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續章：香港當代藝術展》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9 月 27 日 

展覽資料 

 

 

 

在不同的文化裡，三十歲象徵著個人成長的里程碑。傳統儒家的哲學思想中提到的「三十而立」，指出

三十歲為邁進成長的關鍵年，建立的觀點及態度也將成就往後的三十年。時至今日，大眾把三十歲視

為成熟的指標，一個讓我們回望過去，展望豐盛未來的轉折點。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踏入第三十個年頭，亦想分享這個情感的共鳴，並在這個時間反思香港的社會歷史

發展，並以組織自身反思其建立溝通和理解的橋樑的角色。作為連繫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教育樞紐，

我們期望藉著這次展覽呈現出當代藝術與理論知識的結合，以及創作的多樣面向。  

  

《續章：香港當代藝術展》聚集十位活躍於本地藝術家的研究式創作，以回應城市的集體歷史及共有

的生活記憶。在沒有既定的創作藍圖下，藝術家以不同的研究手法，如訪問、文獻搜集及田野考察作原

點，進入啟發及思考過程，再轉化為具強烈的視覺、互動及表演元素的作品。我們鼓勵觀眾開放自己的

感官和想像力來欣賞作品，以嶄新的角度探索過去，細味當下同時也可思考未來。  

  

展覽聚集不少值得深思的作品，藝術家以跨學科的知識，如社會學、民族誌、音樂歷史及視覺文化等來

建立其批判理論。楊嘉輝探究著名民謠《茉莉花》的起源，嘗試考究何謂地域的文化起源；何恩懷以國

家慶祝活動的新聞影像，奧運健兒金牌選手瑪麗·盧·雷頓的照片，反映文化操縱者在日常生活中舖墊民



族主義的糖衣陷阱；Zheng Mahler 以江西景德鎮的陶瓷及土壤中的稀土，道出數百年來中國與西方在

經濟貿易及土地用途的拉鋸。  

  

除了批判思維外，作品亦不乏對共同回憶的情感反射，梁志和在五十年後重返爆炸與爭執等暴力事件

的現場，創作出一系列的攝影作品，並探索我們與歷史事件之間的曖昧關係；武雨濛以 2000 年著名的

庾文瀚失蹤案件為主軸，用鏡頭重新探索死亡及消逝的概念；莊偉藉跌倒過程中的不受控，嘗試將共

同的無力感轉化為互相支撐的可能；覃小詩研究「末日預備者」應對災難的做法，從中探討生存中的重

要命題，以及了解人類於困難時刻如何在相互扶持下活著。  

  

陸浩明及黃志恆以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古跡為起點，加強對事物現存的觀察。黃氏於以感官經驗訴說

照明廊的往事；陸氏以不同材料複製古蹟中的海軍界石，強調建築物料多樣的功能，構築成既服務人

群同時又是動物的棲息地。  

  

通過強調藝術創作中的批判思維，《續章：香港當代藝術展》致力打破藩籬，突破了因缺乏掌握全面資

訊及觀察所產生的假設，並進一步打開觀眾對續章的多樣可能。與此同時，我們亦以《續章》作為藝術

及文化節目策畫的探索。除了製造感官的學習經驗，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將繼續建構更多凝聚社會各界

及連結跨領域合作的多元平台。 

 

 

 

  



關於作品 

展廳一 

Zheng Mahler 

《綠水青山不是金山銀山》 

2020  

 

景德鎮素瓷器，3D 全息風扇，3D 動

畫，音頻  

尺寸不定，10'50"  

 

作品《綠水青山不是金山銀山》中，Zheng Mahler 以自動操作

裝置、稀土和貿易戰作為解讀當下的拼合，描繪出 18 世紀地

緣政治與當下的歷史對稱。  

  

地緣政治與物料流在 18 世紀通過高嶺土相交，當時歐洲商人

對精緻的骨瓷感到十分著迷，其中高嶺土正是當中的秘密成

分。到了 21 世紀，相似的願景圍繞著稀土元素的稀缺而循環，

這些稀土元素都是從江西景德鎮附近相同的大型採礦場開採

出來，比如鈰[Ce]、鑭[La]、釓[Gd] 以及釹[Nd]+，它們都獲用

於電子和綠色科技產業。環境科技的發展與稀土產業的生態

影響之間的矛盾促使藝術家對「經濟」的含義進行徹底的反

思。  

  

作品如同一齣鬼魅歌劇，文字轉換語音變形器對唱，配以全

息影像風扇營造的立體科技產品和礦物質的裝置，交織出 

Zheng Mahler 研究的敘事線—設計出秘密策略，通過對「照

顧性經濟」的重新定位來逃避當前「生產—開採」的模式。 

 

 

  



展廳二 

覃小詩 

 

《若問夕陽（末日預備計劃）》  

2020 

錄像, 金屬, 混凝土, 織物  

尺寸不定 

《若問夕陽》是覃小詩近年末日預備系列的其中一部分，用意

了解跨文化災害預防的智慧及故事。多媒體的裝置循環放映著

一齣影子戲 ：記錄藝術家在人造黃昏下，徘徊於廢墟及自己

房間，進行一場徒勞無功的末日預備練習。真實的物件與幻想

的素材為故事中使用的道具，如颱風山竹期間在九龍海逸君綽

酒店外拾來的玻璃碎片及於紐約曼哈頓計畫遺址留下來的一

副舊眼鏡。左右兩旁的金屬造文字 ── 不畏疾風，不懼迅雨 ── 

是日本作家宮澤賢治的詩作《不怕風雨》的摘錄，意思是在破

壞的混凝土基地上長出搖擺的鋼筋。面對夕陽，藝術家希望藉

此在夕陽時也可以思考如何保持具生命力且互相扶持的力量

及智慧。 

陸浩明  

 

《迴聲和唱: 伸展》 

2020 

炭，樹脂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座落於舊域多利軍營的前軍火庫內，這片土

地在 19 世紀時為英國皇家海軍擁有，周邊土地被拍賣用以支

持殖民政府的財政需要。 

對於這個歷史遺址，陸氏建議不僅從物質層去理解這個空間，

而是將之建構成一個含不同故事和想法的系統，讓參觀者領略

這個充滿隱喻的空間。通過塑造建築物外發現的幾座海軍界

石，藝術家質疑物質世界中邊界的基礎概念。透過不同材料，

如水、碳和銅，藝術家沒有刻意為觀眾界定時間的邊界，而是

期望觀眾自己嘗試藉著時間中那在褪色的人類經驗，透過物件

去經歷時間。 



 

《迴聲和唱: 揣測》 

2020 

陸浩明  

模切塑料貼紙,紅銅 

《壓縮記錄》是藝術家一個進行中的創作系列，對比起創作雕

塑，陸氏反而將建築壓縮成小型的平面鋁板，營造凹凸強調紋

理、細節和觸感。陸氏將空間和時間壓縮，對遺跡的輪廓和標

誌的感知，變化成研究歷史的方法。 

《迴聲和唱:養分》 

2020 

鹽磚,鋼製結構,紅外線攝錄機實時錄

像 

 

 

《本能性掙扎的幻影交織》 

2020 

鋁片拓印, 玻璃纖維, 木 

 

《壓縮記錄: 飢餓與抵制》  

2020 

鋁片拓印, 玻璃纖維, 木 

130x240 釐米 

 

  



展廳三 

莊偉 

《Falling Carefully》 

2020 

金屬，LED 光管 

20x125x5 釐米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2020 

不鏽鋼 

尺寸不定 

 

《Help! Help? Help.》 

2016 

鳴謝 Burger Collection, 刺點畫廊和藝

術家 

 

《Falling Exercise》 

2016 

Video 

3'6"  

鳴謝刺點畫廊和藝術家 

噴墨打印（展覽複製本） 

30x45.5 釐米，一套 3 張 

莊偉的作品包含雕塑、錄像、繪畫及現成物。在《  Falling 

Carefully 》中，跌倒的一瞬間被凝結，複製著藝術家身體而成

的雕塑以不同的姿勢呈現正在跌倒的狀態。雕塑沒有散落，反

之在彼此倒下的情況裡面，身體部位形成了相互支撐的結構。

莊氏試圖將無力感 —— 一種自知不受控及不可抵御的情狀，

轉化為一種虛構的，集體的和支持的基礎。  

 

哲學家約翰·洛克曾經討論過在倒塌的橋上墜下的人，其墜落

的行為是非自願的。那人的跌倒是無意識的，也不能避免。其

行為動作不再受制於我們的身體及意志的支配。莊氏崇尚無

意識的行為，並試圖突破我們對無力站立的看法。通過對跌倒

是不可避免的立論提出質疑，這個作品著力顛覆有預謀的跌

倒——有意識的預備造成失敗的跌倒。 

 

  



展廳四 

楊嘉輝 

《The World Falls Apart into Facts》  

2019  

雙頻錄像裝置連聲音  

頻道一：25'31"  

頻道二：6'17"  

 

作品構思源於楊氏對著名中國民謠《茉莉花》的深入研究，

以及對唐樂（唐代宮廷音樂）的奇幻聯想。  

 

楊氏挪用了藝術家 Paul Carter 對「迴聲模仿」的見解，探索

《茉莉花》一曲在演化過程中的跨文化邂逅。現在最廣為人

熟悉的《茉莉花》「中國」版本，其實最接近英國政治家約

翰 · 巴羅在十八世紀首次出訪中國時所抄寫的版本。巴羅

將《茉莉花》的抄本和相關的遊記結集成書出版，在歐洲廣

為流行。巴羅版本的《茉莉花》之後重新「傳入」了中國並

且被中國文化所吸收。作品中，藝術家將《茉莉花》與其他

類似的跨文化邂逅並置，包括：Kenny G 對香港流行音樂的

影響，以及從中國傳入日本並被日本樂師保留了下來、卻在

本土早已失傳的唐代宮廷音樂。藝術家透過作品反思他者的

聆聽差異，以及所謂「文化正統」的真實性。 

偏廳 

梁志和 

 

《日誌系列》  

2017 – 2020   

收藏級噴墨打印  

各 52x82 釐米，一套 12 張 

《日誌系列》是梁志和在 2017 年展開的創作，藝術家重遊

多個六七暴動期間發生炸彈襲擊的地點。在五十年後的同一

天，同一個地點，以黑白底片拍攝同一個天空。   

   

系列之後發展為一個長期閲讀舊報章所載暴力事件的計畫

—記錄由爆炸到家庭衝突、性侵案至幫派打鬥事件，每次藝

術家均會重訪暴力現場，漸成為一部個人的社會日記。  

   

在照片的命名上，梁氏選擇了將襲擊發生當日的民眾及個人

事件，與短暫而值得紀念的時間線並列。通過多義和複調的

手法，藝術家營造出「平行世界」的思考和概念系統：兩個

世界，同一地點但不同時間；另一個則不同地點卻是同一時

間。  

   



由文字和攝影出發，作品也擴展至錄像和口述等媒介。  

 

《我的混亂日記》  

2020  

單頻錄像，4K  

18’ 

《我的混亂日記》將不同報章不相關事情的報導修改成日記

的形式，並置在藝術家選擇到暴力事件現場考察的攝影紀

錄。「混亂」的意思不僅僅是對其個人對於個別暴力場景的

反應，也是因為這與五十年前的慶祝活動巧妙在同日發生。  

《五十年 》 

2020  

音頻 （粤語） 

 22' 

 

這是與《我的混亂日記》同一系列的音頻變奏，讓觀眾在前

往展廳的路上細聽。作品以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座落的都市景

觀作為背景，耳旁的獨白調和著我們在回顧過去時對社會及

個人記憶的差異，遇到社會和個人記憶的差異。這既是藝術

家自己的註腳，也是本系列的序幕。（粵語版由藝術家本人

旁白） 

 

  



康本橋低層露台及賽馬會廳玻璃幕牆 

何恩懷  

 

《當你還有點餓時就不要吃了》  

2020  

黃銅，自動立體圖像（魔術眼），3D 打

印，窗花貼紙，鐵，木材 

216x171.5x108.5 釐米 

530x1317.5cm 釐米 

 

何恩懷的作品《當你有點餓時就不要吃了》分為兩部分，一

部分是位於中心康本橋低層露台的微型模型劇院，另一部

分則是位於賽馬會廳玻璃幕牆上的大型裝飾。 

 

幕牆裝飾是著名美國體操運動員瑪麗·盧·雷頓，她獲得了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的體操全能金牌，同年運動會受到中

國和蘇聯隊伍的杯葛。藝術家強調雷頓的完結動作，並定

格於她等待掌聲的一刻。疲態時露出的笑容及久經訓練的

身體姿勢形成的對比，反映出雷頓對演繹自我及擔任國家

代表的糾結。 

 

黃銅微型劇院上的複雜圖案與美國歷史及當代的事件產生

了共鳴。五個視覺素材包括：在奶路臣·洛克菲勒擔任紐約

州州長的就職典禮上表演過的佐治·巴倫錢的芭蕾舞劇《星

條旗》、小鎮的獨立日慶祝遊行、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全國

代表大會上的氣球；以及位於威廉斯堡殖民地，一個被小

約翰·戴維森·洛克斐勒和阿比·艾迪列治·洛克斐勒保護的美

國歷史小鎮的邊界地區。 

 

何氏透過其圖像作品展示出各種圈套。作品暗示出民族主

義的糖衣陷阱，像魔術眼和格雷的圖像的形象般，讓人興

奮，卻是如此的歇斯底里，既快樂又不安。 

 

  



照明廊 

黃志恆  

《檢查窗口》  

2020    

磷光物料模造，麥克風，動作感測器，

LED 照明和音頻系統   

尺寸不定 

 

《檢查窗口》是參考中心前軍火庫中的照明廊（現為麥禮賢

劇場）的古蹟背景作創作的場域來特定裝置作品，此處曾經

是士兵透過小窗戶安全地檢查火藥庫內爆炸品狀況的通

道。   

   

黃氏觀察到英軍在花崗岩窗台上留下的裂縫和孔洞等痕跡，

並以視覺和聲音元素建立敍事與想像空間，暗示出一種關於

人類活動與建築空間、記憶和存在的概念。  

 

「最後一個星期四」放映節目  

武雨濛 

《未完成的歸途》  

2019  

影片(16 毫米菲林至數碼) 

18'35"  

鳴謝 Empty Gallery 和藝術家授權展出 

《未完成的歸途》圍繞著武雨濛對庾文翰引起的文化想像和

研究。2000 年 8 月 24 日，患有智力障礙及自閉症的男孩庾

文翰通過香港到深圳口岸，並在進入中國大陸後失蹤。 這

宗失蹤案至今仍未破解。  

 

庾氏的失蹤案發生於 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後不久的時間，

至今對許多香港人來說仍是記憶猶新；這既是香港—大陸法

律系統對人民不公的例子，也是殖民記憶多元的消逝象徵。

庾氏的障礙導致他無法記住自己的名字、親人和家，同時也

失去了語言能力。他的無名狀態為他的身分開啟了很多可

能：一個童年的演員、一個坐在麥當勞裡的男孩、巴士上的

眾男孩、一個離鄉別井的人、國家、舊電影道具、電影院、

燈籠、一個另類的邊境神仙。  

 

作品講述了庾文翰回到現實世界，尋回自己失蹤時遺失的記



憶的抽象敘事。藝術家的鏡頭遊走於無數的城市行人空間，

又徘徊於一些庾文翰感到親切的地方 ── 搖椅或喜歡的

餐廳，超級市場或巴士站，輪渡船或街市。最終創作了這包

含記憶的具滲透力與脆弱感的影像，鏡頭下不斷流動的畫面

成為了靈魂移動的隱喻。這件作品意圖挑戰將庾文翰視作失

去的化身的通俗詮釋，提議我們將其視為天上的明燈，而非

鬼魂。 

作品將以戲院形式放映，及後會有嘉賓講者參與映後談。節目將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假麥禮

賢劇場舉行，詳情請參閱展覽網頁。 

 

日期：25.06.2020 , 30.07.2020 , 27.08.2020, 24.09.2020 

時間：19:00 – 20:00 

 

Miller Theater (Former Magazine B) 

麥禮賢劇場 (軍火庫 B 舊址) 

 

Free Admission 免費入場 

Online Registration required 需網上登記 

 

 

展覽日期：2020 年 5 月 8 日至 9 月 27 日 

展覽場地：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麥禮賢夫人藝術館 

香港賽馬會復修軍火庫 

香港金鐘正義道 9 號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6 時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上午 11 時至晚上 8 時 (2020 年 5 月 28 日, 6 月 25 日,7 月 30 日, 8 月 27 日及 9

月 24 日) 

逢星期一休館 

最後入場：閉館前 30 分鐘 

免費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