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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金門宮：從殖民地 
博覽會到移民歷史博物館

● 吳子祺

一　法蘭西殖民帝國的 
巔峰之作　　

位於巴黎東部第十二區的金門宮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原是為了

1931年的國際殖民地博覽會而建。

當時法蘭西帝國的殖民擴張和統治達

到頂峰，第三共和國政府大舉投入此

次博覽會，旨在向世界展示其在非

洲、大洋洲、中東和遠東推行「文明

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成就以

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潛力。以大型博

覽會的形式展示和推廣殖民主義，是

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西方列強進入帝國

階段，並在世界各地作大規模海外擴

張的一種宣傳方式。殖民地博覽會與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消費主義緊密

結合，使其成為各殖民者既相互觀

摩，又彼此競爭交鋒的場域4。而法

國對舉辦殖民地博覽會尤為熱衷，既

本屆〔國際殖民地〕博覽會應當彰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對外擴張的顯赫榮

耀，以及各文明國家為了人類進步這一目標而在殖民地所做的努力。

——法國前殖民地部長、時任國會議員薩羅（Albert-Pierre Sarraut）

1931年巴黎國際殖民地博覽會致辭1

總統〔我〕希望布朗利碼頭博物館可向非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民眾藝

術歸還正義，重新認識其在世界遺產中的地位，並且有助於發展不同文化

和文明之間的必要對話。
——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

2006年布朗利碼頭博物館的揭幕演講2

七年了，終於迎來一場正式開館儀式。今天有這座〔移民歷史〕博物館在

此，法國就擁有一座旨在保存和弘揚移民文化價值的機構，展示和衡量移

民及其後代為我們國家帶來的貢獻。

——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

2014年國立移民歷史博物館的揭幕演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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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本國舉辦的海外殖民地博覽會，

亦有在殖民地舉辦的專門博覽會。就

法國本土而言，1906和1922年兩度

在南部海港城市馬賽舉辦殖民地博 

覽會，都引起甚為轟動的效果，吸引

大量海內外觀眾流連參觀。此類博覽

會不僅有效宣傳法屬殖民地，又使得

宣導海外擴張的政治人物能夠通過 

有目的、有策略和有組織的陳列方

式，以及豐富多樣的節目安排，以形

成配合殖民主義的知識體系和大眾 

文化，從而鞏固法國殖民管治的正 

當性。

1931年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殖民

地博覽會可謂法蘭西殖民帝國的巔 

峰之作。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積

極參與構建新的國際秩序。一方面，

其殖民主義經過前殖民地部長薩羅

（Albert-Pierre Sarraut）等人的改革調

整，以「文明使命」為張目，賦予殖

民地上層人士和知識精英更多參政

權，但此舉仍難以抑制殖民地日益高

漲的民族自決呼聲乃至獨立抗爭。另

一方面，法國本土抨擊和反對殖民主

義的思潮也漸漸興起，對殖民管治構

成威脅5。為此，1920年代後期，

法國政府有意舉行一次大型殖民地博

覽會爭取民意支持，強化國民榮譽

感，並向世界宣示其殖民管治的成就

和正當性。因此，與1906和1922年

的兩屆博覽會不同，1931年殖民地

博覽會進一步擴大規模，邀請英國、

比利時和荷蘭等國參展，但仍以法屬

殖民地為主體6。此外，該次博覽會

留下了重要的建築遺產——作為永

久場館的金門宮。

這座宏偉建築一洗法國殖民主 

義者的尷尬局面：法國是二十世紀僅

次於英國的海外殖民帝國，但長期以

來只有本土的地方博物館（如馬賽）

出於商貿目的而展示殖民地的民俗 

風情；自1920年代起，就有政界人

士呼籲在巴黎建造專門的殖民地博物

館，以服務於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利

益7。1931年的博覽會無疑是上佳

契機，將為博覽會而建的固定建築金

門宮改造為博物館，既可以鞏固殖民

主義宣傳成果，在常設場地加強國民

對殖民統治的認識和支持，更可體現

法蘭西的民族榮耀。

1931年國際殖民地博覽會時的金門宮外觀。（圖片來源：Germain Viatte and Dominique François, eds., 

Le palais des colonies. Histoire du Musée des arts d ’Afrique et d ’Océanie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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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殖民主義者一番游說和爭

取，1927年，法國政府決定在1931年 

於巴黎舉辦一場為期六個月的殖民地

博覽會，選址在巴黎東郊的凡仙森林

（Bois de Vincennes）西側，並立意隨後

改造為一座常設博物館。1928年11月 

5日，時任法國總統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主持奠基禮，正式開始修 

建金門宮及博覽會設施。負責籌辦該

次博覽會的利奧泰（Hubert Lyautey，

1894至1902年駐守印度支那和馬達

加斯加，後長期任摩洛哥總督，鼓吹

殖民主義）元帥根據自身豐富的殖民

地管理經驗，提出博覽會需「為帝國

將來的民生和經濟發展着想」，同時

金門宮要具備一般博物館的功能，即

有歷史展覽部分、綜合陳列部分和招

待處等設施。此外，他還別出心裁地

提出在地下層建造熱帶水族館來吸引

遊客8。歷時半年的博覽會迎接八百

多萬訪客入場參觀，盛況空前。雖然

共產國際和反帝國主義者發起抵制號

召，卻未造成重要影響，這說明殖民

主義頗受法國等國民眾認可，並引以

為時髦9。

建築體量巨大、氣勢恢宏的金門

宮，其設計理念迎合了1920年代發

端於法國、流行全球的裝飾藝術（Art 

Déco）風格，正面外牆運用簡約的幾

何圖案和淺浮雕，以漸次過渡的方式

刻畫世界各地法屬殖民地的風土人

情，尤其是航海運輸和貿易等場景，

面積達1,130平方米，出自雕塑大師

羅丹（Auguste Rodin）的弟子讓尼爾

（Alfred A. Janniot）之手bk。西側外牆 

銘刻如下文字：「獻給那些延展了帝

國精華，並由此使帝國之名在海外為

人所愛慕的子民。心懷感激的法蘭

西。」在這段文字旁，臚列對殖民事

業有功之人物姓名及職銜bl。

金門宮建築平面呈正方形，以半

地下層作為台基，大門朝向西南，一

座右手持矛、左手托舉的殖民地女 

神鍍金銅像（雕塑家德里維爾 [Léon-

Ernest Drivier]製作，博覽會結束後搬 

到面向公路和地鐵站的噴泉廣場）立

於台階中央，與大門處於同一直線，

平添建築的威嚴感bm。三十二根修

長立柱支撐外廊，拾級而上進入金屬

大門，再步入為慶典和宴會而設的內

廳，其寬敞和高度亦令人印象深刻。

四周的面積達600平方米的牆面飾以

彩畫，從左至右的八幅主題分別是：

工業、自由、公正、科學、藝術、和

平、勞動和商業，畫中內容主要是描

繪法國殖民者援助殖民地民眾的不 

同方式，如施醫贈藥、傳播技術、建

造鐵路和司法審判等，表現法國殖民

主義的「教化」價值觀bn。而在建築

前部東西兩側的兩間會客室，都採用

裝飾藝術風格的家具，豪華而雅致，

彰顯裝飾藝術吸收殖民地元素而形 

成的美學風格，其原貌保存至今。東

西兩翼各有一座橢圓形會客廳，東翼

會客廳壁畫以印度支那為場景，命名

紀念利奧泰元帥；西翼會客廳的壁畫

則取材於阿拉伯世界，命名紀念博覽

會期間擔任殖民地部長的雷諾（Paul 

Reynaud）bo。

展覽結束後，在殖民地部長洛朗

（Louis Rollin）等人的努力下，法國政 

府決定利用金門宮建築，在1935年創 

立法國海外博物館（Musée de la France  

d’Outre-Mer），恰如同一時期西歐諸

國亦建造宏偉建築以展示其在殖民地

的「成就」。洛朗表示，該館「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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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法國殖民活動的歷史，以及殖民

地和託管地在社會、經濟和藝術上的

發展，將成為宣傳和教育的好去處，

讓青年對偉大的法蘭西有更清楚認

識」bp。政府也在殖民主義者的推動

下投入頗多資源。博物館得到法國政

府穩定的財政資助，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前逐年增長。開館初期，曾在羅浮

宮（Musée du Louvre）任職的勒布隆

（Ary Leblond）接替館長一職，經其

努力，館藏數量達到40,200件，展區

分為五部分：地理、旅遊、藝術；殖

民地經濟和產品；歷史；文獻；水族

館。地面層的歷史展區，陳列多位法

國殖民先驅的蠟像或畫像，以及多面

旗幟和戰利品，十分鮮明地歌頌殖民

擴張的正當性。而在樓上的陳列室則

有從東亞、中東和非洲多處殖民地搜

集而來的禮器或實用器物，按照國 

別展示，以便讓觀眾迅速瀏覽「殖民

地風光」bq。然而好景不長，1940年

法國戰敗投降後，海外殖民地的統治

秩序動搖，領導「自由法國」抵抗運

動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

以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為基地，許諾給

予殖民地人民更多權利。因戰爭之

故，殖民主義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持續

減弱。

二　解殖時期的被動過渡

二戰後國際秩序劇變，歐洲各殖

民帝國難以為繼，自1950年代起加

速瓦解。而在法國國內，戰後建立的

第四共和國因阿爾及利亞戰爭失利和

反戰運動而倒台，1958年戴高樂重

新執政並建立第五共和國，加快解決

殖民地問題，法屬殖民地紛紛獨立。

在這種歷史環境之下，法國政府無 

可避免要對金門宮的展館定位作出 

調整。

際此法國外交和內政均頻頻出現

變動之時，金門宮的命運可謂風雨飄

搖。戰後殖民地部解散，時任文化部

長馬勒侯（André Malraux）倡議將金

門宮轉隸文化部管轄。為了淡化原有

的殖民主義色彩，迴避輿論批評，法

國海外博物館在1960年更名為「非洲

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africains et océaniens），金門宮迎來

全新的定位br。新的主事者試圖為

從殖民地收集而來的藏品賦予藝術品

地位，而非片面凸顯這些地區的經濟

潛能或法國在當地的「人道行為」，

從而表示對前殖民地的尊重。然而，

替代殖民帝國的法蘭西聯盟和法蘭西

共同體都以失敗告終，加上主要殖民

地阿爾及利亞在1962年獨立和其他

非洲法屬殖民地紛紛走向獨立的政 

治現狀，結果還是對這座改頭換面的

博物館造成衝擊——法國要以怎樣

的姿態面對非西方文明？國內博物館

是否需要完全去除殖民主義的殘存色

彩？時任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 

館長弗洛里索內（Michel Florisoone）

曾提出質疑，認為割裂殖民時期的歷

史，不利於維持強調語言和文化相通

的法語國家圈（Francophonie）之間的

聯繫bs。

但隨着世界去殖民化的演進， 

博物館的定位無可避免再度調整。

1970年代，歐洲多家民俗學博物館

先後以新的視角審視自身定位，尤 

以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熱帶博物館

（Tropenmuseum）、德國柏林達勒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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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lem）的民俗學博物館（Ethno-

logisches Museum）和美國紐約的大都 

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的轉型為代表。與此同時，法國政界

和學界也對「如同動物園般的人種博

覽會」——1931年的博覽會進行更為

廣泛的討論，批判當年法國政府將殖

民地人民及其風土民情當作展品來展

示，宣揚法國殖民擴張所得的民族學

和人類學收藏成果，形成文明與野蠻

的對立bt。

在這股潮流推動下，1977年建成 

的巴黎蓬皮杜中心（Centre Pompidou） 

開始引導法國各大文化機構對殖民 

遺產的反思，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

館通過購買和各方捐贈（而非昔日的

殖民掠奪）逐漸增加藏品數量，並在

1980年調整非洲部分的藏品陳列，

嘗試以更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展示非洲

藝術，按照獨立後的國家政區而非殖

民地範圍來展現其成就和價值。上世

紀80至90年代，博物館舉辦多場有

關大洋洲群島和非洲尼日爾、突尼斯、 

尼日利亞等國的專題展覽，以「藝術

人類學的理論和實踐來深度展現當地

民眾的藝術文化，從而彰顯法國對多

元文化的包容，試圖摒棄過往輿論批

評的獵奇式種族主義，形成新的博物

館學」ck。

二十一世紀之交金門宮何去何

從，與法國第五共和國時期的博物館

政策緊密相關。自1970年代開始，

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以及希拉克

（Jacques Chirac）總統相繼推出文化

建設計劃，興建或改建多座博物館。

1990年，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

被定為第十二個國立博物館，更加突

出其藝術定位。基於後殖民精神將既

有文化遺產與當代法國社會進行再連

結，以及反思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文化

共享理念，1996年前後，倡導人類

文明平等對話的希拉克提出合併兩個

主要人類學博物館——非洲及大洋

洲藝術博物館與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並於1998年動工建造

綜合性和嶄新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

（Musée du quai Branly），整合原來館

藏文物，鼓勵學者、藝術愛好者、教

育工作者和文物原屬國的人民共同分

享和進行合作cl。

2003年，大洋洲及非洲藝術博

物館正式關閉，館藏大多轉移到這座

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正如2006年希

拉克在揭幕演講中所言，新的博物館

向原屬非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人

民的藝術品「歸還正義」，也反映了

法國多年來一直探索如何在博物館解

說殖民歷史與人類文明的關係。希拉

克的文化政策深受著名雕塑家格查奇

（Jacques Kerchache）的影響，後者在

1970年代提出揚棄帶有歐洲中心主

義和貶義的「原始」（primitif）一詞，

轉而使用「第一」（premier）來表示早

於西方出現的藝術。定位為公共機構

的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於2006年開幕， 

以保存和弘揚四大洲藝術和文明為責

任，建立廣泛國際合作，獲得業界和

社會的認可，參觀人數逐年增長cm。

三　法國社會核心價值與 
移民問題　　　

據歐洲統計局數字，2010年定

居法國的移民達七百多萬，佔總人口

的11%，超過歐盟各國平均比例，約

三分之二來自歐盟以外地區cn。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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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法國基於政治和經濟目的大舉吸 

納移民，既有處理前殖民地事務的 

需要，亦有勞動力需求殷切的考慮。

但是自1980年代起，法國民眾愈來

愈關注移民定居法國後帶來的社會問

題，尤其是收入處於中下層的民眾逐

漸將法國經濟不景氣（如增長滯慢和

失業率高企）和治安等社會問題與民

族主義相聯繫，產生排外情緒。相當

一部分選民在歷屆地方選舉、議會選

舉和總統大選中投票給極右翼政黨

「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促使各

主流政黨在移民問題上闡明主張，亦

使得移民問題屢屢成為政界和社會 

核心議題。讓外國移民接受法國公民

認同和「同化」是國家政治價值觀（共

和原則）的體現，但法國又提倡對多

元文化的尊重，導致兩者之間的衝突

在民主政治的運行中加劇co。為了

回應社會關切，促進民眾對移民的 

理解和尊重，一些學者和社會人士籌

組「移民博物館促進會」（Association 

pour un Musée de l’immigration）等民

間團體，提出建立一座移民博物館，

保存移民的文化遺產，反擊種族主

義，並且重新書寫法國史，使民眾轉

變觀念，從文化上接納移民cp。

經過數十年的社會討論和政治爭

拗，移民問題，尤其是來自北非和中

東的四百多萬穆斯林移民及其後代難

以融入法國社會的現狀，使得法國社

會再度重視同樣是問題叢生的殖民歷

史和移民歷史之間的關聯。既然金門

宮歷經周折「卸下」殖民時期的包袱，

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時期的藏品

將要併入布朗利碼頭博物館，接下來

該怎樣使用這個既已建成、位於巴黎

而又甚具象徵意義的建築？推動建立

移民博物館的團體看到這種可能性，

並積極與政界人士展開合作。密特朗

執政時期的文化部長杜蓬（Jacques 

Toubon）努力協調政府部門，促使金

門宮走向第三次重生。恰逢1998年

法國贏得世界杯足球賽冠軍，隊員 

多為黑色或褐色皮膚的移民後代， 

引起社會熱議。記者貝爾納（Philippe 

Bernard）和歷史學家韋爾（Patrick Weil） 

趁此機會寫信給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建議籌設移民博物館。若斯 

潘正面回覆提議，並將草擬計劃的任

務交給文化部博物館司，但博物館司

以缺乏適合館藏和民眾不感興趣等理

由將計劃擱置cq。

建館轉機出現在2002年，當年希 

拉克擊敗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Jean-

Marie Le Pen），贏得總統大選，當選

後積極回應建立移民博物館的訴求，

委任杜蓬主持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計

劃將金門宮重新改造為一座移民博物

館。同時，邀請移民研究專家、歷史

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如摩洛哥裔移民

亞扎米 [Driss El Yazami]）加入，以 

求凝聚共識和確立定位。這些人士認

為移民博物館的使命是弘揚外國移 

民對法國的貢獻，承載移民歷史的公

共記憶，並強調法國自十九世紀起就

有接納移民的傳統，以求正向引導社

會輿論cr。經過討論和研究，杜蓬於 

2004年提交報告書，提議在金門宮

建立一座結合移民歷史的博物館、 

資料中心、藝術展示中心、文化活動

場所和國際研究網絡的綜合文化機 

構cs。杜蓬在推行其建館計劃時，遭 

到國民議會的若干政客質疑，認為將

有損金門宮所蘊藏之法國「文明使命」

的歷史意義；亞扎米則回應，這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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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可以有助培育移民的愛國心，讓

社會達致相互妥協，形成更廣泛的公

民身份認同ct。

經過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 

文化決策和政治博弈，金門宮在非洲

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關閉後的2004年 

改建成為「國立移民歷史城」（Cité  

national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其後閉館進行三年的裝修和布置，復

於2007年低調地開門迎客。以「城」

（Cité）而非「博物館」（Musée）命名，

說明經營團隊仍須爭取文化部的認同

和社會的支持。幸而法國知識份子大

多讚揚這一新館促進社會不同群體之

間的認識和互動，對抗種族歧視和重

塑國家價值，以及其對於增強國內團

結的意義dk。國立移民歷史城經過

七年的順利運營，妥善回應社會對於

選址等問題的關切dl，又適逢左翼

政府上台執政，終於在2014年12月

15日由時任總統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主持揭幕，正式宣告定名為 

「國立移民歷史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也得以 

升格成為國家級的公共機構dm。移民 

歷史博物館所要述說的不僅是作為 

社會史一環的移民史，並且是由移民

史為敍事軸線的法國史。這座博物館

不僅需要傳遞對於不同歷史群體的 

新認識，也在建構新的社會關係。 

概言之，既要引導國民轉換看待移民

的視角，同時亦需轉換他們觀看法國

的視野，重新理解法蘭西國族的構成

基礎dn。

歷經殖民地博覽會、海外博物

館、非洲及大洋洲藝術博物館和移民

歷史博物館的八十載變遷，金門宮的

外部牆面裝飾和內部結構大體不變。

今日的移民歷史博物館的空間結構 

分為地面層、夾層、一層和地下層。

地面層主要用於接待，中有一座大

廳，兩旁有圖書資料室和衣帽間；夾

層位處大廳兩側和樓梯處，展示殖民

地博覽會時期的文獻和實物；一層面

積寬敞，有常設陳列區域、臨時陳列

區域和捐贈廳（Galerie des dons）等不

同分區；地下層仍是熱帶水族館，歷

年來在殖民地博覽會的基礎上進一步

完善。

為了吸引更多訪客參觀，移民歷

史博物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策劃展

覽。名為「座標」（“Repères”，該詞

為複數形式，表示法國移民歷史的多

元性）的常設陳列區域佔地面積達

1,100平方米，以編年史的敍事方式

全面展示近兩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移

民遷入和定居法國的歷史，內容大致

分為三部分：移民遷徙的原因和旅

途；移民在法國的日常生活、工作、

求學和社會參與，以及其獲得國民身

份的過程；移民為法國帶來的多元文

化，體現在語言、信仰、藝術、文學

和音樂等方面。臨時陳列區域的專題

展覽往往每半年更新一次，2017年

關於意大利移民的「你好意大利！」

（“Ciao Italia!”）展覽頗受歡迎，引起

主流媒體紛紛報導，增進大眾對博物

館的了解：該展覽佔地面積600平方

米，展出個人物品、藝術品、報章、

地圖、電影片段等各類展品四百多

件，講述意大利移民自十九世紀中期

至二十世紀中期大量移居法國東南 

部和巴黎等地區的歷程，以及其在音

樂、餐飲和藝術創作等方面對法國社

會文化的影響do。這一專題展覽恰

恰濃縮了博物館所要傳遞給民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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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法國接受國外移民由來已

久，不同背景的移民為法國的經濟發

展和多元文化做出貢獻。

筆者認為，個體歷史與公共歷史

並舉是貫穿在移民歷史博物館展覽空

間的一個重要理念。展覽固然以歷史

事件為綱要推進敍事，但並非將移民

視作面目模糊的集體，而是通過多種

方式讓個體發聲說話，融合多個故事

共同演繹歷史敍事。就現場布置而

言，實物放在展櫃中，周圍張貼或豎

立平面展板，還有自天花垂落的幡布

或投影幕布，更有若干處模擬實景和

裝置藝術，以「移步換景」的創意劃

分不同展區和引領參觀路線，音效、

燈光和標示指引等硬件以及法英雙語

的文字介紹亦相得益彰。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開闢了一

處捐贈廳，專門展陳社會各界捐獻的

個人物品，體現人生軌迹迥異又各具

代表性的移民個體歷史。例如藏品中

有一本偽造護照，從中可見物主的顛

沛流離：卡巴（Fodé Kaba）來自前法屬 

西非殖民地幾內亞，當地於1958年獨 

立後，在法國求學的卡巴繼續留下，

但卻飽受社會敵意——因為幾內亞

執政者杜爾（Sékou Touré）出於親共

的外交政策而拒絕加入戴高樂倡議的

法蘭西共同體，兩國更在1965年斷

交。此後，卡巴為了報效祖國而攜妻

帶子回到幾內亞，卻遭到當地政府懷

疑，無奈之下只好購買偽造護照倉皇

逃回法國。當他在1983年再度返鄉， 

父母均已離世，殊為可歎。卡巴的故

事可說是法國解殖時期的一個典型縮

影，反映非洲移民遭受的種種不公和

艱難，以及法國社會對移民的長期排

斥和歧視。如今這件藏品存放在歷經

三度轉變的金門宮，其承載的歷史更

加別具意義。捐贈廳內類似的展品不

在少數，移民歷史博物館以收集和整

理眾多各具代表性的移民個體歷史展

品為使命，正在為當代法國人匯聚關

於移民的公共歷史。

該館團隊同時重視學術研究、 

公眾教育和推廣。每場專題展覽均同

步出版圖冊，迄今共出版十六本，成

為頗有價值的資料系列。經過法國政

府協調，自2007年起，移民歷史城

接收創刊於1965年的《人類與移民》

（Hommes et Migrations）雙月刊，並連 

續出版六十多期，登載各類探討法國

和全球移民相關議題的文章。對於 

研究者而言，2010至2014年間擔任

館長的格魯森（Luc Gruson）及其同事

撰寫、並由杜蓬作序的著作《國立移

民歷史博物館：一座博物館的誕生》

（Le musée national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Genèse d’un musée）非

常值得參考，可以由此了解建館前後

各方的博弈和努力付出dp。此外，

金門宮地處巴黎東部「綠肺」凡仙森

林的入口處，此地平時吸引許多市民

和遊客來訪，於是移民歷史博物館利

用地利之便，經常舉辦藝文和親子活

動，如音樂會、作家講座、創意市集

和手工製作工作坊等，使得昔日展示

國家威嚴的金門宮更加平易近人，吸

引來源更廣泛的訪客到臨。

四　結語

歷經變遷的金門宮始終與二十世

紀初期以來的法國時勢緊密相連，焦

點由外向的殖民擴張轉為內向的移民

問題。2020年5月，美國黑人弗洛伊

德（George P. Floyd）之死觸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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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浪潮，也

促使左翼民眾要求清除長達數個世紀

的殖民時代所留下的種種印記和遺

存，不少涉及奴隸販運和殖民擴張的

歷史文物遭到激進示威者破壞，或被

收藏機構從展廳撤回庫房。為此，法

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

6月曾表示支持民眾對平等的追求，

但是「共和國不會忘記我們歷史上 

的任何痕迹或名字，不會毀壞雕像。

我們需要清醒審視整個歷史、整個記

憶」dq；他呼籲國民正視歷史，試圖

平息激進示威者「矯枉過正」的行為。

承載殖民歷史與記憶的移民歷史博物

館和布朗利碼頭博物館亦難免捲入爭

議。7月，五名非裔退伍軍人盜竊布

朗利碼頭博物館一件剛果文物以「歸

還非洲」，後被判刑和罰款，引起輿

論關注dr。由此可見，如何保存和展 

示殖民時代的文物，仍深受當今時局

和社會議題的影響。依筆者淺見，法

國移民問題或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

仍將與政治、國際關係和經濟民生等

因素相伴相隨，繼續為法國和西方發

達國家帶來挑戰，博物館等文化領域

無可避免成為各方較量的角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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