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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謝謝大家在這裡，謝謝 Jeff。其實 A3 是一件什麼事，我本來也不是很知道。現在

慢慢知道，就是因為阿喜開始“整整整”之後，就是阿喜的藝術家宣言說自己在“整

整整”，我就發現原來有些關於藝術的事情我是很想問的。或者是我想找個藉口給自

己重新認識藝術家是怎麼工作的，裡面有些細節是如何理解的。同時期，除了阿喜之

外，還有其它事情在發生。其中一件事是，Jeff 比較早的來看過 A3，之後，就馬上發

了一個電郵給我，說有幾個想法想在這裡做，我們就是這樣開始了對話。 然後和 Jeff 

聊他個人項目的想法時，又覺得可以連結阿喜正在做的事情。於是，就發生了這件事，

大家這樣坐在一起了。開始我們也想過是不是應該讓大家來聽講座一樣，不過後來還

是覺得讓大家像這樣小組人討論，聊得深入一點，或者沒有答案也不要緊，或者說是

沒有要找答案的壓力，這樣可能會好一些。所以發了個郵件給大家，就是我們上次大

概覺得框架可以是三個二十分鐘的小節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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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對。可以開始了。我們兩個先聊一下吧。我知道楊陽跟我玩的時候，我就找了兩

天去望一下。今天沒有去望，可能有點不同了。不過我已經不太記得我的感受，因我

很容易用以前看藝術作品那樣看。 

 

楊：我想先問一下你為什麼會請 Eddy 和 張蓉?  

 

梁：原因是真的想和阿喜一齊，看一下其他人是怎麼看他的作品。所以就想找人一齊

聊一下，因為我覺得只有我一個人不好玩嘛。然後就想有什麼人，藝術家和藝術家聊

已經太習慣了，所以我就試一下其他人。想起來 Eddy，他是從事寫作的，所以我找他

了。另外，前一陣在我在搞“拗吹”的活動，放一些書，跟人家說，你陪我坐，我放

書，然後交換些時間你陪我聊聊天。當時跟張蓉 聊了一輪，才知道原來她也有開始寫

作，那不如叫她上來啦。所以就找的主要是寫東西的人，就找了他們兩個。不用這麼

多人了，先找上他們兩個。 

 

楊：那就講一下阿喜吧。本來是想講一下阿喜整個創作的歷程的…… 

 

梁：因為其實我對他的認識追得不貼，我眼睛的記憶只有他畢業後那兩三年。我想考

據一下，你在 GALLERY EXIT 的那個展覽是在畢業後第幾年？ 

 

喜：我想第三年吧。 

 

梁：我基本上到那一次就沒有再怎麼跟了。 

 

楊：那個展覽是怎樣的？ 

 

喜：其實主要是錘仔那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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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而我的理解是，在那之後，我隱約見到的都是木做的東西，工藝性比較少些，概

念比較統一都是在講一種生活的……啊我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字。總之是跟一種舒服一

些的生活有關，或者是非城市的生活有關。比如他創作的那些公仔讓我想到城市的急

促的(步伐)…… 另外，我最近有份幫他的在新界那個生活館，我有幫忙做他有間，是

不是叫“廁所屋”？可是廁所又怎麼會叫屋呢……哈哈。 但是我最不喜歡就是，不要

在那裡擺杜象(Duchamp)吧，感覺好像倒退回去了。 

 

喜：因為其實不是我自己一個的意念。 但我覺得也是大家討論出來, 共同妥協之下、

合作之下的協商。   

 

楊: 為什麼你一談就談起這個?   

 

梁: 因為這一件是我最後覺得最有印象的作品。 我覺得他之後的作品, 在氣質或者概念

上都已經很穩定了。不如你講一下這個錘仔和木? 

 

喜: 那時候是常常在想物質的關係。 這件作品呢,你很明顯可以見到, 在閱讀一個符號的

方式, 錘仔是一個拆的工具, 自己又對木有感覺, 很自然見到一個錘仔就想在這個位置雕

一些東西, 然後就雕了一件小屋。其實做這件作品之前, 我也會拿一些工具, 尤其是有木

柄的工具, 會做一些雕刻。 (梁: 之前是未畢業之前?) 畢業以後吧, 未畢業的時候都不知

道自己在幹什麼。 哈哈。 (梁: 那是正常。)  慢慢就會真的有一些在工具末端雕刻的作

品。我形容一下吧, 正常是木柄的, 用小的雕刻刀把鐵那部分的形態雕出來。 好像一個

自我矛盾的, 好像 “自己食翻自己”一樣, 大概這樣的概念。 

 

梁：嗯，所以接著 EXIT 的展覽，或者到 “廁所屋”，那個感覺或者焦點都是這種關

注或者說敏銳度。那麼 A3 那裡，擺出家居的場景，知道選那種綠色是一種很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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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的顏色，但我覺得它的量就讓整件事的繪畫素質（painting quality）很高。好還是

不好我也不知道。於是它反而令我把它純粹當作一個繪畫裝置（painting installation）

那樣看，想有一種有藝術元素（artistic element）而又有家居感覺的環境去看。當我儘

量想看那個繪畫素質或者藝術質感（artistic touch）的時候，我就會去挑剔，那個細節

位的地方究竟藝術質感多一些還是少一些會更好呢。比如那面牆整體都是家居的那綠

色，然後你有一個地方有個掛鉤挂了一些毛巾之類的，然後下面在毛巾旁邊會有一些

我忘了是鉛筆畫還是刻了圖像還是公仔。（喜：其實是畫鏡子的時候留下的）嗯，就

是我的關注點就是那裡放多少東西，這裡放多少東西。 

 

楊：可不可以多講一些什麼叫繪畫素質？ 

 

梁：應該是說怎樣去用那個顏料。比如用我的親身經驗，一個畫畫很差的人，我用色

就是一塊色摔下去。如果你看歐凱琳，從她大學到現在你都見得到，一個畫家會很著

重她怎麼油那個顏料上去，有一個物質性和視覺性的質感。她可以搞得很複雜，我們

每一個看的都感受到。這就是一個畫家會注意的。但是針對阿喜的那一件，他細緻的

地方就不在於怎麼油那層顏色，而是那層顏色上面要再加什麼。比如畫些東西，或者

用個鉤，放些毛巾這樣。作為一個形式（form）擺在一張 “畫紙”上。那是另一個畫

家處理的問題就是構圖（composition）。或者這是每一個創作人都會處理的就是如何

在一個構圖裡裝一些東西，放置得妥帖。妥帖可能是關乎有沒有內容，或者有個美學

的聯想，還是兩樣都需要處理。所以對我來說，看阿喜那個，原本不是看所謂是不是

概念，或者那種怎樣介入（intervene）那個空間。反而他的視覺元素 刺激我多一點是

作為一個繪畫裝置那樣看。反而家居的感覺或者概念像是催化那件事發生的原因。他

今日這一刻可能不同了，起碼他行動上總要在這地方睡過一次，證明這裡是有用過嘛。

就不是我作為觀眾的角度。因為我覺得我最大問題就是，我看了很多東西，不管是書，

還是整個香港美術史，於是我的看作品的脈絡是很不一樣，就很容易就會想起他，或

者以前誰做過什麼，跟這一件有沒有關係，這變成了是一種看作品的處境（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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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就是，我儘量試一下能不能把這些東西都扔掉，純以形式主義（formalist）的角

度去嘗試捕捉藝術家是否有個想法在後面，去以視覺或者物料 把一個項目顯現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叫上他們一起聊，或者儘量不要我講，我是懷疑我太容易進去了繪

畫素質，或者先用很精緻藝術的角度去看一件作品。而可能阿喜就會很簡單地講: 其實

我沒有那麼複雜。 

 

楊：但是從來都有這個張力的吧，就是說外人與自己看自己做的東西。 

 

梁：是啊，所以我更加不要找藝術家跟阿喜聊。 

 

楊：我的意思是說，其實我們可以繼續聊下去。就是說，你的意思是，你其實在用看

繪畫的方法去看阿喜在做的東西。 

 

梁：特別這一件會是。比如“廁所屋”我就不會。他現在的場合或者視覺的元素很容

易讓我偏向那個地方。 

 

喜：現在堆了一些雜物。其實自己開始的時候都沒有想過要怎麼擺的那些東西的。當

然畫草圖的時候有啦（梁：畫草圖的意思是你在家裡構思這個項目的時候有草圖）是

啊，有些草圖的。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我在那裡不斷工作的時候，我嘗試會把創作

的速度減慢。我不是有個很明確的目標，什麼限期完成什麼步驟這樣，都是跟著自己

的感覺的。在過程中，又遇到對面南洋酒店扔傢俬，就撿了一些茶几啊、鏡子啊這些。

有一種很直覺的，就是我想把什麼放進去。 

 

梁：你平均多久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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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其實我差不多每天都去。不過有時候早走，哈哈。有時候就會周圍走。有時候就

會把閘打開，走到外面，就像你說的，有個繪畫的概念，會看看那個藝術觸覺和格調

怎麼樣。但我又覺得自己不想執著在太細的地方，而是我想當自己在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會擺自己進去，有時候會關上閘，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實有點像求生遊戲，

看看周圍會有什麼發生，然後自己會有什麼反應。接著就是，因為撿了一些傢俬嘛，

那放得下的就會放，有些太佔地方就扔掉，然後就會想在周圍買些東西擺在那裡，可

能對於你們來說就像畫一個繪畫，擺些 “顏色”上去。但我自己慢慢就會想將自己的

身體擺進去。因為我開始是設定了跟自己的身高（去擺放），好像不斷在挖掘自己會

放什麼東西進去，還有會遇到什麼能放進去。最後呢，比如我沒有想到會在墻身上，

我用雕刻刀雕了一些公仔，我會想去記錄我在裡面觀察到的一些比較深入的東西。比

如有兩個叔叔每天都用一個小車把幾袋垃圾推入後巷，有一個婆婆會有一輛水貨車， 

她又會拖紙皮，用一條很漂亮的繩子綁，又有抽煙的人啊。幾乎每一次去都能看到婆

婆。其實是一些我會想自己在那個逗留長一點時間的期間，不斷遇到的東西，就好像

在建構一個空間。我覺得用一個繪畫的概念去看的話，在那個角度看，也可以在畫這

些東西，但不知道什麼時候畫完。 

 

梁：但是你的那種狀態其實跟你其它項目的狀態是差不多，還是很不同？ 

 

喜：其實很不同的，我沒有設定一個死線給自己，當然知道到那一天我就不會每天都

去，但我沒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一個完成度高一點的狀態。 

 

梁：我想你過去兩三年的項目，起碼有個清晰的主題，給你主題以後，你會去對應一

下。相對我們現在這個項目最大的特色就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主題，當然有框，但就焦

點不是 在所謂主題這個東西上。所以我覺得這個項目相對你做的其它項目，你的狀態

會怎樣？會不同？我就很好奇了，而正好我又覺得創作狀態很不同，所以更加讓我覺

得那個精緻藝術的切入點會錯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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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哦。其實比如睡午覺，我也沒想過為什麼那天會睡午覺的，只是覺得有點累，又

要去那個地方，就去睡一睡，像楊陽說的，留下“一陣除”，或者留下一些痕跡。用

這個方向吧。而同一時間，又真的想用一些比較容易講的元素，比如身高啊，或者門

的寬度是根據我的肩膀的，這些元素去框住這件東西。 

 

楊：你剛剛講繪畫裝置，就是說你其實從顏料開始講，接著到繪畫，這讓我想起李傑。 

我就想問一下你怎麼看，如果我們當李傑做過的一些東西都是繪畫裝置，或者他當那

個空間就是一個畫布，而不是一張張畫布那樣看的，在這一件事上你又會怎麼比較呢？

是不是可以比較呢？ 

 

梁：可以比較，但我理解的繪畫裝置不是在李傑那裡，而是我讀書時看到 Jessica 

Stockholder，她其實拿很多現成物去砌一個場境出來，不過你一看她作品的構圖，擺

的東西是不一定有很強的社會意義，很多個人的東西在後面，或者純粹重新去擺些東

西。而最大特色，或者形式上怎樣可以說她是繪畫裝置就是，她有些地方怎麼都要找

一支大油掃去塗一些顏色。明明一個家居綠色的空間，然後她擺了一個白色的很古典

的美國六七十年代那種圓邊的雪櫃，已經很有繪畫的氣味，有些綠色有些白色，她怎

麼都要在雪櫃上油一層顏色在某個位置去強調那種繪畫素質，或者是我剛剛說的質感 。

所謂繪畫裝置和繪畫最大的分別就是，它都是處理一些繪畫的議題，但它會用三度空

間作一個單位去處理，所以質感，取態，或者物料本身都好重要。或者用另一個講法，

事實上就是像繪畫加雕塑，但是我不是從理論去看這件事，如果這樣把 Jessica 

Stockholder 同阿喜比較，阿喜的特色是典型我們香港的做法，就是儘量順其自然，看

一下怎樣拼得舒服。 

 

楊：怎樣是典型香港順其自然？為什麼 Jessica Stockholder 就不是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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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她不是。或者是我主觀覺得那些畫了很久畫和搞了很久繪畫裝置的外國藝術家，

我不知道她們是刻意還是不自覺，總有很多地方會很強調藝術家怎樣去駕馭那件物。

所以在剛剛那個例子里，如果我是阿喜，用一個綠色的房間，擺一個白色的雪櫃，那

個繪畫素質已經是很出，可能像他一樣，最多是在白色的雪櫃上刮花一點，有點痕跡，

有個故事在那裡。但是我所理解的 Jessica Stockholder 就會很大手筆，打開個雪櫃其中

一格涂了它，去體現那個藝術家怎樣去駕馭一幅畫布，裝置就是駕馭一個空間，而仍

然保持對物料的運用。這就是我覺得香港處理物料的有點不同。當然我不可以一竹竿

打死一船人，說個個都是這樣，但我覺得普遍都是對物料比較順其自然，不會去大改

動它，只動一點點。比如用阿喜來說就是用他慣性的雕刻或者純粹畫上去，如果是外

國藝術家的話就算用這麼簡單的方法，她的幅度上會很大，就是那些公仔會很大，或

者那件事會很明確，會煞有介事地擺些東西在那裡。 

 

喜：有氣勢？ 

 

梁：對對有氣勢。我覺得無論男女都不自覺有那種氣勢。當然有高低，就是量的強度

會有多少，但相對於我們，他們怎樣都會多一點。 

 

楊：但比如蘇恩祺的裝置作品也很有氣勢。 

 

梁：所以我剛剛說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甚至你用蘇恩祺就更適合我這個論述。（楊：

適合你的論述，哈哈）對啊。我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地說大部份香港藝術家都是這樣

順其自然，而當你講蘇恩祺就更加適合，其實你看她同代搞裝置，她就是少數。氣勢

磅礴，大規模，不會遷就物件，而反過來她會去動那個物件去改它的特性。 

 

楊：我反而想問，講回顏料，其實阿喜，你下顏色的時候是在想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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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我不是想真的經營一個……不是想怎樣去混色啊，把畫面弄漂亮一點。有些顏料

真的是工作用剩拿過來的，然後在那裡我又覺得這款顏料 OK 喔，我也不想買一款新

的顏料，去做什麼很漂亮的顏色，又做什麼很美的效果出來。其實我自己想的重點是

在概念上多做一些事情。因為我自己心理上會想做到的是，你一看上去，你可能會跟

家居有一個聯想，但又不是所有家裡的東西放在那裡，然後裝作好像有人住一樣。我

覺得是想做到有人住和沒有人住之間。自己心理上就是在這兩個地方走來走去，偏來

偏去。如果真的做到那麼精緻，那麼雕琢的時候，我覺得那個真實感會降低。但如果

做到太真實的家的話，又好像太刻意了。周圍有一些廚房燈飾鋪，他們也有這個傾向，

當然他們是很乾淨、雜誌看到的狀態。但慢慢整著整著，自己都會開始想留下一些自

己喜歡的、覺得漂亮的東西，或者自己一些一路以來創作的方法的痕跡在那裡，這樣

去做。我很同意 Jeff 所說，在氣勢方面，自己一直以來，就是你見到的錘仔，找些

“撩能”位整些東西。其實創作開頭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想放進去，但心理上又會覺得

很多廢物會生產出來。可能空間的影響，儲存啊，也會有影響。 

 

楊：那你怎樣處理那些廢物？是不是要循環再用？ 

 

喜：其實循環再用啊，upcycle 啊，freecycle 啊，是啊，哈哈。其實在做的過程心理上

就會有這樣的狀態。也會想在空間上，會不會像李傑那樣，他好像設定了有個載體的。

比如一塊桌布放在桌子上，跟朋友聊天啊做一些事情，然後在上面留一些痕跡。但自

己反而想空間想保留一種感覺有人住，但不要刻意做一些有人住過的痕跡。 

 

婷: 我想知道多一些那個過程是怎樣的，整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喜：整件事就是…… 

 

婷: 你會怎樣從一開始講起這件事的發生？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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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九月頭開始進去，會想自己定了一個時間表，是進去每一天幾個小時，在裡面有

一個建築平面圖，有廚房有廳，有睡房這樣。在那段時間里，好像不斷幫自己裝修一

個家，但同時又會做一些零零碎碎的創作，或者叫“整整整”，整一些東西，改裝啊

這樣，看一下一個月之後會變成怎樣。 

 

梁：現在一個月了。 

 

喜：一個多月了。 

 

婷: 現在還有在做嗎？ 

 

喜：現在沒有了，停了。今日禮拜幾？ 

 

梁：今日禮拜六。 

 

喜：前幾日還來整了一些公仔，哈哈，壁畫。 

 

婷：是怎樣決定什麼時候整完？什麼時候不會再整？ 

 

喜：其實現在還會想繼續整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其實真的沒有一個……會想有多一

些事情去做，比如想雕多一些壁畫啊，這樣。 

 

黃: 我想問，如果你要做這件事的時候，不是一個街鋪，可能這樣說，是另一個空間，

用同一個平面圖，那個環境對你來說，做一樣零零碎碎的東西，是不是有一些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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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有啊有啊，其實會考慮的。（婷：是不是狀態都會完全不同，比如上樓做一個類

似的環境）是啊，不同的，上樓我就不會這樣做了。在街鋪完全不同。我覺得脈絡對

我自己的創作來說會是重要的關注點。你叫我在畫廊裡設定一個扮住在那裡的項目，

我覺得又 (黃: 太做作了!) 是啊，會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黃：所以當初你看到這個空間的時候，是因為這個處境，才會有跟進。 

 

喜：是啊。當初我記得跟楊陽說過分兩層，但當時是想多做一點關於室內方面設計的

變化的。我自己間隔出來兩層以後，就慢慢想在細節上做，就不是單純一個空間的設

計，不是室內設計那種。但也想空間的間隔方面是有趣一些，所以也間隔了一些房間

出來，正好樓梯下面有個櫃子，之前也說做一張床的，自己本身也想過會不會在上面

那一層做，但想著想著覺得如果有一個山洞的床位應該會挺有趣的。 

 

黃：但那個位置是不是真的能讓你整個人躺進去？看上去好像很淺的樣子。 

 

喜：剛剛好，是很淺，是我的身高來的，哈哈。 

 

婷：你為什麼想在那裡做這個事情? 

 

喜：就是好像住在裡面一樣? 

 

婷：就是怎麼開始的？ 

 

喜:  第一點就是, 自己好想在這個空間內逗留長一點, 因此我聲稱自己好像住在裡面一

樣……  

其實有點像……某程度是一個工作室，好像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可能是一些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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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些意念，可能未必跟這個項目有關的，但進了這個空間就會有這個感覺。是循

這個方向去做的。 

 

婷：比如你自己家裡、工作室，基本上那個空間都是你自己塑造的嘛。那你覺得在這

個鋪位，跟你在家裡，而你家裡已經有個空間了，那你再去鋪位做這件事，這兩個關

係又是什麼呢？ 

 

喜：所以就更加想做得跟自己的身體有更大的關係。當初也有想一些 行為藝術，但可

能自己本身不是很想做這類的藝術，像是貼著屋頂走過一層樓，這一類。開始的時候

我畫那層樓的高度，有張照片，有一支鉛筆貼著牆身的。我也有想過做好了以後會不

會在那裡走來走去，頭髮跟屋頂摩擦，磨出一條線出來，或者會不會磨穿了它。這個

空間一看上去很扁，它好像不是一個適合擺放人在裡面的空間，它好像是一個櫥窗，

純粹展示一些衣服。但我覺得放一個人進去……我有時候會想像，賣衣服的鋪頭里有

個模特兒穿著衣服，突然間那個模特兒是會動的，原來是真人假扮的。自己很想試一

下在那個空間可以做什麼出來，是有一個任務的，但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要做什麼。

我覺得整個計劃完了以後，除了跟身體比例有關的建構，我會想在牆身雕刻一些視覺

記錄。其實為什麼會驅使我這樣做呢？我會覺得在裡面的時候好像在洞穴一樣，除了

在睡覺的地方，加上在一個這麼窄的空間中，我純粹去感受那個空間，再以自己的視

覺經驗去做一些創作。 

 

張：其實一開始，你發郵件給我的時候，我有想過，如果居住／生活 作為一個 藝術型

式的時候，它在 A3 這個空間會怎麼處理呢。其後我想的問題就是，之前在活化廳很

早期的一堆在櫥窗那個位置做的一系列的展覽。我在想它們兩者的關係有沒有承接，

或者有不同的地方。那到了 A3 的時候，我就很認同 Jeff 說的，其實我是當一件繪畫裝

置 去看的。而和李傑我覺得最大分別是，我覺得阿喜是一路參與進去的，他是整個計

劃的一部份，沒有了是不行的。另一方面我就在不斷想，你怎麼把一些功能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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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這個空間裡面。還有這幾年我最喜歡的是看觀眾，雖然我剛剛看的時候沒有觀眾

可以看；還有和附近周遭環境，所謂我們怎樣看一個展視和你在項目的關係。 

 

喜：有些人是走過看到，你在搞什麼呢，奇奇怪怪的。 

 

婷：有沒有人跟你聊天？ 

 

喜：其實最主要都是那幾個倒垃圾的叔叔，和那個大姐，都是問什麼時候裝修完，哈

哈。 

 

梁：你開工了以後是不是少了人在那裡“煲煙”？你不在的時候，正常那個位置都有

相當的人在那裡“打邊爐”的。 

 

喜：是啊，但是他們沒有站得那麼進去。 

 

婷：但是那個位置應該是停電單車的地方，應該有很多電單車的。 

 

喜：已經停滿了紙皮和垃圾車了，擠不進去了。 

 

楊：哦，一直都沒見過電單車。 

 

喜：那我想是因為知道是街鋪，和後巷的地方，會覺得如果有個人住在櫥窗作為一個

展視的物件，當然他不是日日或者夜晚都在，都會覺得跟自己的概念和想法有關係。 

 

楊：那這是不是可以帶入 Jeff 你那時候講藝術家駐留計劃，就是第二部份，因為這個

好像是跟你剛剛講阿喜做的不是很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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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所以為什麼我說我看藝術有不同的脈絡。剛剛比較用所謂繪畫裝置去看。但我覺

得更有意思或者可以拉寬一些去看，這種空間它已經有脈絡了， 作為一個創作人，很

正常地，進去就會想試一下怎麼去改變那個處境，或者有多一點生氣在裡面，或者有

些活的東西在裡面。當你說想用一下那裡，或者想住一下，我又會像 Eddy 一樣會整天

想，啊這個展覽跟哪些有關係呢，那個觀眾什麼反應呢，或者純粹連上一些香港過去

的展覽。Eddy 也很準，講了應該是魂遊有負責策展的，在活化廳找個櫥窗，邀請幾個

藝術家，關在那個櫥窗大概 24 小時，看他們會做什麼呢。（楊：90 年代尾 2000 年頭

Para/Site 藝術空間也做過這個事情，其中也就是有蘇恩祺的參與）而我更加想到的是，

將一個它原本有特定意思或者功能的地方，給藝術家進去了去容納了它。比如說住的

話，本身這件事抽象來說，令我想起跟香港其它活動有關的就是現在的一個趨勢，很

多藝術項目都會用上駐留的形式，而不是我給你一個死線，你那天做一個展覽出來然

後我就做一個開幕。因為我的理解是，駐留那個形式是有利於藝術家去醞釀一些東西，

和那個特定的將要展示的地方有更多聯繫，就不像以前傳統做展覽呢，其實展場不就

是一張白紙，你塞什麼進去都可以。所以我覺得阿喜會讓我想起藝術家駐留。確實我

自己因為個人問題，我開始不太喜歡做展覽，我覺得展覽不是很能幫助現在藝術家的

那種(藝術)操作（practice）。反過來駐留那種狀態比較適合藝術家去做創作。第二就

是我在找究竟會不會有跟過去整個香港展覽有關係的東西，我就找到了 1999 年阿 King

（蕭競聰）和 Howard（陳沛浩）做的叫“家事”的展覽，所以印了一些資料。但這展

覽我是沒有看過的，當時也是比較年輕的狀態。重點不是最後在那個三棟屋博物館的

展出。重點是他們一開始就想“家”這個主題。他們一定會從社會議題去思考的，這

是他們做展覽或者他們思路的風格。那麼“家”應該不只是關於一個物理空間，而是

關於一個身份的。於是他們就找了一堆藝術家，再找了一堆家庭去配對。他們互相認

識，然後一起做一些作品放在家裡面。但是每個藝術家跟那個家庭的合作方法未必一

樣。我現在找出來的是蔡仞姿和一個家庭。蔡仞姿進入這個家庭，認識了這個家庭以

後，就拍了一些相片，做了一件作品。這個家庭也對應對蔡仞姿的認識或者整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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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也做了一件作品，所以藝術家和那個家庭的成員都會有作品。最後是 16 組吧 。

就會有一些紀錄擺在三棟屋那裡展出。對於所謂怎麼將藝術的那個創作，表層叫藝術

創作入屋吧，我想更重要的是像剛剛 Eddy 所說的，觀眾，和那個空間，還有創作人三

個東西是怎麼聯繫在一起，而那個聯繫不是純粹接收，而是去回應對方。這些就太富

藝術性了。但那個角度，那個玩法是挺好的。  

 

另一個例子就是阿和 (梁志和)的 OPEN HOME。話說阿和其實在 2007 年的時候就找上 

Jaspar (劉建華) 在他藍田的家裡做一個小型的展覽，然後宣傳， 叫人來登記，展覽當

天大家就輪流進去客廳去看一些作品。所謂“看”，嚴格來講，他們是要在客廳裡找

一些疑似作品的東西，大概就是數個白色的，膠水管柱，你走近就可以聽見聲音，其

實是一堆故事，是錄音，有七到八件，放在不同的地方像書架、沙發、桌面這樣。每

次只能有兩到三個人進去，出來了事情就結束了。但是這件事情會發生除了是因為能

借到一個地方之外，其實事源是阿和在 07 年以前，在日本 和其他城市參與了好幾項

藝術家駐留計劃，做一些訪問，訪問別人怎麼看自己住的環境、空間。那些東西沒有

發表出來，於是覺得想發表的時候，就找了這個模式這個地方去發表。這我就有親身

去，因為我是負責統籌，幫他跟新聞發佈啊，在門口收門票這樣 。這種入屋做展覽，

當然有些不同，你看他是在處理一件藝術作品的表述時，再多一層意義。我看見阿喜

的時候就會開始想，到底有哪些展覽形式，無論是什麼層面上的形式，會和阿喜的有

關係呢。為什麼楊陽和我覺得要聊，和會聊到這些東西，其實是當我沒什麼事情做的

時候會開始摸一下二十多年來香港的展覽有沒有什麼趨勢，比如我已經勾到一個是每

隔兩三年一定會有藝術家對話，兩個人說對話就是各自做一些東西出來然後放在一起

展覽。“藝術節”現在一定會有。藝術家駐留計劃理論上常常會有，但是很正式，或

者相對大型的，其實也差不多要三四年才能出一個比較國際一點的。比如 Howard 還

在的時候那個，（楊：灣仔）對。其實除了他們之外其他人也有做一些國際一點的藝

術家駐留計劃，可是你看到一定是兩三年才有一次。所以我就試一下 “家” 會不會也

是一條線，找回一些零散的資料，畫一個圖表看能不能連起來 。其實很有趣的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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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如果作為藝術品，像現在人人都很帥說，策展人也是在創作嘛，展覽也是藝術品。

但其實展覽作為一個藝術品，比起一個藝術作品，更加是沒了就是沒了。過了的展覽，

其實它沒有一個存在的狀態。就算現在我這樣拿著覺得有趣，其實也不知道那件事到

底是不是這樣的，我看就是這樣。（楊：你說阿喜這個？）不是，是慨括展覽本身作

為一件藝術作品。如果說回阿喜那個，我期待這些東西能腦震盪給你，下次可以再玩

得不同一點。嗯，也不是說不同，純粹一個對比。這個是斯文版，這些就是知性一點。 

 

楊：我反而覺得很難這樣比較。我不知道灣仔那個，不過阿和這個我也有去。很同意

你說的，他是在處理一個怎樣的表象，放那個表象在那裡，就是怎麼去表述那些人的

故事。他用了一個聲音在某一個 人的家裡，以裝置去表述大家對於 “家” 作為一個

反思對象的一件事。阿喜就是，像他自己說的，你要構造或者你要呈現一種不知道是

不是家的一種狀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住的一種狀態。我覺得還是挺不同的切

入點。 

 

梁：是的，對，切入點不同的。但結構正是同一個。同一個的意思是，阿和那個(展

覽)，觀眾一進去就會已經知道有人刻意要把一個家變成一個展覽。現在這個就是有人

感覺把一個不是做藝術的地方很刻意做一些很藝術的東西。我會形容那個結構是剛剛

相反，那個對象和主體剛好這樣 (反轉) ……因為我的理解是一般人走過 A3 的時候，

他沒有在意，如果他在意，其實他會很有意識這是一個空了的店舖，或者，那裡應該

不會發生一些很私人的事情。但其實現在他那個場景，一望去，全部符號都是很私人

的， 就算那些人不當藝術去理解，我比較肯定就是，那些人會意識到，咦，怎麼會這

麼古怪呢，為什麼好像把這裡弄得像可以住一樣。 

 

張：但你所說的，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條件才可以成立。就是說比如我們要怎麼會令人

覺得它是一些藝術的實踐或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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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我就是偷了這個概念。我在說，私人住的地方和一個不是住的，而是從事一些開

放的公眾用的空間的對轉。因為展覽這個概念，就算不是藝術而是商貿展，其實展覽

這種空間在一般人的理解都是開放給公眾用的空間。而屋子那個家居或者是廳的概念

已經習慣是一個比較個人的空間。我是這樣去類比它們的調轉，是挺刻意想抽起是不

是藝術那件事。 

 

楊：為什麼要抽起？ 

 

梁：因為我是同意思路上的所謂基礎條件。 所以我覺得剛剛我那樣講, 對大多數走過

A3 的人會比較可以體驗到。 那個人不會這麼快就跳到,把這個這麼窄的地方油成綠色

再加點東西是一個藝術,他一定不會很快去到那裡。他最先應該是，這個乍一看是一個

從事買賣或者工作會可以用得到的空間，但你看裡面的一些擺設和間隔呢，像一個會

給人住的（地方），是不是新的“劏房”呢。我比較有信心應該會先到這個層面。這

個就是所謂 Eddy 講的前設。這個前置對大眾比較有效 一些。如果我的前設是，大眾

一看到 A3 這個地方，就由店鋪變成一件東西，而他又知道這件東西應該跟藝術有關，

我覺得這個邏輯就跳得太快了。我覺得大眾應該會跳到: 「咦! 是不是想把這個整得能

住人呢」。這個就可以對應，阿和那個是你一進去還可以見到正常 Jaspar 屋內的客廳、

很多書，沒有動過。但是周邊的書、桌子凳子旁邊就有管子連在那裡，很清楚應該是

跟原本住的空間是額外新加進去的，人就會開始有個衝動去望，是不是有些古靈精怪

的東西在那裡，你已經預想到自己準備進去就是準備去找一些叫做藝術的東西，因為

通常你都是看完 (資訊)才進去，所以都是在講所謂公共和私人的空間一個自由性。 

 

蓉：我覺得整件事呢，觀眾的自覺性是最有趣的地方。因為你講梁志和這一個，其實

能去 Jaspar 家裡的人，他已經自覺知道有個展覽要出現，只不過是去顛覆家作為展覽

場所的那個公用性。但是其實就算講了這麼多，那個 A3 鋪位，就算阿喜是有些目的

想大家認知它是藝術，但其實可能到現在那些人都依然只是覺得有些東西，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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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生，但他未必會感 應到是一件藝術作品，又或者甚至是連一個事件他都未必會有

一個覺知。可能他覺得又是什麼店舖有些新形式的擺設 去做一個宣傳，他可能依然還

停留在一個所謂櫥窗式展示的概念上。所以我覺這個有趣的地方是觀眾怎麼去理解，

而不到策展人或者搞手或者藝術家自己去控制。因為這真的是一個是街鋪，走來走去

的人流動性很大，今天這個人走過留意到，他未必第二天會回來。所以，其實你每天

都有東西不同的去發生，其實沒有一個觀眾會跟足你整個過程，這個就會是有意思的

地方。所以觀眾的自覺性你控制不了，你真的是自己在做自己的東西。可能閒時會有

撿垃圾的比較恒常經過，他反而能跟到你整件事，才會有個好奇心去問一下其實你在

做什麼。就是要藝術家再去跟他說我在做什麼，他才會知道這可能是一件藝術事件，

而且他也未必會明白，為什麼藝術要用這種呈現方式去表達。 

 

梁：我覺得最貪心的也不會期望觀眾去到剛剛說的發現這裡有藝術，我推到最盡都是

預設那些觀眾最厲害的都只會想到為什麼搞到這裡可以住。 

 

婷：我想這個問題是有關我們怎樣去思考這些事情和阿喜你本身是聯通的。我們剛剛

會用“觀眾”，會用“留在這裡”，“去到”，當我們這樣說其實已經有些假設了。

而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些假設，阿喜，當你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自己又是怎麼想的呢? 

 

喜：其實自己會想，創造的時候，不是說我想做一件真的很完整的完成品出來的。其

實是想做一個讓走過的路人有個記憶。好像有人住在這裡，不肯定的那種狀態，留在

他的記憶裡面。因為我都知道可能之後整個地方都會變得不一樣了。當自己在這個會

想達到的狀態之下，我其實很反覆的，觀眾走過的時候又會想多一些互動，很期待有

些事情會發生，當你在那裡逗留很長時間的時候，如果他們抽煙就會想一起煲煙這樣，

哈哈。但也會很想有一個狀態是我不理他們，我不考慮觀眾的層面，只是理我自己，

我自己的心在這個空間限制之下會做什麼呢。舉個例子，不知道是在巴基斯坦還是以

色列，小朋友會發明一些遊戲。因為他們常常由於不知道什麼原因要躲在桌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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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空間的限制，他們玩的波子會有些新的規則出現。我想這個也是我會想在那裡達

到的狀態。而觀眾那邊，其實會想帶什麼給觀眾的，是有幾樣的，帶給他們這個鋪位

的記憶，擴寬他們對 “住” 的想像，也想他們有些東西在這個空間里是有關係的。開

始有幾日看到有一個婆婆每天都拖著紙箱走過，幫了她幾天以後，就覺得她拖的次數

真的很多，幫不了她這麼多，因為每次幫她都要關鋪。我就想，如果我這個地方，我

改變它的性質，或者我只把它定性為幫那個婆婆研究怎麼能幫她更有效率地拖那些紙

皮去賣的實驗室。接著也不知道為什麼又會放棄了這些想法。我覺得在整個過程中，

我自己是不太考慮觀眾層面的，只是去考慮空間，空間的性質，自己會在空間中變成

怎麼樣。所以好像 Jeff 所說，我想藝術家駐留，跟你要去一個什麼展覽交一個怎樣的

展出有不同，是因為你在一個時間長度里，你正在經歷，那種不同就是好像可以沒有

觀眾一樣。 

 

婷：我都還是想回到，我們為什麼會想那個鋪位外面經過的人是觀眾。我我們好像假

設這是一個必然，為什麼呢？ 

 

梁：是不是我們這樣想你才這樣想的，其實你並沒有想他們是觀眾？ 

 

喜：我也有去想的，但好像自己的重點…… 當然我也意識到其實他們就是最大量的觀

眾，但我又覺得開始的時候在那個內裡核心一點的層面，我也會覺得某程度上是一個

藝術家駐留，只不過它不是說你 24 小時都在那個地方，會是這個方面多一些。但是當

你在那個空間的時候，你慢慢有一個心理，你會意識到人們看進來，一有人看進來的

時候，你就會意識到，其實他也是能看到的，好像總是做的那些東西都要考慮外面的

人怎麼去看。 

 

婷：在我來聽你講之前，我怎麼想像這件事呢，我的參考就是，你在坪輋造的一張凳，

當我們一同要造一張凳，我覺得好像跟 A3 這個過程好像很不同。我想你應該沒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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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坪輋，那些經過的朋友是觀眾，而在這一次你跟那些朋友，比如那個婆婆，你在

幫了她幾天以後，可能你不再幫或者你沒有再去想那件事。你覺得那個鋪位有那個玻

璃外牆作為一個物質或者一個概念上的幕牆呢，是不是一個影響你想這些朋友是不是

觀眾的因素呢？ 

 

楊：我想插一句，不好意思。我剛剛聽了這麼久，我覺得那個觀眾反而在我們的討論

里多一些緊張，但不是從阿喜那裡來的，在你的辭匯裡似乎沒有，我反而覺得是，聊

著聊著好像是從 Eddy 或者 Jeff 那裡來。而我有個有關的問題就是，比如你說觀眾的自

覺性很重要，或者你會希望那些人……他們應該未必覺得這裡有人住，他們未必會覺

得是藝術。我的問題於是就是，其實為什麼我們需要他們認為這是藝術呢？其實它不

是，那又如何呢？這也是我接著要問大家的問題就是，其實藝術有沒有發生過。這個

就是我想問的問題。我們好像有個執著就是，它是的，它是發生了，但我反而覺得，

未必需要是。 

 

蓉：我覺得觀眾的自覺很重要，不是代表在這件事上有觀眾很重要，比如正在前往展

覽開幕，那個觀眾知道自己是去看作品的， 那他有個自覺性呢，他就會覺得這一件是

藝術作品。其實我覺得有趣的一點，是這個地方怎樣都是跟公共空間連接得很緊扣的

一個地方，所以其實，走過看到的人，我們可以假設他是觀眾，但我覺得他未必真的

一定要覺得這是一件藝術作品。相反那個意義可能藝術家本身正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覺得這件事他想怎麼呈現，反而是主體。我真的覺得他未必很需要和觀眾有溝通。

當然如果整件事是有對話有交流的話，會更立體一點。但是其實我從剛剛聽阿喜去分

析去解釋這件作品，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把自己呈現 在那個空間里，就是他怎麼跟那

個空間做一個關係，有點壓抑的，因為他不斷用自己的身高……哈哈……整個空間讓

你體會到阿喜自身與空間的關聯那個身體上的感受的。有趣的是，如果他不是自己進

去住，而是邀請一個人進去住的時候，其實那個人是完全能體會到那個物理空間對他

和阿喜的分別。 我覺得整件事他都是很抽離的，從 Jeff 去講這是一個繪畫裝置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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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感覺就已經是，我跳出了這個地方去看這個地方，整個感覺很異化。我也覺得這

很像主權的宣示，他加了很多自己的元素，我就是這麼高的，你進入就要跟從我的規

則。如果進去的人高一點那怎麼辦呢，那就要低頭了，矮一點呢就還有空間。整件事

就是，其實這個鋪位在這個社會裡這麼狹窄，藝術好像是去到哪裡都能“涉位”(借這

類空間出現)。那在這個可出現的情況，他就宣示了自己的主權（/存在）出來了。我

覺得這是一個挺有趣的想像空間。 

 

喜：其實一直以來，我想除了你在遠處，在玻璃外面見到一個你當是繪畫裝置，我自

己會想有機會讓人們進去，在裡面走一圈這樣，這個是我自己比較想強調的一點。

Stephanie 你剛剛說，會不會那個玻璃就間隔了，又為什麼我幫了幾日就不繼續幫那個

婆婆，或者跟外面的世界有一個幕牆擋住了一些東西，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是對的，

自己在那裡好像有個責任。我有些想法，在整個結構還沒有做出來的時候，我想過在

後巷撿那些人剩下的煙頭， 好像有些阻嚇作用那樣，哈哈。但我這樣做的時候，整個

地方的性質就會變成一個展覽了，很單向的展覽。當然我也不否認這個行為在道德層

面的意義，但這個就不是我開始的意思。我想玩的是讓空間有些曖昧性，讓人們看然

後進去。我也有想過到時候我們會不會有如“睇樓團”，但自己心理上好像還沒有去

到可以很完整地可以讓人家進去看這樣。我也記得有個組織，它會在工廠大廈做了一

個叫“豪宅”的地方，然後讓人們去參觀。我就沒有（組織）這樣的睇樓團。 

 

梁：在豪宅做了一個地方？ 

 

喜：不是，在工廠大廈做了一個地方叫”豪宅”的地方，印了一些售樓書這些，其實

也是一個藝術事件 。去看的人也是藝術圈或者文化圈的人。它這個設定就是很準確的，

對應著，好像諷刺著某些東西。當然，你接觸的群眾，來的人其實已經有心理準備是

什麼了。就好像你到 Jasper 那裡其實心理上已經知道我在看著一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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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我覺得很有趣，你們剛剛有說主權宣示，但是你說有種責任，其實這個可以是有

茅盾的，而我覺得很有趣。這種責任是你發現，而你對外面的人，無論哪種人，知道

你的存在的，你是向他們問責的 。但是你說一個主權宣示，就是霸地頭，插旗這樣，

我未必同意，但我覺得這個茅盾很有趣，是兩個不同的講故事的方法。 

 

梁：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 

 

楊：而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常見的，我覺得阿喜的作品如果是要講他能夠政治化一個空

間的話，我覺得是在你說的那個模棱兩可那裡會多一些，還有就是那個半開半合的狀

態。 

 

婷：我呢，在這些事情上，我常常想的是倫理（ethics）。那種有關於認知的倫理。我

在想，當然我們大部份時間想的都是自己的邏輯，但當在一個空間有很多不同的邏輯

同時發生的時候，我們怎麼處理它們的共存？ 

 

喜：不是很明白。 

 

婷：比如我們會想，在這個地方，是不是觀眾會怎麼想一些事情，當我們這樣想的時

候，就會很自覺，我們現在就在運用 一種邏輯，去想那些本身並不是用這種邏輯的人。

我們對這些思考的倫理要求是什麼。 

 

梁：我嘗試用我的語言去講我怎麼理解 Stephanie 說的倫理吧。你有意識到有些人走過，

他也想去參與，所以你就開放，去做那個空間讓人進入。但你會不會為了那個效果就

會去想，我要做什麼才讓他意識到他可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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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的是不只藝術家，也是我們自己怎樣去想這些事情。比如

楊陽問，藝術有沒有發生過，我們的問題可以同樣問，裝修有沒有發生過呢？我們為

什麼會選擇用藝術有沒有發生過去為 這個問題設框架呢。它也是一個很邊界的空間，

它不一定是一個藝術空間的時候，我怎麼去意識一些同時存在但又不同的邏輯，而當

我們在那種邊界中有砂有水……我不是很會講。 

 

楊：其實可以說是一種同理心吧，如果你這樣講這種倫理。 

 

梁：如果針對藝術有沒有發生過這一句，其實是不是有另一種提問令這些倫理問題效

益更好，還是這一句已經足夠？ 

 

楊：我想，你說那為什麼不會問裝修有沒有發生過，我思考這個問題的話我不會問裝

修有沒有發生過，因為我正正想用藝術有沒有發生過去牽連其他我們有可能可以問的

問題。但是我是想問藝術，因為我覺得最應該質疑的，在這個情況下，就是藝術有沒

有發生過。那我覺得裝修沒有那麼需要去質疑，因為它一定是發生了。這個是我問這

個問題的目的。 

 

張：我突然想到一些不是很貼題的東西。如果很大眾來講，藝術是在陳述一些事情的

時候，某部份我們在處理這些實踐，藝術就是那件東西本身。而建基於這個東西的情

況下，無論是策展人也好，藝術家也好，他需要有自覺是他正在做一些藝術實踐。如

果一個典型的所謂展示的方式，我們一定要考慮到觀眾的存在。而如果跳出來，如果

藝術去了一個普通的街頭的時間，那我們在考慮，街邊的人，暫時稱為路人，那他們

要怎樣把所有見到的東西，用他們的認知，變成一些正在發生的事情呢？就是說可能，

見到 A3 的時候，可能是一些展示，應為他正在用一些對商鋪的認知套在閱讀上了。

我們也不能否定他們是觀眾之一。所以觀眾一些認知的倫理沒有抵觸，因為我們本身

存在很多身份。我是這樣認為的。因為我們的認知，我們去所謂認識了解藝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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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場可能就用了一些繪畫裝置的脈絡去閱讀整件事，那是用了我們某部份的認知而

已。但是其他人就是要用其它的認知去閱讀。我也不知道想帶出什麼，只是一直討論

的時候就帶出這些問題。究竟我們是不是需要有責任去所謂建立一群，他們真的覺得

藝術有發生在那個地方，還是說我們要強化我們對那個地方我們要做一些藝術的東西

的問題。我想，初步估計是兩邊。 

 

楊：但是 Stephanie 所講有興趣的地方，就是看不同的人通過不同的思考習慣去思索一

些事情的時候，這些東西這麼不同，但它們怎麼共存呢？是這樣嗎？不知道是不是我

們現在可以討論得到或者阿喜可以回答的 。 

 

婷：我想是，這些東西是我們設立的一個局，有沒有都可以，但這是不是這個局的一

種考慮的呢。我剛剛在想，可能還有其他人，比如和裝修師傅聊裝修有沒有發生過，

我想對他來說可能是很 有意思的討論，因為他可能看阿喜的裝修就可能會有我們討論

藝術有沒有發生過那種問號了。而那個討論可能對那些裝修師傅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我就是在說，在這個空間的時候，我們又怎麼去想我比如創造空間給有不同認知習慣

（cognitive habit）的朋友，大家怎麼看那種先後。 

 

楊：就是說可以繼續做下去，繼續聊下去。 

 

婷：我覺得也不一定要怎麼樣，但是就是我們有多意識在這些事情中，我們怎樣看事

情呢。 

 

喜：其實我做這件事之前，我的角色，雖然開始的時候你，阿峰和 Dominique 好像有

做了另外一個項目，但那個好像沒怎麼宣傳（楊：沒有啊）你好像聲稱這個為第一個，

之後就開始了，這個是 Session 1。（楊：不！那個是 Session 1，你這個已經是 Session 4

了）但我自己想的時候是想開拓一些東西，讓之後一些事情可以在這裡發生。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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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項目然後就斷， 兩個項目是沒有關係的，雖然下一個項目是接著的。當然我不

是說之後那個要和居住或者和這個空間的性質有關的項目。 只是我開始會想，會不會

它在延續下去的時候，其實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呢？除了在物理空間上的應用，例如由

這個空間現在變成的狀態他可以再想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或者我剛剛說的，扔煙頭，

或者拉紙皮的婆婆，其實過程中我也有想，會不會真的不要搞什麼裝修，而作為一個

怎麼幫婆婆的實驗室呢。很清晰的，有一天遇到這樣的事情，因為真的連續幾天幫她

拖。因為你看到她拖幾箱紙皮走過，你好像有一個心裡掙扎。我覺得在那裡我自己這

樣存在，也不是真的有一個很特定的任務，或者很特定的時間我不可以做別的事情而

一定要在辦工室做某些事，我可以幫她也可以不幫她。那我幫她的話，會不會把她拉

近完成我即將要做的事情中呢？這種偶遇是我有想放進去的。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狀

態反而是，我會將這些事情講出來或者記掛住，如果之後有機會，這個空間有些事情

可以發生的時候，就針對這些東西去做一些回應。但這一次作為你當是一個開頭的空

間，就會很想去做出這個空間本身的可能性，而不是根據外面找到一些東西拿一個主

題，就擺進去展示這樣。 

 

楊：那個掙扎以前有遇到過嗎？ 

 

喜：其實相對地少很多。我覺得駐留的時候，當你不是想著，可能是我自己工作取向

的問題，我不是拿著某一個藝術形式或者某個方法去不斷生產一些東西。我會很想不

斷地，有時候是很邏輯地去創作作品，有時候是很潛意識地去做一件什麼作品。好像

不斷地“坤緊自己”會怎麼樣，也不知道自己會做什麼出來。這一種方式去磨煉自己，

可能它沒什麼成果可以見到，但我會覺得這個狀態就是，在你心裡面好像有很多選擇

的制爪的時候，我覺得不是一個負面的掙扎，而是覺得駐留的本質是這樣。 

 

婷：你覺得當時你選擇了繼續在裡面，我先叫做裝修吧，就是那個掙扎的時候，而不

是將它變成一個幫婆婆的實驗室，你覺得這個問題跟藝術有沒有發生過有沒有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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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這個很難回答。哈哈。 

 

梁：我也覺得很難回答。很難回答一個能帶出新靈感的答案。 

 

婷：如果不需要回答一個能帶出新靈感的答案你會怎麼回答呢？ 

 

梁：其實有沒有發生真的很看那個個體的。每個都一定不一樣。很多人走過是當裝修，

而我因為在一大堆前設之下，可能反過來是想看一下這一件東西有多不夠藝術。那個

所謂多不夠藝術，好像在追求那種，我不知道是叫尷尬，還是在兩極之間找那個張力。

而對我來說，所以我覺得很難回答就是，它發生與不發生，其實真的那麼重要嗎？我

會重視，究竟這個東西可以給什麼經驗給別人，這個經驗是不是一定跟藝術有關，還

是我可以很功利地，我知道這個人的特質，所以我以為會對他有更多意義的經驗呢。

這就很容易落入… - 所以我為什麼說很難回答，我很難跳出我自己的角度，就是，我

是習慣了怎樣幫別人的創作設定到讓第三者覺得他的創作是創作。我覺得我很難回答

是我一早已經在一些框架裡面去看一些事情。所以我喜歡 Stephanie 的問法，雖然我覺

得我沒能夠用我自己的話去理解， 其實對於阿喜，那件事放在那裡，很難說那個不是

藝術。而對走過的人，其實那一件是不是藝術可能不重要。而你問我作為中間…… 

 

楊：但是我的問題不是問這是不是藝術作品。我反而很想聽一下阿喜的，因為未必，

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未必覺得自己在做藝術，很多時候都不會聽見藝術家說自己在做

藝術。不知道阿喜怎麼看。 

 

喜：我覺得難回答之處是，其實有時候，怎麼說呢，當然你有一件作品，然後你要擺

在展覽里，很典型的例子。然後你在雕刻，你在做的時候，是一個生產的階段。但我

會覺得，你去一個新的地方去感受一些事情的時候，可能同一時間你有另一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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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真的很看你的心態。你去旅行，跟你去駐留，你真的住旅館，其實心理上已經

很不同。即使駐留 y 的時候，它沒有說最後你一定要交什麼，但你自己內心發生的事

情是會不同的。很難講有沒有發生過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怎麼去判斷的，對於我自

己來說。 

 

梁：也挺好的，你給我靈感了，以後去旅行都在每個住的地方留下一些東西。每個駐

留都問藝術有沒有發生?可能也不重要的，但很有意思嘛哈哈。 

 

楊：但我覺得對於我來說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藝術是“發生的”，我的前設是藝術

是發生的，它不是被計劃，計劃了就然後一定能出來的，它未必能成為一件事的前因

後果。我是真心想去問，不單單是針對阿喜這件事，但阿喜這件事會令我覺得問這個

問題有一種逼切性的，就是對我自己來講。如果我們能夠試想一下，藝術其實會在一

個不知道怎樣的情況下，然後可能是突然天時地利人和，在某一刻它發生了，然後發

生完它又會沒有了，可能是這樣。而我講的那個東西不是在因為作品完成了或者是展

覽帶了大家來看的那個地方，但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想問。 

 

婷：我這個問題可能沒有關係，可能是直覺來的。阿喜你不是說你本來想做的可能是

一個含糊的狀態，那在這個含糊的狀態中，那個過程你發現到什麼？就是說有沒有東

西是你在這個含糊中發現的？ 

 

喜：我自己在過程中，其實我打了一些東西，打字，發給了 Susi，因為我以為之後她

會有一些書寫這樣。我會覺得，在那個條件，預設著我在那個那個地方停留，我不一

定要做出來什麼東西。當然我開始的時候會計劃，但也可以是沒有的。真的在那個狀

態之下，打了一些文字出來，純粹是自己一些想法的記錄。另外就是，其實在一個這

麼窄的空間里，你是會很不自在的。所有的設施也不是很家的樣子、很完善，但你就

好像要逼自己做出一些東西來，我又不知道要做什麼、應該去做什麼，其實這些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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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狀態下發生。這個過程是最辛苦的，但如果你突然發現了一樣東西，覺得可以

尋找一下喔。比如，我並不是畫畫的，突然看到他們扔了一些鏡子，就撿了回來，在

一個很直覺的狀態就是，比如，我要涂完整塊鏡子。其實本來並沒有想畫一些很形象

化（figurative）的東西上去，我不喜歡看到這麼大塊鏡子，但我想撿回來以後做一些

東西。如果真的說在方法上會覺得挺切合空間方面，就真的會雕刻一些你見的，拉紙

皮的婆婆呀，我也雕刻了一些公仔出來。我是當整件事去看，不是說有某一個很完整

地概念，比如一張椅子，我很清醒我要雕刻什麼出來，我要拿到什麼元素去刻意做一

件我能想像出來的完成品。但那一刻我覺得這一種的狀態，好像東撿撿西撿撿，好像

能做出來就做做不出來就算了，不斷不斷，在自己心理上和身體上有一些運動，然後

就在那裡發生了。在自己的記憶里有一個這樣的經歷，對我來說是，就是不斷在挖掘

自己。我不期望自己能做出來一個什麼完成品，所以不會出現那種氣勢磅礴的東西。

這種狀態之下，好像在不斷磨自己一樣。 

 

梁：所以我說很難回答的意思是，它又事實上出現但可能對於很多其他人來說…… 

 

楊：其他人不重要啊，是在問你而已。 

 

梁：我覺得我用一種利申（利益申報）的狀態講就是，我反過來很難去說不是藝術，

這才是我的死局。 

 

楊：對了，就是我們敢不敢說，沒有發生過，但又如何呢？因為有很多事情是發生了

嘛。 

 

喜：所以我會想是它能帶動一些東西的發生，是重要的。不知道是什麼發生，一直就

是不知道是什麼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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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可能是倫理那裡有一點，其實可能有更加重要或者很多的東西已經發生了。 

 

梁：其實我工作就要面對你剛剛說的那個問題，做展覽的時候。 

 

婷：是不是藝術這個問題我從來都不是很理會的。原因我覺得藝術不是一樣事情，是

一些時刻，一種感知。另一方面，對於需要命名的人，二、三十年前，當越來越多朋

友開始做 Social Practice 的時候，很多人也問這樣的問題。1990 年代有本記這些項目的

書叫《But is it art?》，書的第一句就是“ it doesn't matter”。我覺得挺好。我這個夏天

去台灣，在一所藝術大學的研究院做分享，又被人問這個問題，我就想這個問題為什

麼二十年後又回來了？那我就真的想，當我們再問這些問題的時候，其實我們問的是

什麼？如果我們要問一些東西是不是「藝術」，我想我們是在問的是，在我們現在的

脈絡，甚麼在「藝術」中 matter？我覺得如果不用這些載着歷史、意識形態和權力的

詞匯，問題可是簡單地就是：究竟這個過程中有沒有發生過我們覺得有價值的事情。 

 

（完） 

 

謄本: 吳嘉曈 | Transcription: Wu Jia-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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