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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博物館被界定為展覽、收

藏和教育的空間，但實際上它是一個

地區的文化表徵。它為文化藝術提供

權威性的定位和演繹，包括為一個地

區的藝術文化作自我界定。自十八世

紀公眾博物館在歐洲出現以來，逐步

建立博物館的運作模式和詞彙；進入

十九世紀後期，博物館的分類更見

精細，以藝術為展藏重點的藝術博物

館相繼出現，由柏林博物館島以至

二十世紀30年代出現的紐約現代藝

術館，相繼為藝術館的展覽模式以至

內容訂立鮮明的法則，至今仍影響

深遠。

進入二十世紀後期，藝術館更

趨專業化，但對藝術館的功能、角色

的反思亦相繼增加。事實上，過去

二十年，有關藝術館，特別是當代藝

術館的思維，出現空前的變化，當

中不少是因為客觀形勢的改變，令

藝術館本身不能不作重新的定位。

藝術評論季刊Artforum 2010年夏季號

的討論專題，是「重訪博物館」（“The

Museum Revisited”）1，該刊請來各方

專家，正是要討論二十一世紀藝術博

物館的新定位。可見這已成為業內一

個重要題目。

一　競爭的效應

自二十世紀後期開始，藝術館的

發展空前急速，新藝術館紛紛出現，

進入二十一世紀情況更加厲害。後工

業知識型社會對創意的重視，再加上

創意工業、文化旅遊的直接經濟誘

因，催生了一種「忽然文化」現象，各

地政府都銳意要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為

文化之都，對文化發展的投資亦相應

增加，在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各種

文化設施紛紛湧現，無論大小城市，

藝術館、劇院、歌廳以至各式各樣的

文化區猶如雨後春筍。即使有人願意

投資，但突然間出現那麼多文化藝術

機構也帶來不少問題，例如缺乏專業

人才、缺乏卓越展藏，更重要的，是

缺乏觀眾。

藝術館數目大增，競爭自然也愈

大，政府的資助或其他資源亦相對地

分薄。為贏取贊助，藝術館得拼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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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觀眾，以入場觀眾的數據向政府印

證機構值得公帑支持，同時也可向商

業贊助者證明有關活動有強大的市場

效應。因此推廣宣傳、市場開拓等工

作，對藝術館特別是公營藝術館的生

存有決定性影響。但在這市場主導的

潮流牽引下，大型展覽、繽紛設計，

加上各式各樣的宣傳推廣技倆，使藝

術館為求吸引公眾而變得「主題公園

化」，成為令人擔憂的趨勢。而更大

的危機，在於讓市場主導的藝術館，

可能在吸引公眾參觀的前提下對展覽

和收藏的內容作出妥協，追求討好和

受歡迎多於講求素質和深度。

但走向公眾並不一定需要看為在

素質上的妥協，如果仍以高高在上、

視普羅大眾為無知沒文化的思維去運

作藝術館，就很難面對二十一世紀

社會上的各種變化。「優秀的藝術自必

然是少人看的」這類思維，基本上是落

後陳腐的思想。視乎員工的專業功力，

藝術館絕對可以是既受歡迎也保持深

度的，儘管走這條路一點也不容易。

二　觀眾新期盼

藝術館走進群眾，也不完全是為

了贏取資助；能夠吸引大量觀眾參觀

自己的博物館，是每個博物館館長的

願望。大英博物館初成立時，需要申請

始能進入，而且對參觀人數有一定的

限制，這種精英心態的改變，也反

映出文化機構亦深受外在文化政治環

境所影響。隨È社會民主意識日益增

強，以往文化圈的傳統精英主義已不

能獨擁文化霸權，公眾亦不再等候

高高在上的文化決策者來教育他們，

反而要求藝術館呼應他們的文化訴求。

另一方面，對包括藝術館在內的

公營博物館來說，隨È公眾對公營機

構的問責性、透明度的要求日益增加，

公營文化機構和其他政府機構一樣，

面對政客以至公眾不同期盼的壓力也

愈來愈大。

我們愈來愈接受多元的文化價值

觀，而消費文化亦加速了文化上的多

元化。消費市場的專業發展，令潮流

品味也變得愈來愈精細多元，生產和

零售商往往因應和遷就不同社會背景

的消費者的需要和訴求而設計產品，

在滿足消費品味上變得更靈活和多元

化，致使公眾在品味上以自我為中心

的訴求亦變得更強烈，再加上普遍教

育水平的提升，觀眾不再是被動地接

受品味教育的人，這對需要不斷呼應

公眾訴求的藝術館而言，無疑形成了

一定的壓力。

事實上，隨È消閒娛樂活動日益

普及化和多元化，比藝術館更能吸引

公眾的娛樂活動多的是，其他有趣和

有教育意義的活動多的是，因此令藝

術館吸引觀眾的工作更形艱鉅，特別

是在亞洲地區如香港，情況較歐洲國

家更為差劣，因為公眾根本沒有參觀

藝術館的生活習慣，但偏偏我們的投

資卻比人家急速和激進。

三　文化界的反思

在文化學術界別內，傳統藝術的

定義也同時面臨空前的挑戰，這些

挑戰可以為藝術館或其他類型的博物

館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二十世紀

60年代土地藝術、裝置、行動藝術等

當代藝術的出現，無論在素材以至

展覽模式上，均跨越傳統界線，古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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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怪的藝術層出不窮，每每令藝術

館的工作人員在裝置、維修以至收

藏工作上大傷腦筋。但藝術定義上

的改變所帶來的衝擊，其影響更為

深遠。

此外，不同類型藝術界別的互通

和合作亦愈趨普遍，也進一步令傳統

藝術的界線愈趨含糊。不單是不同形

式的藝術如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的相

互跨界結合，也包括出現在藝術類

型、風格上的結合，如精緻與通俗、

小眾與流行的融匯，令不同類別藝術

的分野更見模糊不清。究竟甚麼可以

放在藝術館內甚麼不可以，已成為藝

術館，特別是當代藝術館的員工感到

十分困惑的決定。

這打破界線的發展也呼應È學術

界內的一些思維，逐步瓦解傳統藝術

的定義。學術界或評論界不滿傳統那

狹隘、精英化的藝術定義，一直以來

都是以西方藝術史為主幹的藝術演繹

和展示模式，無論是在歐美或歐美以

外地區，都開始備受挑戰。在二十一

世紀，第三世界國家如中國的崛起，

對那以西方主導的藝術思維和價值觀

亦作出重新審視，以求建立自己的一

套語言。

傳統藝術定義面臨瓦解，新的、

較寬鬆的藝術定義開始出現，對藝術

館來說，是個充滿挑戰但也是充滿可

能性的轉折。2008年因應公眾批評而

成立的西九龍文化區博物館顧問小

組，建議放棄舊有計劃，改而建立一

所名為“Museum Plus”（簡稱 M+）的大

型藝術空間。其構思大膽地改以視覺

文化而放棄視覺藝術作為展藏對象，

把藝術的界線全面擴張至所有涉及視

覺上觀賞的文化產品，而建議更強調

流行文化作為其中一個焦點，瓦解了

傳統的優雅和流行通俗文化的分野，

這一個「乾坤大挪移」，標誌È藝術館

思維上的一些重要轉變。在視覺文化

的研究過程中，重視的不單是對個別

視覺物品的認知和感受，同時也重視

觀眾與被觀賞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以

及觀賞態度的形成，這重視互動、個

人視野的思維，亦標誌È對藝術認知

的另一種態度。

在香港，公眾沒有參觀藝術館的習慣（香港藝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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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九文化區 Museum　
　  Plus (M+) 的構思理念

“Museum Plus”的意思，是它在

功能和視野上比傳統的博物館還要

多。構思M +時當中涉及的一些建

議，呼應È二十一世紀博物館的發展

趨勢，對研究博物館當前的發展路

向，甚有參考價值。

（一）比傳統博物館要多

M+用上了「+」的符號，意味È一

些增添，但究竟加了些甚麼？面對

二十一世紀種種的社會、文化劇變，

博物館不能原地踏步，有必要增加其

功能、擴闊其視野。M+的構思，正

是沿此路向尋覓，這個「+」就是嘗試

要做得比傳統博物館更多，包括：

1. 添功能——傳統博物館的功能

包括展覽、收藏、研究和教育，M+

建議增添功能，如拓展成為娛樂嬉

戲、創意互動、社群結聚的藝術社區

廣場，公眾不是被動地受教育薰陶，

而是積極參與的互動夥伴。

2. 增內容——展藏內容擴闊至視

覺文化，傳統的視覺藝術將被擴展至

包含其他傳統上不為藝術博物館接納

的形式，如流行文化、網上文化，以

及由科技發展帶動的新表現形式（如

電話製作的錄像藝術）等。

3. 擴範疇——當前藝術的定義、

界定的範疇變得愈來愈含糊，藝術工

作者借用流行文化從事創作，裝置加

入表演藝術等跨界別創作的例子俯

拾皆是。無論是在展覽或學術研究層

面，也愈來愈重視不同藝術的串連

互動，例如欣賞王家Ã的電影《花樣

年華》，很難不研究劉以鬯的小說《對

倒》。M+強調這跨界別的互動關係，

在場館內預留空間，期望不同藝術形

式與視覺文化能在館內對談、互動。

（二）由視覺藝術到視覺文化

M+的一個最大特色，是它的展

藏內容，由傳統的視覺藝術擴展至視

覺文化。這舉動是確認現代社會中視

覺影像對生活、文化體驗影響巨大，

傳統視覺藝術已不足以反映當前的文

化經驗，視覺文化研究在過去十多年

備受重視清晰反映於這個趨勢。

理論上，視覺文化包括所有人

為、具文化意義的視覺產品，範疇極

為遼闊。不過在實際研究的層面，當

然仍然有其焦點和取捨，即如前所

述，集中於對社會文化經驗有鮮明影

響的產品，如流行文化、網上文化

等。換句話說，將來M +的展藏內

容，將會大為擴闊至傳統藝術博物館

不會展藏的東西。

視覺文化包容面廣，較能配合現

代都會的文化經驗，而當中最具影響

力的，要算流行文化，而這也是本地

文化的強項。以視覺文化為焦點，並

沒有排斥傳統藝術形式，而是容許更

大空間凸顯香港文化特色。

某程度來看，M+設定的路向，

並非甚麼石破天驚的獨特，而只是順

應當前大勢所趨而構思，不少重要藝

術館如倫敦泰德現代藝術館、日本

金澤21世紀美術館等，都在不同環節

沿È這些思路發展探討。M+最多只

能說是緊貼潮流。不過，如此有系統

地整合各種新思維，並鮮明地確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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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文化作為展藏焦點的博物館則較為

罕見。有些人指M+是根據巴黎龐比

度國家藝術和文化中心構思出來，這

其實是個誤會，M+參考了歐、亞、

美不同的博物館，龐比度中心只是其

中一個參考對象。

由於視覺文化範疇廣闊，M+建

議以視覺藝術、設計、流行文化和流

動影像作為主要展藏方向。這四個路

向的範圍仍頗遼闊，至於更具體的展

藏決定，要留予將來館長和首席策展

人，根據對其時的文化形勢所作的分

析評估，再具體落實。但在擴闊了展

藏內容後，流行文化肯定會是M+的

一個重要的展藏對象。事實上，有關

的構思也是因為香港文化的一個卓越

強項，正在於它的流行文化。

（三）展藏豐富本土文化

香港文化的錯亂多元，東與西、

南與北、左與右的交接對峙，產生豐

富多姿的獨特文化。遺憾的是在殖民

地教育下港人習慣自卑自諉，動不動

稱香港為文化沙漠，鮮有認真欣賞本

土文化。其實香港有豐富的文化歷

史：中國首位政治漫畫家何劍士，

1930、40年代現代中國首位放洋學西

畫的李鐵夫，南中國「月份牌王」關蕙

農，1950、60年代風行亞洲的《兒童

樂園》、《老夫子》，還有嶺南畫派在

港的伸延，呂壽錕的現代水墨；至於

流行文化方面，李小龍、周星馳、吳

宇森、王家Ã等的影響力，則遠達國

際。香港不是沒有豐盛文化，只是沒

有好好確認、整理和展示。此外，香

港的地理位置特殊，可成為研究和展

藏嶺南地區、東南亞視覺文化的中

心，這些地區的文化成就仍未廣為人

知，香港可成為推介區內文化的平

台。因此，M+絕對有條件成為一所

配合二十一世紀思維的卓越博物館。

M+以至西九文化區當今面對的

最大挑戰，是如何找到合適的專業人

才去落實這些新意念。在香港，要找

尋視覺藝術方面的博物館專才已十分

困難，像M+這樣實驗性強、走在時

代前端的博物館，要找到合適專才更

巴黎龐比度中心是M+其中一個參考對象（張志偉攝）。



是難上加難，招攬海外專家似是無可

避免。問題是對本土文化的演繹、港

人文化訴求的理解，不能都交予外國

人。而外國機構推動的往往是其本身

收藏，或是在其美學範疇內認同的藝

術，即使是演繹本土文化的藝術館，

也是根據外地美學標準來設立，在強

調文化語言的本土性的今天，確是個

難以處理的難題。

無論如何，這個比泰德現代藝術

館還要大的M+，將會在2015年開放，

希望它能成為公眾聚集、休憩、玩

耍，甚至像泰德現代藝術館一樣，

可以讓公眾在那p扎營露宿的一個

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實驗室。

五　策展新角色

藝術館的聲譽和吸引力，往往建

基於其收藏和展覽內容的素質。藝術

館數量大增，在市場收購或找人捐贈

藏品的競爭也相應增加，而藝術品價

格不斷攀升，更增加了建立優秀館藏

的困難度，藝術史上的重要藝術品早

已為一些藝術館所擁有，未為博物館

收藏的重要藝術品更是無價之寶。藝

術館很難倚靠藏品來建立聲望和地位，

因此更需倚靠策展理念來突圍而出。

由於沒有豐厚的館藏遺產，新興

藝術館唯有走向不斷有新晉作品出現

的當代藝術，或是開拓新的藝術領

域，例如一些較鮮為人所注目的地區

的藝術，或開拓新的藝術類別。此

外，也可以透過獨特的策展構思建立

新穎的組合，或提出與別不同的觀點

和演繹方法。這些路向，都會加強藝

術館的實驗性，也凸顯了策展人的角

色——策展人已逐漸地由一個低調中

介者變成了比藝術工作者還要受注目

的焦點人物。策展人身份膨脹的現象

在雙年展熱潮中尤其可見，很多時

候，策展人的身份比參展藝術工作者

顯得更為重要。而藝術館本身，由過

往倚賴藝術工作者的創意製作卓越作

品在藝術館內展出，變成了相當倚重

本身的創意，以面對新世紀帶來的各

種困難和挑戰。

六　未來的挑戰

投資近三百億港幣興建的西九文

化區，現正起步，而其中一所比泰德

現代藝術館還要大的藝術館M+，對

香港的藝術館發展前景而言是個難得

的機遇，也是個空前的挑戰，因為西

方自十八世紀開始發展出來的藝術館

傳統，此刻正面對巨大的挑戰，其成

與敗，視乎能否在此轉折時刻，為藝

術館的運作、展藏的模式，以至對藝

術的界定和演繹，提供新的視野和思

維，在呼應國際潮流之餘，又能配合

本地的社會文化特色和香港人對文化

發展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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