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際巡迴展覽

全球藝術行動於香港舉行首站國

《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代藝術展》
年 月 日星期三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開幕
展覽探索區內多元當代藝術風格
展覽名稱：
展覽地點：
展覽日期：

《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代藝術展》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香港金鐘正義道 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紐約及香港，
年 月 日）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呈獻《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代藝術
展》，為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全球藝術行動（
）的巡
迴展覽打響頭炮，展期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展覽囊括了十三位來自南亞及
東南亞地區藝術家的作品，包括孟加拉國、柬埔寨、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巴基斯
坦、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呈現區內重量級創意藝術作品。
《越域》展覽早前於紐約所羅門‧ ‧古根漢美術館（
）展出（展
期
年 月 至 月 日），為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全球藝術行動的其中一部份。此項全
球藝術行動是一個橫跨多年的文化合作項目，致力推廣南亞及東南亞、拉丁美洲、中東及北非三
大地區的當代藝術。項目涵蓋策展駐留、國際巡迴展覽、觀眾為本的教育節目及購置古根漢永久
藏品的工作。《越域》的展品均由古根漢瑞銀
購買基金（
）特別為古根
漢藏品最新購入的。完成香港首站巡迴展覽後，《越域》展覽將移師至新加坡舉行。
展覽概覽
《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代藝術展》由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南亞及東南亞展策展人葉德晶
（
）以及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藝術館館長陳少東（
）攜手策劃，展覽囊括
來自十三位區內藝術家共十八件包括繪畫、雕塑、攝影、錄像及混合媒介的作品。
指出：「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藝術風格非常多樣化，區內藝術家及作品的數量相比其他展
覽項目前所未見的多。本展覽希望透過不同的藝術作品，展示多元的美學發展藍圖及眾多當代
藝術家感興趣的主題，並以挑戰條件較優越的國家及民族事件為基礎，進一步了解相關的人和
事。除了作品展覽外，大會亦安排了一系列活動讓不同背景的本地觀眾參與，《越域》絕對不
只是個展覽，而是一個供各界討論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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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香港展覽的藝術家及作品包括：

（
，緬甸仰光），《白塔無需金子》（
），
 巴尼‧阿比迪（
，
，巴基斯坦卡拉奇），《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之魂》
（
），
；《這段錄像是情景再現》（
），
；《厭倦擺姿勢的男孩》（
），
 禮薩‧阿菲西納（
，
，印度尼西亞萬隆），《甚麼 》（
），
 卡迪姆‧阿里（
，
，巴基斯坦奎達），《無題 ，魯斯坦系列》（
），
－ ；《無題 ，魯斯坦系列》（
），
；《無題
，魯斯坦系列》（
），
－
 席帕‧古普塔（
，
，印度孟買），《
》，
－
 梁致協（
，
，馬來西亞吉隆坡），《與亞都拉攀比 》及《與亞都拉攀比 》
（
），
 塔耶巴‧貝根‧里皮（
，
，孟加拉國戈伊班達），《愛床》（
），







阮‧安德魯‧俊（
，
，越南胡志明市）， 《敵人的敵人：獻給紀念碑
的紀念碑》（
），
阿拉雅．拉斯迪阿美恩斯柯（
，
，泰國桐艾府），《月亮的背叛》
（
），
萬迪‧羅塔那（
，
，柬埔寨金邊），《炸彈池塘》（
），
諾爾貝托‧羅爾丹（
，
，菲律賓羅哈斯市），《
》，
唐大霧（
，
，新加坡），《我們的孩子》（
），
（
，越南河內），《我們要甚麼》（
），
－

展覽的名字取自葉芝（
）的詩作《駛向拜占庭》（
，
）的開首句
；科馬克‧麥卡錫（
）在小說《老無所依》（
）有
引用，名字象徵一份超越地理與政治框框、對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認識。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
歷史最早可追溯至遠古時代的王國，再到後來的帝國和現在的民族國家。殖民、分裂、外國介
入等事件及過程，在區內仍然殘留著痕跡，塑造了文化記憶的一部分。此外，南亞及東南亞也
是許多具影響力的思想、宗教、倫理學說的發源地，包括佛教、印度教及伊斯蘭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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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合作舉辦的香港展覽吸取了紐約展在文化、歷史及政治方面的主題思想，
再加入了南亞及東南亞獨有的靈性和道德原則對區內社群的影響。《越域》探討當代藝術在這
個百花齊放的地區內之多樣化風格，同時反映了參展藝術家們如何超越簡約的藝術表達，進一
步就信念的呈現和影響進行反思。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行政總監孟淑娟女士（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與所羅門‧ ‧
古根漢美術館、其基金會及瑞銀集團合作，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辦《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
代藝術展》。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與此次展覽的願景想法一致，希望透過藝術及文化交流促進各
國之間的認識，並推動香港與環球觀眾的參與。目前區內藝術及創意文化發展蓬勃，絕對是將
這個世界級展覽引入香港的最佳時機。」
所羅門‧ ‧古根漢美術館及基金會總監
（榮安生）表示：「這次古根漢美術
館瑞銀
全球藝術行動和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合作籌辦《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代藝術展》，
充分善用了我們亞洲藝術項目（
）的雄厚基礎，為本地、區內及全球的觀眾帶
來更深入、具價值而且與別不同的文化交流。」
瑞銀亞太區首席執行官尹致源先生（
）表示：「瑞銀很榮幸能將《越域：南亞及東
南亞當代藝術展》帶到香港。展覽在紐約相當受歡迎，而這次在香港舉行，讓我們得以在國際層
面推廣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多元化當代文化風格。為期多年的古根漢瑞銀
全球藝術行動致
力促進文化交流，協助世界各地的藝術單位接觸新的鑑賞者，同時拓展我們的藝術教育計劃。」
展覽大綱
《越域》的作品主要環繞四個主題：各自反映出不同的信仰及道德層面。第一個展館展現了宗
教對區內民族國家誕生的影響，藝術品包括席帕．古普塔（
）的雕塑作品《
》
（
）及諾爾貝托．羅爾丹（
）的《
》（
），分別探索了南亞地區
的分崩離析，以及菲律賓被侵佔的歷史。放置於藝術館分館的萬迪．羅塔那（
）裝
置錄像及攝影作品《炸彈池塘》（
）（
）則批判了美國在越戰期間對柬埔寨進
行轟炸對地貌帶來的深遠影響，進一步揭示了文化與政治交匯所帶來的後果。到了第二個展
館，主題卻搖身一變為研究今日全球社會及宗教傳統之間的關係，在阮‧安德魯‧俊（
）的作品《敵人的敵人：獻給紀念碑的紀念碑》（
）（
）中，藝術家利用傳統的木刻技術將美式足球棒改頭換面，藉此對越南憎侶
勇抗宗教逼害得舉措致敬。阿拉雅．拉斯迪阿美恩斯柯（
）的作品《月亮
的背叛》（
）（
）則將了近年泰國政治衝突的畫面與大受歡迎的電
視劇集選段並列。展覽透過作品進一步引導觀眾思考，宗教規範（也許是表面地）如何在毫不
相干的群體中產生聯繫或對立的作用。在梁致協（
）的攝影作品《與亞都拉攀比》
（
）（
）中，華裔與印度家庭都穿上了象徵馬來西亞官方宗教
──伊斯蘭教──的服裝。最後，大會展出了另外一系列的藝術作品，探討擁有不同宗教文化信念
的個人與群體之選擇自由，如塔耶巴．貝根．里皮（
）的作品《愛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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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既誘人又具威脅意味的方式，令人想起在孟加拉針對政治與性別議題產生的
暴力事件。
《越域：南亞及東南亞當代藝術展》由葉德晶（
）策展，並得到所羅門‧ ‧古根漢美
術館前助理策展人
的協助，而所羅門‧ ‧古根漢美術館的亞洲藝術三星資深館長
亦有份提供指引。紐約所羅門‧ ‧古根漢美術館基金會副總監及
及
首席策展人
；與及所羅門‧ ‧古根漢美術館的策展事
務總監楊瓊恩（
）則負責監督整個橫跨多年度項目的策展方向。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藝
術館館長陳少東（
）和藝術館主任陳敏（
）與葉德晶（
）及
古根漢的策展團隊緊密合作，呈獻此次香港站的展覽。
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全球藝術行動
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全球藝術行動致力透過鼓勵廣泛觀眾如藝術家、策展人及教育家等的參
與，務求促進地區以至國際間的交流及創意互動，為各機構、藝術家、學者、美術館觀眾及網
上社群培育持久的關係。計畫成立於
年 月，其精神乃建基於所羅門‧ ‧古根漢基金會著
名的國際化歷程，並將其發揚光大。
開拓現場與網上交流對話
古根漢美術館的宗旨，是鼓勵當代藝術與文化工作的跨文化對話交流。為此，美術館與亞洲協
會香港中心的教育人員合作舉辦一系列為年輕人、家庭及成年人而設，題材廣泛而創新的節
目、工作坊、表演及網上活動。連串教育活動涵蓋文化與專業交流、藝術家的參與、科技創意
融合，以及視覺藝術方面的活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國際知性論壇平台。
在展覽進行期間，一連串的教育活動將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及網上舉行。精選活動包括：













教師培訓工作坊及開放日
畫廊導賞及體驗工作坊等家庭活動
為視障人士而設的導賞團
探討當代文化多樣性的研討會
探討「米」為農作物、食糧、及材料的活動
在藝術家塔耶巴．貝根．里皮（
）、唐大霧（
）、卡迪姆．
阿里（
）駐留香港期間，分別舉辦一系列由藝術家主導的展覽工作坊、表演活
動及公開講座
多媒體導賞，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提供更豐富的作品資訊、藝術家評鑑及策展概覽
家庭活動及教學指南，另備電子版本可於網站下載
為小學生及中學生而設的互動展覽導賞
為期半天的教育家研討會，探討如何讓美術館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為學生而設的活動工作紙，另備電子版本可於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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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網上活動將跨越地域的界線，為世界各地眾多的藝術愛好者在展期前後取得相關的資
訊。此次全球藝術計劃的網上平台提供了由策展人、藝術歷史學家、藝術家及區內專家精心炮
製的文字、錄音及錄像資料。網站為參展藝術家打造個別頁面，進一步提供有關其藝術風格，
以及古根漢瑞銀
購買基金的藏品資訊。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簡介
作為亞洲協會十一個中心之一，亞洲協會香港中心（「香港中心」）於一九九零年由恆生銀行
名譽董事長利國偉爵士帶領一班香港社會領袖所創立。作為地區領導性知識平台，香港中心致
力促進區內對國家、亞洲以及世界各項影響地區議題的認識亦積極擴展地區和國際領袖與學者
的網絡，為大眾提供專業而廣泛的活動，當中包括商業及政策、藝術與文化、教育等。二零一
二年二月，香港中心將其新會址確立於金鐘。
所羅門‧ ‧古根漢基金會（
）簡介
所羅門‧ ‧古根漢基金會於
年成立，致力透過展覽、教育活動、研究及出版項目，推廣藝
術、特別是現代及當代藝術的理解及賞析。在
年代，紐約所羅門． ．古根漢美術館和威尼
斯的
結合，成為古根漢網絡。網絡其後又加入於
年開幕的畢爾
包．古根漢美術館，以及現正建設當中的阿布達比古根漢美術館。展望將來，古根漢基金會將
繼續尋求國際間之合作，讓當代藝術、建築和設計跳出美術館的局限。詳情可瀏覽
。
瑞士銀行集團簡介
瑞士銀行集團（瑞銀）擁有一百五十年的悠久歷史，在全球各地服務私人、機構及企業客戶，
並為瑞士當地的零售客戶提供服務。環球財富管理業務及瑞士銀行網絡是其業務策略的關鍵，
加上以客戶為本位的投資銀行服務和環球資產管理業務，瑞銀將進一步拓展其財富管理的專營
服務，並推動集團業務增長。瑞銀集團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均有分行，並在五十多個國家設有
辦公室，百分之三十五員工在美洲工作，百分之三十六在瑞士，百分之十七在歐洲其餘各地、
中東及非洲，而百分之十二則在亞太地區。集團在全球聘用了約六萬一千名員工，並在瑞士國
家證券交易所及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香港金鐘正義道 號
電話：（ ）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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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費：
成人（非會員）：港幣三十元正
長者（六十歲或以上）及殘疾人士：港幣十五元正
亞洲協會會員、全日制學生、十八歲或以下人士及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免費入場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八時
逢星期一及公眾假期（聖誕節正日、元旦、大年初一及初二）休館
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全球藝術行動網站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網站
社交媒體
古根漢

亞洲協會
香港中心

有關古根漢美術館瑞銀
完整的傳媒資料請瀏覽
歡迎登入
歡迎瀏覽
登入名稱：
密碼：

全球藝術行動的最新消息，請在
。

關注

瀏覽新聞稿的簡體中文及英文。
下載作品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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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溫穎芝（
） 謝貝嬈（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葉慧雯（

）

有關瑞銀集團的查詢，請聯絡：
瑞銀集團（亞太區）

）
古根漢美術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