。政府不及時解決爭議，讓民意走

向兩極。運動後多人被捕入獄，慘霧瀰漫，嘆民主

路漫長而顛簸 1。其後政改苦無寸進，更接連發生

銅鑼灣書店事件、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還有逃犯

條例的爭議。

香港／中國之間的兩難總令人困惑。嚴瑞芳的新作

部分正是探討中港關係裡的荒謬。2 我跟她由北角

出發，邊走邊談香港近期社會、政治和社區環境的

改變。嚴氏以錄像、攝影和裝置為主要媒介。《大

門沒有上鎖》關於她家人，亦呈現香港合作社房屋

的故事；《看管時間的人》發掘了她父親─ 194 0

至 50 年代新移民在香港生活的典型故事。嚴父曾

在北角油街前政府物料供應處工作，跨越了香港的

政權移交，也見證了 1990 年代末香港藝壇的復興

時期。是次展覽作品《黑鳥島》則以 97 慶回歸的

鴿子在港迷路滯留為題；而《墜落如羽》以戴卓爾

1982 年在人民大會堂摔倒引伸探討人生挫敗。

中國近來對香港頻下重手，惟香港一直很強靭，也

有獨立而完善的司法系統。文化大革命已遠了，但

國內仍未能容納異見。香港縱然地方細小，卻有更

大的空間去討論祖國的缺失。嚴氏的作品正蘊含著

追尋真相的香港精神。我心生好奇：曾在香港籌措

革命能量和資本的孫中山，對當今狀況有何感想？

W h a t  w o u l d  S u n  Ya t - s e n  t h i n k ?



回應作品 
Response Works

句點藝術群體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曾德平 Tsang Tak Ping, Kith   

羅玉梅 Law Yuk Mui  

嚴瑞芳 Yim Sui Fong

Zoie Yung 與勞麗麗  Zoie Yung & Lo Lai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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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點藝術群體  
F loat ing Projects Col lect ive

據點．句點 1.0 隨筆 （等待拍攝 Talkover Handover2.0 作品，句點成員

訪談之時） 漫畫：黎仲民＠句點藝術群體 
Some fragments in FP1.0  (at the time waiting to shoot the interview 
of  Floating Project Collective members, for the video documentation 
shown in ‘Talkover Handover 2.0’ exhibition) - comics by Andio LAI 
Chung-man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於「我的世界」遊戲環境內重建據點．句點 1.0 ( 黃竹坑 ) – 
黎仲民＠句點藝術群體

Rebuild Floating Projects 1.0 (Wong Chun Hang) in minecraft game 
environment - by Andio LAI Chung-man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句點藝術群體

▲  民營藝術空間 
Artists-ru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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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版及又爛地板  ( 據點．句點 2.0) – 駱敏聰＠句點藝術群體 
Paper sample & f loor sample from Floating Projects 2.0 - 
by Kel LOK Man-chung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句點藝術群體

▲  民營藝術空間 
Artists-run Space

句點藝術群體  
F loat ing Projects Col lect ive



130 回 應 作 品  |  R e s p o n s e  Wo r k s 131曾德平

▲  「本土」
‘Localism’

曾德平 

Tsang Tak Ping, K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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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
‘Localism’

曾德平 

Tsang Tak Ping, K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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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羅玉梅

Law Yuk M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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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羅玉梅

Law Yuk M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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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敏感時代的藝術 
Art in Politically Sensitive Era

嚴瑞芳 

Yim Sui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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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遊行想像圖》：4月28日13萬人參加反對修訂《逃犯修訂》條例遊行，我見到有遊行人士高舉白色發泡膠板作橫額，

上面竟沒有文字，「莫須有」三個字頓時出現在我腦海，若《引渡條例》修訂通過，就算空白的訊息，也可能被視作「嫌疑」嗎︖

10年後，在街重演《墜落如雨》會引起怎樣的聯想︖可以在街上遊行嗎︖

鍾耀華佔中案審結後發言：「在你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如果你堅持，記得那種感覺，繼續在日常生活中做你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你就是判了這場運動無罪︒」

《明年的遊行想像圖》：4 月 28日13 萬人參加反對修訂《逃犯修訂》

條例遊行，我見到有遊行人士高舉白色發泡膠板作橫額，上面竟沒

有文字，「莫須有」三個字頓時出現在我腦海，若《引渡條例》修訂

通過，就算空白的訊息，也可能被視作「嫌疑」嗎？10 年後，在街重

演《墜落如雨》會引起怎樣的聯想？可以在街上遊行嗎？鍾耀華佔

中案審結後發言：「在你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如果你堅持，記得那種

感覺，繼續在日常生活中做你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你就是判了這

場運動無罪。」

嚴瑞芳

▲  政治敏感時代的藝術 
Art in Politically Sensitive Era

嚴瑞芳 

Yim Sui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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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BVA. Project ( 藝術家自釀計劃）成立於 2017 年。

從一個藝術項目「Talkover/Handover 廿年回歸前後

話」下「藝術勞動」的議題出發，延伸至「自己展覽的酒

自己釀」的命題而成立。項目發起人何兆南及勞麗麗希

望在藝術創作上開拓更多可能，長遠將成果分享到藝

術家社群。

02 | 藝術家何兆南（South Ho) 自上過由 Zoie Yung
及勞麗麗發起的釀酒學習後，即不能自拔，成為主力釀

啤酒成員，持續勞動，青出於藍勝於藍。他積極於火炭

工作室添置 Grainfather 釀酒機，持續出產自釀啤酒。

勞麗麗剛嘗試以本地薑製作的薑啤。

03 | 釀酒 Recipe 記錄每次嘗試，詳細列明麥芽及啤酒

花種類、份量、烹煮時間等。

04-06 | BVA. x Onion Peterman －《大帽山》系列 
Crosscover (2018 年 4 月）。BVA. Project 藝術家自釀計

劃與藝術家 Onion Peterman 合作，成為我們第一位合

作的視覺藝術家，繪製大帽山系列酒標封面。是次作品

以 Onion Peterman 一貫繪畫人物的風格，取其「大帽」

諧音，人物戴上山型的大帽，為項目增添多一份諧趣。

《大帽山》系列為 BVA. 第一款長期生產系列，由成員

親自到大帽山取水，以水靚茶正的概念採用本地天然

山水釀製。此系列會加入桂花，在英式淡啤的風格上

增加多一重香味，日後我們將嘗試更多材料融入不同

風格的啤酒。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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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Zoie Yung 與勞麗麗 

Zoie Yung & Lo Lai La i  

Z o i e  Y u n g 與勞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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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 何兆南作品《醉生與夢死》

此系列混合了裝置、攝影、自釀啤酒為主要創作媒介。何以電影《東邪

西毒》（王家衛導演 •1994）中故事為藍本，自釀出兩款啤酒「醉生」和「夢

死」，以作品開展對香港的感受。本來兩人同桌，生活價值相近，但政

治環境的改變，兩人對香港選擇了不同的方向，有些人選擇忘記一些

往事，有人卻記得更清楚，反映了香港人之間近年來出現的撕裂狀態。

（撮寫自何兆個人網頁 http://www.sixsixho.com/）

08 | 有感「黑啤唔知點影好」、「黑貓唔知點影好」，計劃邀請了藝術

家 Eunice Tsang 創作 label。

09 | ‘How REAL is REAL ?’ 展覽於 2017 年 9 月舉行，啤酒 label 為
勞麗麗錄影作品《蕁痲》截圖。

10-11 | BVA. 曾於本地多個展覽場地出沒，包括油街實現、香港藝術

中心、合舍等，以酒會友。

( 文字| 勞麗麗、何兆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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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8

10

09

Z o i e  Y u n g 與勞麗麗

▲  藝術勞動 
Art Labour

Zoie Yung 與勞麗麗 

Zoie Yung & Lo Lai La i  



「廿年回歸前後話」工作小組成員

‘Talkover/Handover 2.0’ Working Group

丁穎茵、查映嵐、黃小燕、張蓉、張嘉莉、魂游

Vivian Ting, Evelyn Char, Phoebe Wong, Cheung Yung, 
Clara Cheung, wen yau

活動統籌 Project Coordinator |  鄭彩雲 Carey Cheng

展覽實習生 Exhibition Interns | 陳亦桐 Ella Chan  

 蘇翠 So Tsui

「廿年回歸前後話」展覽（2017）由香港藝術研究組與 1a 空間合辦 

The ‘Talkover/Handover 2.0’ exhibition (2017) was co-presented by Hong 

Kong Art Research Initiative and 1a space

url |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lkoverhandover/

facebook | https://www.facebook.com/talkoverhandover2.0/

策劃 Organizer

香港藝術研究組成立於 2016 年，旨在實驗及探索創新、獨特而切

合本地文化脈絡的研究方法，並與不同機構及組織合作，推動及進

行不同形式的香港藝術研究及相關的歷史書寫。

Hong Kong Art Research Initiative, established in 2016, aims to 

experiment and develop new and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o 

study Hong Kong art within its cultural context.  The group is open to 

collaborate with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research on 

Hong Kong art and art history writing. 

1a 空間成立於 1998，由一群香港藝術工作者發起，是一個非牟利

的另類視覺藝術空間，目標為推動香港及國際當代視藝的創作、交

流、實驗、傳播。經過多年來的努力，1a 空間已發展成香港重要

的當代視覺藝術機構之一。迄今已舉辦了超過一百三十個展覽和活

動，當中包括國際交流、文化節、社區互動藝術、藝術教育及賞析、

藝術評論和出版。1a 空間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資助及捐獻，部份行

政費用來自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1a space, founded in 1998, is an independent, non-profit making 

contemporary visual art organization and art venue founded by a 

collective of  Hong Kong artworker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critical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visual arts practices and affiliated 

artforms through 1a space programme drawn from Hong Kong and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operation funding of  1a space has been 

supported by grants and donations. 1a space's administration cost is 

partially supported by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參與藝術家 Participating artists

句點藝術群體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成立於 2010 年，「據點。句點」於 2015 年由黎肖嫻聯同十幾

位不同才藝的年青藝術創作者，進駐黃竹坑一所工廈，在一個

1800 平方呎的「藝術工場」裏，展開新一輪的實驗。面對工廈

有限制的土地用途，在只有基本設置的工廈「空置」單位裏，

「句點」藝術群體聚集起來，憑著好奇心、實驗的意決，挑戰白

格子展覽空間或畫廊的概念，探索及認定在今時今日香港社會

和藝壇裏，藝術家可能的作為及貢獻。2018 年 8 月，「句點」

群體轉移陣地，遷至石硤尾的舊工廈改建的藝術村，展開「據

點。句點」2.0 (FP 2.0) 新一回合的三年實驗，仍堅守個體自主

的協作，探索主體、存活的空間度向，互媒和跨學科的探討。 

Floating Projects was founded in 2010 and reinvented in 2015 by artist 

Linda C.H. Lai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dozen of  emerging artists (the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It is a ‘site of  artistic production’ located 

in a ‘vacant’ 170m2 industrial space in Wong Chuk Hang. Being curious 

and venturesome, the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is aspired to challenge 

the notion of  white-cube art space, and to explore what artists can 

specifically do nowadays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and physical constraints 

in Hong Kong and the art scene. In August 2018, the Floating Projects 

Collective (FPC) moved into a new re-purposed industrial building in 

Shek Kip Mei’s JCCAC to drive a new phase FP 2.0, which remains a site 

of  collaborative-individuated art experiments after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media principle, and itself  an art project that interrogates 

questions of  space and being.

曾德平 Tsang Tak Ping, Kith

生活行者。從事教育、務農、視覺藝術、設計、出版、策展、藝術

和設計評論。Para/Site 藝術空間的創辦人之一。「生活館」農場成

員，推動永衡文化生活（Permaculture）。「生活書院」義工，推

動文化藝術、生命教育和環境教育。

A life practitioner doing education, farming, visual art, design, curation,  

art and design criticism. He is the co-founder of  Para/Site Art Space 

(1996) to promote community arts and a member of  Sangwoodgoon 

Farm (2011) to promote Permaculture. He is a volunteer in School 

of  Everyday Life to promote art and culture, life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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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玉梅  Law Yuk Mui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碩士畢業，創作以影像和聲音為主要媒介。常

以田野調查和訪問為方法，介入城市空間及日常，捕捉空間與生命

體相互碰撞而產生的物理痕跡、心理軌跡和時間形跡。她亦擅於挖

掘表層下的細碎敘事與物事，鉤沉微歷史，以及重新想像創作的剩

餘物，賦予其全新意義。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a Master 

of  Fine Arts. Using image and sound as her mediums of  preference, 

and adopting the methodology of  field study, she often intervenes in 

the mundane space and daily life of  the city and catches the physical 

traces, psychological pathways and the marks of  time—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ace and living beings. Mui often digs beyond the 

surface, through which she would recover fragments of  narratives and 

micro histories. 

嚴瑞芳 Yim Sui Fong

主要從事混合媒介及文字創作，包括透過行動和建構情境讓公眾參

與創作中。作品探索人類溝通之間的誤差、傳譯和引力。在小說和

歷史、身體和情感記憶，時間和旅程之間，演繹人們如何通過重述

記憶來聯繫自己與日常人事。

Yim practice in mixed media, writing and performative action engages 

the broader public sphere through exploring the gap,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 sense of  gravity among human communications: how people relate 

themselves with others by re-telling the history and memory, her practice 

looks into spaces between fiction and history, bodily and emotional memory, 

and time and journey.

Zoie Yung 與勞麗麗 Zoie Yung & Lo Lai Lai

由學生時期至其後在畫廊及拍賣行工作，再到在廣州創立自主空

間，Zoie Yung 對酒水研究有加，並於友人成立 「openingwine.

com」小組，以文字記錄酒評側寫藝術展覽；遇上以旅遊、大自然

生態作主要媒介創作的勞麗麗，在生活館務農讓她重思食物及生活

的關係，而因為飲用某品牌啤酒而皮膚敏感，觸發了麗麗對啤酒的

研究，並開始了釀製啤酒。

Zoie Yung has become an art and wine pairing connoisseur after 

working in gallery, auction house and her own independent art space in 

Guangzhou. She co-founded ‘openingwine.com’ with some friends, a 

group for reviewing art exhibitions by wine tasting. Lo Lai Lai’s works 

oftentimes mediate on the notion of  traveling, the nature and ecology, 

and her practice of  farming in Sangwoodgoon has also given her new 

insights into food and life. Since having food allergy to a specific brand 

of  beer, Lai Lai has gained enthusiasm and started her own beer brewery.

作者	Writers

魂游	wen yau

跨媒介藝術家、研究、策劃及評論人，近年專注於即場／行為藝術

及社會實踐的創作及研究。2005-2012 年曾任亞洲藝術文獻庫香港

項目研究員。2018 年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完成博士課程， 

2015-2016 年度獲頒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赴美國西北大學作訪問學人。 

As a cross-media artist, researcher, curator and writer, wen yau has 

focused on performance/live art and social practices in the last few years. 

She worked as Researcher at Asia Art Archive (2005-2012). She obtained 

an PhD at the Academy of  Visual Art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8). In 2015-2016, she served as 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Performance Studies Department at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SA. 

丁穎茵	Vivian Ting

獨立研究員，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後赴英修讀博物館學，

曾於布里斯托巿立博物館、巴斯東亞藝術博物館、樸茨茅斯巿立博

物館等工作。其研究範圍在於不同觀眾群對文化藝術的想像及其與

香港社會文化消費的關係，曾策劃的展覽的包括﹕「火花﹗入區搞

搞震」(2015) 及「識見香港：老照片的時光」(2016)。

As an independent curator and researcher.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did Museum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and gained curatorial experiences at the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in Bath and the Bristol C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In considering what 

the arts and culture mean to the public and how to articulate multiple voices 

of  the city, she has been writing and developing curatorial projects, such as 

‘Sparkle! Let’s Art’ (2015) and ‘Envision Hong Kong’ (2016).

張煒森	Eddie Cheung Wai Sum

張煒森關注當代藝術展覽與作品之間的關係，以及當中衍生的問題，

藉此延伸展覽的詮釋空間。現專注藝評等藝術書寫工作，亦為藝術

家和策展人，策展項目包括「張三李四收藏展」（大館，2018）。2017

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16 藝術新秀獎（藝術評論）」。

Cheung's works concern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and artwork, and allow for a broader scope of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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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discussion of  exhibition. Currently focused on arts criticism, 

Cheung is also an artist and curator, including ‘Collections of  Tom, 

Debbie and Harry’ (Tai Kwun, 2018). He received The Award for Young 

Artist (Arts Criticism) from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in 

2017.

范沁榆	Phoebe Fan Tsam Ue

2008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浮游職場十年後

成為自由文字工作者，並與伙伴共同創立了 THIN AIR 語言顧問公

司。志在以文字養活自己及搭起各道橋樑。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a major in 

Cultural Studies, Phoebe Fan has served in several positions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 sectors and has now become a freelancer and co-founded 

Thin Air Language Consultancy Limited which provides translation, 

copywriting and other language-related services.

黃小燕	Phoebe Wong

自由撰稿人。2002-2011 年間，任職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部。先後

成立的民間組織有：「唔知做乜嘅設計聯想會」、「民間博物館計

劃」和 The AiR。評論文章見於《Yishu》、國際藝評人協會香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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