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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C

NEW VISION FROM EMERGING TALENTS CHEMISTRY. CULTURE. CURIOSITY.

《MILK》誌設計生活報。「SIDE」指涉兩面，SIDE C顧名思義指新面向，由平面走向三維。「C」則泛指文化（CULTURE）、好奇

（CURIOSITY）、火花（CHEMISTRY）、創意（CREATIVE）、當代（CONTEMPORARY）等。我們拼合以上元素，分為設計及生活兩部份

，分期刊登。廣邀本地不同背景的創意人寫下自己所思所感，讓讀者汲取更多角度的設計生活資訊。

rac visual by RACHEL IP 賣生活。

transformer by JOEL KWONG 彩虹藝術。

journal de by RONY CHAN 創作與人生。

有些書店是賣書的，有些書店是生活的書店可直接反映一個地方的精神文明及文化質素。

去旅行的時候，有時會見到當地充滿著各式各樣大大小小有趣的書店，每當看到漂亮的書店時，心裡不禁極度羨慕。畢竟，香港書

店的種類、書目、裝修及講究的程度，跟她的物質文明似乎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不是說香港沒有好的書店，像實現會社、ACO、

kubrick、書得起及不少二樓書店‥‥‥有些也做得不錯。可是，每當要找較偏門的書籍時，特別是有關藝術的書，書目可說是相

當貧乏。

一種生活的場所

日本的蔦屋書店，我想大家可算是已相當熟悉。她不單是一所大型書店，更是一處生活場所。位於官代山的店由三座玻璃屋組成。

書店內外有很多可供大家靜靜坐著看書的空間，坐在窗邊一邊看書一邊看著窗外的風景，簡直令人悠然神往。書店二樓有一間酒吧

，四周被連綿的書架包圍著，書架上放著的並不是只是用作裝飾的書籍，而是一本又一本珍貴的書目。我在書架上發現一整套日本

攝影大師的絕版書，頓時雙眼發光！心想，假如可以在這裡泡上一天，喝杯威士忌再嘆這套書，可真是相當幸福。書店本身也不是

虛有其表，我在這裡找到細江英公的《薔薇荊》，令人喜出望外。

假如閣下喜愛攝影書的話，東京的IMA CONCEPT STORE將會令你樂而忘返。攝影書種類之多，簡直令人心跳加速。香港的書店來來

去去都是那幾個書目，很多書都不能找到。這裡不但有大量日本新舊攝影師的攝影集，更有大量在攝影史出現的藝術家的書目，再

偏門都有，可見採購者對攝影頗有認識。

懂書

有時候，在香港很多地方，看到書架寫著「攝影」的，大多可以不看。在此等欄目下擺放的大都只是工具書，你不會找到《ON

PHOTOGRAPHY》、《THE WAYS OF SEEING》‥‥‥縱觀香港幾大書店，「藝術」及「攝影」書架大多不堪入目。書架的整理及安排

，反映著主持人對書籍的理解。我記得馬國明去年出版的《12國16天遊》，便多次被分派到旅遊書架，真的十分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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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ARMANI CONCEPT STORE也有一間書店，賣的都是藝術書。書目不錯，除了較大路的TASCHEN系列，也能找到不少藝術理論及較

冷門的項目。真正有型的人，不但只靠衣著。ARMANI書店雖有趣，但要數看到嘩嘩聲的，是在運河區內的LIBRACCIO。LIBRACCIO靠

近河邊，一字排開有三間書店：一間賣文學書、一間是藝術書專門店、一間賣二手書，賣二手書那間有些更低至兩歐羅一本（二手

書的好處除了相宜，最重要的是可找到舊書）。賣藝術書那間真的十分精彩！書籍數量相當驚人，滿滿的，由地上排到大花，像尋

寶。新舊書目包羅萬有，書價還要比香港便宜一半以上。可惜她們賣的書大多是意大利文，四歐羅一本《IMPRESSIONISMO》！我想

將整個系列搬返香港。

要數可愛的書店，還有京都的惠文社、堔圳OCAT的舊天堂、台北師大附近的二手書店、政大書城、台北美術館的附屬書店，她有自

己出版的研究項目，要找中文藝術書，這也是不錯的選擇。

有些書店是賣書的，有些書店是生活的。

為生活投票

假如能在香港買到的書，我也盡量不會上網訂購。博客來可能會平一點，也方便一點。但當人人都去網購時，恐怕香港最後連幾間

二樓書店也快要支持不住倒閉。最後能逛的莫非只剩那幾大品牌？可大眾書局那日本城式的廣播，我真的受不了！大眾真的很大眾

。

你的消費模式也是對生活的一票，愛書的便多買書，多到你支持的書店消費，用行動去支找她們。

樂文、田園雖空間不大，談不上「姿整」，但也是默默經營的好書店，在香港要找書的時候，我也會盡量先到樂文看看。

Rac Founder

Rachel Ip

視覺藝術工作者。修讀藝術及文化研究。曾為 THE UPPER STATION（PHOTO GALLERY）畫廊經理，負責藝術行政及當代攝影藝術推

廣等工作，曾策劃多個展覽及藝術文化活動。2012年成立RAC。除?授藝術、攝影外亦有撰寫藝術評論文章以及擔任藝術策展工作。

現為香港藝術學院兼職講師。

www.iphiuyin.com╱info@iphiuyin.com╱www.facebook.com/RacVisual 01-02	米蘭ARMANI書店。

03	四歐羅一本《IMPRESSIONISMO》。

04-06	運河區內的LIBRACCIO。

RAINBOW US彩虹萬歲萬歲萬萬歲626社交媒體滿佈彩虹，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通過歷史性的裁決，讓同性伴侶有權在全美任何

地方結婚，讓全球見證爭取同性權利的成功一大步致敬。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一句說話，就像白宮外的七色投映，為世界繪上一道無

國界彩虹。他說：「TODAY, WE CAN SAY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WE MADE OUR UNION A LITTLE MORE PERFECT. 」七色光譜

從來代表無數光明，也許因為彩虹是自然現象，在雨後在晶體拆射中在瀑布附近，均可見。而彩虹在許多國家城市文化背後也藏有

不同傳說：中國神話裡女媧煉五色石補天所發出的彩光就是人們肉眼所見的彩虹，而台灣原住民包括太魯閣族、賽德克族、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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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相信彩虹的盡頭就是祖靈的所在地，然後在北歐神話中彩虹是那條連接天神領域與凡人世界的橋，這些傳說大概不難被認為是

人類對美好世界的願景。你呢？你的彩虹在哪裡？

活在數位世代，當我們發現彩虹的代號已不再單純存活在天空中或玻璃球上，媒體與科技更把七色彩橋（美好世界）與人們愈拉愈

近。

早在2014年，荷蘭媒體設計師DAANROOSEGAARDE為慶祝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一百二十五周年推出其在地作品《THE RAINBOW

STATION》， 在太陽下山以後透過一部透鏡投映機及新種液體水晶科技，彩虹就會降臨車站的東面，在每天日落以後不再只有光害

但送給人們一抹抹RAINBOW SHADE。彩虹除了遠眺以外，又可否走在其中？英國藝術家LIZ WEST在曼徹斯特的NEW ART SPACES

FEDERATION HOUSE就把七色彩虹引入室內，作品名為《YOUR COLOR PERCEPTION》。這個世界有種東西叫做COLOR THERAPY，原來顏

色不單代表情緒也可以治療身體；當大家以為藍色是鬱結的時候原來藍色在治療層面上是可以減低感染程度、降血壓、舒緩強烈情

緒等。

當你走進這道七色空間，你走的是一段心靈身靈旅程，而不是只是用光譜曬曬命。

而每次談及彩虹不得不提的一定是《GLOBAL RAINBOW》。記得第一次玩雷射（LASER）是一個便宜的小燈，小時候我喜歡凌晨時睡

不著便用雷射照大街上的車和人，那時候不知危險。長大後發現LASER直射眼睛可導致失明便改射天空，射得上天空當然就代表它

的射程超遠，而也正正因為它的特質才造就《GLOBAL RAINBOW》。藝術家YVETTE MATTERN，又稱RAINBOW GIRL，在2012年LONDON

CULTURAL OLYMPIAD YEAR為這件持續性作品揭開序幕。七支平??雷射彩光射上天空越過人群，YVETTE說這件作品代表的是全球各地

的多樣性以及予人類未來的無盡希祈厚望。

說到希祈，就想起2014年底我在東京一個人做研究時在東京都美術館的一場偶遇。那年冬天日本很冷，一個人走到美術館已算風塵

僕僕，傳說這裡有一堆水晶作品，也許能一解疲累。這場與空間詩人吉岡德仁的偶遇，讓我在那座由五百件水晶棱鏡所組成的《

RAINBOW CHURCH》跟前站立超過半小時，當日光透現，折射中就能看見無數彩虹。我們都有些心願未了吧？無論是對自身、社會、

家人愛人、世界命題，甚麼也好，讓我們借著這道由網絡世界無限延伸的彩虹 MAKE A LITTLE WISH。

讓我以一句YOKO ONO的話終結：「EVERY DROP IN THE OCEAN COUNTS」。

Curator

Joel   Kwong 新媒體藝術策展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曾於本地、台灣、美國及中國多個城市策劃新媒體藝術項目，致

力把新媒體藝術透過不同渠道及平台滲入大眾生活。視藝術為終身信仰，糅合科技科學的創意是令世界變得更透徹的不二法門。現

同時為HONG KONG DESIGN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員，專責研究TRANSMEDIA超媒體。

joel@microwavefest.net / www.microwavefest.net 01	《RAINBOW STATION》（2014）BY DAAN ROOSEGAARDE（THE

NETHERLANDS）02-03	《YOUR COLOR PERCEPTION》 (2015）BY LIZ WEST（UK）04-05	《GLOBAL RAINBOW》（2012）BY YVETTE

MATTERN（US）06-07	《RAINBOW CHURCH》（2013-2014）BY TOKUJIN YOSHIOKA（JAPAN）

無常．人生．創作

無常人生

其實奈良美智在金鐘ASIA SOCIETY這個展覽已開幕了一段時間，之前不是沒有時間就是不在香港，一直未有去參觀，上星期終於抽

時間去了。去時剛和家人飲茶，太久不在港所以這思鄉茶飲得特別高興，但之後去完這展覽，看到了奈良美智的作品，它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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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令人有點傷感。可能巨蟹座的人比較敏感和情緒化，而且一直很喜歡他的作品，很清晰直接，相信有去看過展覽的朋友，都會

和我有同樣感覺，如展題一樣，「無常人生」。

早前外公中風入院，到現在已經差不多留院五個月了，出事時全身不能動而且說話不清，只能像嬰兒般作聲，完全不能表達，現在

有一邊手腳能有力地動和能說一點簡單的，但還是不能進食，每日只能靠膠管把液體食物輸送進食道，愛吃的外公要這樣進食，但

求維持生命，一定很痛苦，而且每日在醫院接受不同治療，單是打針和針灸，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已經很大折磨。每次去探望他

，緊握他那還能舉起的右手，他雙眼都是紅紅的、都會流淚，是見到親人的感動亦是痛苦的表達，但自己除了跟他多說話去訓練他

的口部活動能力，使他可正常表達想說的，和說一些鼓勵他的說話給他打打氣，便沒有甚麼我可以做到了。最近一次去探他，亦是

熱淚盈眶，請來中醫師為他針灸，我如常緊握他的手，但過程中他不斷叫醫師和我走，說自己沒有好轉，不想再受苦，還有點想輕

生的念頭。生老病死本是平常事，但當要去經歷這過程，還未能真的持著平常心。寫這篇稿時正是自己的生日，三十二個年頭就這

樣過去了，時間好像愈越走愈快。看到奈良美智畫的小女孩，其實小朋友表達情感是最真摯、最直接的，說話亦不會轉彎抹角，思

想沒有雜質，所以在展覽中的畫，看到的情感能感動觀眾。「無常人生」亦展出奈良美智的新作品，是他在日本大地震後的創作

，其中自己最喜愛的，是多個白色小孩人像一直靜靜的在流淚，眼淚流滿了一整個咖啡杯。天災令人痛失家園，最不幸的是失去至

親，無常人生，人生無常，我們要好好珍惜身邊人！

就地取材

關於奈良美智的創作靈感，相信很多都與歌有關，因為他習慣播著音樂畫畫，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一些歌詞寫在作品上。最

有趣的是，他亦喜歡在紙皮上畫，展覽中亦展出了一系列的「紙皮畫」。其實創作靈感這東西，很多時候都是「就地取材」，我們

受身邊環境影響，當然遇上甚麼人、事、物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創作，大家亦不妨多放低手機和上少一陣網，去留意、去感受、去觀

察周圍。

MIRO Co-Founder

Rony Chan

2010年與MICHAEL LEUNG在荷蘭成立設計工作室MIRO。DESIGN ACADEMY EINDHOVEN碩士畢業後，首個作品以「從語言到設計」為題

，設計出具文化特色的設計系統和一系列家具。作品探索不同的工藝和工業，設計涉獵多個層面和範疇。

www.michaelandrony.com 01-03	「無常人生: 奈良美智」展（圖片來源：MIRO）edit：emily　design：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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