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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館當代美術館十分榮幸，能與紐約巴德學院的策展研究中心聯
手，為大家獻上「幽靈維面─電馭叛客在未來之年」展覽。展覽
由 Lauren  Cornell 、陳樂明、譚雪和Tobias  Berger策劃，助理策展人
Jeppe  Ugelvig 協力。是次別具啓發的展覽，匯聚了多位國際和本
地藝術家，各以其風格不一的作品，去考察、反思並質疑「電馭叛
客」(cyberpunk ，又譯網絡龐克)在集體文化和視覺想像中所產生
的影響。
  2019年是《銀翼殺手》和《阿基拉》這些經典科幻片所設定的未
來背景。時至今日，在各種視覺文化數十年來受到網絡龐克的洗
禮之下，「幽靈維面」展覽旨在透過香港的視點，探索並重新審視
這類型的美學和未來主義。香港作為「元城市」之一，不斷擴張之
際，龐大的城市空間變得既虛擬又真實。也許網絡龐克只是間接
影響了香港的視覺文化，但通過小說、電影、特別是動漫的折射，
其身影仍然遍及各個領域。當下的狀況更是一面獨特稜鏡，顯示
出網絡電子化的大都會，已從對未來生活的幻想比喻，轉變為令
人無法逃避，循環往復的現在。
  本館有幸能夠羅致眾多出色的本地和國際藝術家參展，更邀請
到三位客席策展人Lauren  Cornell 、陳樂明和 Jeppe  Ugelvig 參與
籌備。 Lauren  Cornell 現任巴德學院策展研究中心研究生課程主
任，也是巴德學院內的赫塞爾美術館館長。她是著名策展人，曾擔
任「根莖」(Rhizome)的執行董事。「根莖」是美國非營利新媒體藝 
術機構，專注於藝術與科技相互交接的現象。她在2015年策劃了 
第三屆新美物館三年展。陳樂明則在著名的《藝術論壇》雜誌擔任
編輯十多年，最近的研究集中於身份和數碼文化。助理策展人 
Jeppe  Ugelvig 是一位獨立策展人及作者，今次他除了撰寫作品介
紹外，更對策展研究作出了極大貢獻。三位與大館當代美術館的
譚雪和 Tobias  Berger 一起構思這次重要的展覽，履行本美術館的
使命，與來自香港及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合作，舉辦精彩的當代藝
術展覽。
  我們必須感謝參與「幽靈維面」展覽的藝術家和策展人，他們
全心投入，慷慨地付出了新穎的創意和批判知識。我們也希望向
為了這次大型展覽而付出的所有人士和機構表示謝意。畢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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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必需仰仗藝術家、策展人和藝術界踴躍支持，才能履行使
命，為香港的文化論述創新貢獻。

─大館當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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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twilight」、「posthumanwanderings」、「singularityblues」和
「lightresist」，只是眾多Tumblr 博客中的一小部分，他們的名稱或
多或少借鑒自cyberpunk （電馭叛客，又譯網絡或數碼龐克）。這是
一種於1980年代興起的科幻小說類型，描寫由先進電子科技控制
的未來大都市，社會中「低等生活和高等科技」的強烈對比。從一
開始，這類型已寫出科技的突飛猛進，人腦意識附有插頭，機械人
與人類無法區分；這類型也刻劃出財富和資源分配不公平的世
界，跨國公司、主權國家、黑客和犯罪集團紛紛爭奪控制大權。 
電馭叛客的反烏托邦場景，今天也毫不過時，當中的主角，雖與 
網絡連線，卻往往是孤身一人，在充滿新黑色電影感、被商市各式
招牌照亮的街道上到處遊蕩。這跟2019年的任何一個大城市，無論
是香港、洛杉磯、東京或雅加達的日常晚間風景，無甚分別。就像
很多曾被視為「網絡」或虛擬的東西─那些存在於我們之外、有
待我們以新殖民方式探索或征服的領域，本來仍與我們所處之地
尚有點距離或分別─但這些網絡龐克的場景，似乎早已不再是
另一個世界，更像馬戲班內光怪陸離的鏡子屋，反映出我們的世
界、生活和歷史的種種現象。當網絡龐克描寫的未來，變成了對 
日常平凡經驗的思考時，反而令現在所寫的科幻小說與未來的 
關係越來越尷尬。當代科幻小說不再是向前瞻望的敘事，而是 
處處充滿了「今天」會遇到的各種危機，幻想著「今日」會碰到的 
無窮災難。  
  「幽靈維面─電馭叛客在未來之年」的策展靈感來自2019年
─許多網絡龐克膾炙人口的未來場景，都設定或計劃於這一年
降臨（參看《銀翼殺手》、《阿基拉》、《威龍猛將》、《謊島叛變》等電
影）─展覽旨在表現這類型在我們的集體想像中仍留下怎樣的
魅力。很明顯，網絡龐克的觀點雖曾在其他類型，如電影、文學、動
漫、電子遊戲和繪本小說中探索過，這次展覽則打算檢視這類型
的理念如何融進了藝術和視覺文化。展覽圍繞著「後設城市」（或 
「元城市」）著墨，這是網絡龐克作家威廉‧吉布森對互聯網的稱
呼：一個既現實又虛擬的城市空間。不論是通過描繪虛擬的巨型
都市、建築物或城市地表的全景觀，抑或是對生活於此的人在情
感或心理上的細膩刻劃，這次展覽的作品皆是為了探究網絡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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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的轉變，如何由對未來生活的幻想式比喻，變成令人無從
逃避，循環不息的現在。
  展覽中，一些藝術家所呈現的城市─包括其居民及隨之出現
的數碼空間─在過去所想像的未來如幽靈般徘徊不去；另一些
藝術家選擇從遠處觀看城市，呈現了的天際輪廓，或壯麗或奇異，
甚或平平無奇；有些藝術家透過了解大都市內的人和機器，去抗
衡或質疑西方和日本科幻小說中對亞洲城市那些陳腔濫調的描
寫：比如一切都是人工的、到處都是霓虹燈、每秒都危機四伏。有
些作品審視了我們在擁抱毫無破綻的虛擬空間時，忽視了的勞動
和剝削。其他藝術品追溯了知識資本如何從一個國家流通到另一
個國家，散播著數碼時代可能帶來的複雜影響。另有一些作品則
令我們沉醉於電馭叛客的迷人之處，如它對次文化抗爭的迷戀，
還有貧民窟和小街小巷，和以龐克手法隨手拼湊大眾消費的電子
垃圾，廢物利用，建構出自己的秘密世界。
  正如吉布森寫道：「城市動蕩分裂之際，最能豐富人們的歷練。」 
他指出：「城市為了生存，必須能夠不斷升級並改造自身。」因此， 
「經歷或大或小的毀壞，以及或多或少的棄置，是城市發展既複
雜且必要的常見階段。成功的（也就是持續發展的）城市，是靠塗
上無數層亮漆而建立的，包括生活中面臨的種種抉擇。」大都會生
活的不停增長及層層保護和美化─有的是經毀滅棄置而生，有
的是透過改造更新─未知是否能與電馭叛客/網絡龐克對未來
的想像並行，甚或令它脫胎換骨，將它轉化為我們今天生活所熟
悉的模式？為了回答這問題，「幽靈維面」展覽希望揭示這些最戲
劇化、最反烏托邦，甚至僅是一些難以確定的時刻，從而開創出新
局面，勇往直前。

─策展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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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H PRICE（1973年出生，東耶路撒冷）
《浪漫》， 2003年， 單頻道錄像，32分鐘，彩色，默片

鳴謝藝術家和 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藝術家Seth Price長期關注媒體在社會中的
流通，利用文化中影像的發展， 思考記憶、來
世和主體屬性等哲學主題，特別是與科技相
關的。他2003年的表演錄像《浪漫》，記錄了
Price 玩電腦遊戲《冒險》的進展。這款遊戲是
1970 年代中期由程式編制員和工程師利用業
餘時間開發的。遊戲由一系列提問構成，玩家
需依照文字說明不斷調整和作出反應，才能
找出某一場景。無聲的故事一路帶領藝術家
穿過一片森林，邁入山谷，而他只可不停向遊
戲裡的機械人發問，才能進內探索。這件作品
立足現在，探索昔日的一個虛擬世界。 Price  
亦不斷嘗試（卻未能）與該程式產生情感聯繫， 

藉此反思語言可以傳達多少親密感。錄像的
低保真美學令人回想起早期互聯網聊天室的
介面，這是cyberpunk（網絡龐克）電影和電子
遊戲的經典象徵。

SETH PRICE
浪漫

SETH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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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MAHLER

懷舊機器

Zheng Mahler 是華裔澳洲藝術家吳瀚生和澳
洲人類學家 Daisy Bisenieks 成立的跨界藝
術團體。他們採用新媒體、裝置和表演，將研
究所得加以形象化，以測試學術領域中固有
的理性之界限。他們研究表象問題、社會關
係，全球化的跨國對象，呈現方式通常結合了
小說、情感和幻想成分。《懷舊機器》是特別為
這次展覽製作的新版本，研究自1980年代以
來的 cyberpunk（網絡龐克）和反烏托邦科幻
小說，如何以東亞大都市─特別是香港─
作為未來社會的實際模型。這作品的不同部
分由3D動畫組成，描述了香港政府於2050年
發明了一具「懷舊機器」，可以為那些不想活
於現在的人創造出歷史上任何一段逼真的 
模擬現實。政府甚至使用「懷舊機器」模擬出
整個停留於八十年代的香港，一個固定在復

古未來主義的「蒸氣波」烏托邦。然而，懷舊 
機器創造的虛擬現實與它試圖壓制的對等現
實，兩者之間激發的矛盾，創出了一隻隻在城
市到處肆虐的虛擬怪物，把市民吞噬，更將之
吐回現實世界。《懷舊機器》刻意運用了倒行
的政治和美學，模仿cyberpunk （網絡龐克）中
大都會的誘人官感和恐怖氣氛，反思西方國
家對科技的幻想帶有的東方主義色彩，總是
要透過亞洲城市的空間去呈現，一如日本流
行文化（如動漫）亦把對東南亞未來的反烏托
邦想像，甚或當下的亞洲，想像成日本未來反
烏托邦式的社會。

ZHENG MAHLER（2015年成立，香港）
《懷舊機器》， 2019年， 錄像裝置，15分鐘

與青山玲二郎合作
音樂：John Bartley 和Gordon Mathews

鳴謝藝術家

ZHENG
MA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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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 RAFMAN
霓虹燈並行 1996

JON RAFMAN（1981年出生，加拿大滿地可）
《霓虹燈並行 1996 》， 2015年， 單頻數碼錄像，11分15 秒

鳴謝藝術家

以一個霓光閃爍，充滿未來色彩的大都市為背
景，Jon Rafman 的錄像《霓虹燈並行 1996 》緊
隨著女主角「天3使」尋找記憶的身影。沉鬱的
畫外音道出了這位自稱「天3使」女孩的內心獨
白。她於夜裡依照另一個互聯網用戶「蜘1蛛」
的指引，走過曲曲折折、閃著LED燈光的街道。
沿途她穿過一個科技貿易展會場，闖進不同的
數碼空間：聊天室、閉路電視屏幕和虛擬遊戲，
她一心要從虛擬數碼資料庫的表象中，挽回 
「當下」。「天3使」和「蜘1蛛」終於相遇，他以做
手術般的技巧，移除了她胸部的硬盤。錄像結
束前，畫面越來越粗糙，暗示著這部錄像原來
是她本身的的數碼記憶檔案。
《霓虹燈並行 1996 》將拍於伊斯坦堡的真
人錄像片段，以及從電視和電子遊戲（如開放
世界動作冒險遊戲《睡犬》）隨手拈來的影像，
加上形形色色的虛擬圖像，混合而成。本片穿

上了舊媒體的浪漫外衣，仿製出以往人們對未
來科技的看法。片中地點雖無明確表示，但與
香港的城市景觀幾可亂真：同樣有電子化的商
市、高樓大廈和水洩不通的街道。參照著互聯
網上的一種微型音樂流派，藝術家想打造一部
失落了的「蒸氣波經典」。這股「蒸氣」浪潮於  
2010 年左右在 Tumblr 等早期社交媒體平台上
發展而來。它以不拘小錯及重環播放的怪異 
手法，融合了80 年代的 synth funk（合成放克）
和 smooth jazz（柔和爵士），沿用了以往常見
的過時電腦控制台和操作介面，營造出近似
cyberpunk（網絡龐克）中的反烏托邦式的低
保真美學。導演運用了把人類意識視為數據資
料這一經典主題所呈現的「蒸氣波」手法，繼 
承了cyperpunk（網絡龐克）的反叛傳統，探討
種種與科技有關的哲學討論，其實與歷史上各
種媒體的美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JON
RA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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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梯善

地形、無名、脫下的裸體

徐梯善的三維繪畫描繪了無法識別的人體 
孔洞和四肢、受干擾的神經機械結構，以及 
辦公室家具的人體工學弧度。他從1980年代
起創作這些早期的牆上作品，名為《無名》、 
《地形》和《脫下的裸體》，令人浮想聯翩，暗
示了身體、空間和硬件之間含糊的關聯，嘗試
通過有形物質來探索人對科技的體驗。
徐梯善於1951年生於波士頓，父母為上海

移民。他在瑞士和美國長大，修讀建築，1970
年代搬到紐約後轉而學畫。他在紐約首間採
用電腦的辦公室擔任文字處理員─雖然時
至今日，通過物件把人的身體擴展到網路空
間已很普遍，但於當年，這正是引發他對繪畫
和雕塑大部分思考的起點。
在《地形》和《無名》中，滲出的排污結構融

合了抽象的人體部位，讓人聯想到充滿電影
感的黑暗城市景觀。而在《脫下的裸體》中，有

些像是人體上的斑點從畫布的虛擬畫面浮現
出來，彷彿畫面長出了手腳或義肢。徐梯善的
大型畫作就像cyperpunk（網絡龐克）流派， 
表達了對於數碼未來禍福難定的焦慮和幻
想。儘管現今的電腦操控論，對數碼和網路空
間的想像均以心智為重，忽略了身體，但徐梯
善的繪畫卻強調我們接觸虛擬系統時，情感
和身體的素質極為重要，因為身體是一種連
接不同現實系統的介面。他通過作品提出了
介入身體及其角力的另類方式，超越了大家
所理解的「實物」和「虛擬」、碳物質和矽膠、肉
體和靈魂等的界限。

徐梯善 
TISHAN HSU

徐梯善（1951年出生，美國波士頓）
《地形》，1985年，塑膠彩、混凝土、發泡膠、油彩、 

搪瓷、木板，76 × 122 × 13 厘米
《無名》，1986年，塑膠彩、 混凝土組合、醇酸、油彩、木板，226 × 122 × 10 厘米

《脫下的裸體》，1984年，油棒、搪瓷、發泡膠、混凝土、木板，  
213 × 122 × 22 厘米

鳴謝藝術家及 Empty Gallery © Tishan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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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弘樹

霓虹惡魔、紀錄 08

佃弘樹（1978年出生，日本香川縣）
《霓虹惡魔》，2019年，碳、墨水、鉛筆、紙、C式印刷、木板、塑膠框， 

240 × 360 × 4.3 厘米 (三連畫)
《紀錄 08》，2019年，碳、紙本墨水及鉛筆、C式印刷、木板、塑膠框，58 × 48 × 6.5 厘米

大館當代美術館委約作品

佃弘樹結合數碼和印刷材料，製作出密集的
單色拼貼畫，表現萬花筒般的城市景觀。當過
平面設計師的佃弘樹，先用數碼方式搜羅原
始資料，再用墨水和炭筆親手繪製成巨幅作
品。過程中畫家更可即興發揮，在細緻完美且
稜狀的幾何圖像上，留下幾滴墨汁或劃痕。 
他筆下那錯綜複雜、一層包著另一層、瓦解中
的世界，取材自電影、電子遊戲、漫畫和小說
中未來的末日景象，這些素材大多是他年輕
時接觸到的，如科幻經典《2001太空漫遊》 
（1968年）、《銀翼殺手》（1982年）及漫畫系列
《北斗神拳》（1983 –1988年）。佃弘樹將支離

破碎的建築物、人體、植物、科技和各式各樣
的街道標誌，自現實的背景中抽離開來，化為
令人眼花繚亂的圖像，藉此反思科技中反烏
托邦的物質符號─他以日本人的角度思考，
將虛構的末世災難與我們這時代的焦慮與 
絕望並置。佃弘樹在這次展覽中獻上的新作，
令人一看便知道這是香港，我城的面貌在日
本和西方的網絡龐克電影中已屢次出現。畫
作既是向這一科幻類型致敬，也證明了香港
獨特的都市美學，一直是科幻神話的養分。

佃弘樹 
HIROKI

TSUK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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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昢（1964年出生，韓國榮州市）
《仿布魯諾‧陶特 （當心物之甜美）》，2007年，水晶、 

玻璃及塑膠粒、不鏽鋼支架、鋁及銅絲網、聚氯乙烯、鋼和鋁鏈， 
258 × 200 × 250 厘米

鳴謝藝術家及 Galerie Thaddaeus Ropac （照片：Tom Carter)

李昢 
LEE BUL

韓國藝術家李昢的雕塑作品旨在探索二十世
紀的思想演變：她借鑒世界各地的政治哲學、
電影和文學體裁，去反思昔日對社會和科技的
理想主義願景，如何影響到今時今日。她為創
作進行研究時，常重溫科幻小說和其他激進的
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想像，預設自己的作品為其
中的道具，擺放於這些已消失的未來世界裡。
《仿布魯諾‧陶特 （當心物之甜美）》是個如
夢如幻的微型都市模型，靈感來自德國現代建
築師布魯諾．陶德（Bruno Taut）極具未來主義
風格的建築藍圖「阿爾卑斯山建築」。他想像在
歐洲阿爾卑斯山上，以水晶和玻璃建造一座如
棱鏡般反射出彩色光芒的城市。這是他面臨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破壞和殘酷的物質主義
之際的反應，將幸福社會的憧憬寄託在這些烏
托邦建築上。他的建築理念來自建築理論家兼

幻想小說家 Paul Scheerbart ， 後者曾在1914
年的著名小說《玻璃建築》中歌頌光亮與透明
這些特質對人性的陶冶作用。
李昢將陶德設想的計劃以微觀尺寸付諸實

現，藉此向陶德致敬。她使用水晶、玻璃、鑲嵌
鏡子和塑膠彩珠，造成一個令人目眩的螺旋式
城市結構，懸掛在天花板下。這些模型既古老
又充滿未來感，製造出富未來感的奇觀，同時
也突出了對烏托邦的矛盾心理。時至今天，在
倫敦、紐約、東京和香港的金融區，摩天大樓閃
閃發光，玻璃已成了大企業建築最受歡迎的材
料，但透明玻璃同時亦意味著企業權力變得穩
形，強大的社會監控令人無處藏匿。像任何優
秀的科幻小說一樣，李昢的作品表現了烏托邦
和反烏托邦往往是一體兩面，彼此難分。

李昢
仿布魯諾‧陶特 （當心物之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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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出生於日本燒津市的石田徹也，經歷過
1990年代日本被稱之為「失落的十年」，當股市
和房地產崩潰，全國陷入嚴峻的經濟危機時，
石田的畫藝日漸成熟。他於1996年從藝術學校
畢業後，以怪異可怕、痛苦難受的具象繪畫， 
表現了他對未來社會的深切焦慮。畫作佈滿絕
望，散發著幽閉恐懼和孤立無援的情緒，這些
都是在東京這種大都市生活的普遍特徵。石田
的畫作富有想像力和超現實意味，畫中人物常
被攔腰截斷，或與家具、機械、動物等構成連體
怪物，如在《冬日風扇》和《觀察》中，大企業的
職員似乎正在變形或瓦解，並融進毫無生氣的
環境之中。石田的畫作亦經常帶著反烏托邦的

視角，描繪出人與科技的關係，反映了日本的
技術領域講求的快速節奏：在《訪問》中，求職
者坐在三個一字排開的半人半機器對面，像是
準備受審。這些由科技驅動的未來資本主義夢
魘景象，是cyberpunk（網絡龐克）風格的基
礎，從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通過動漫和
電子遊戲在日本蓬勃發展。石田豐盛的創作生
涯只有十年，2005年一場火車意外，令他的生
命和事業戛然而止。他的作品既荒謬 、 滑稽又
充滿了黑色幽默，竭力表現現代大都市生活的
種種疏離現象，這些畫作同時展現了他想像的
黯淡未來─ 由生物學、科技和消費文化所孕
育的悲慘狀況。

石田徹也（1973年出生，日本燒津市， 2005年逝世）
《訪問》，1998年，塑膠彩、木板，103 × 145.6 厘米
《觀察》，1999年，塑膠彩、木板，206.1 × 145.6 厘米

《無題》，2003年，塑膠彩、油彩、畫布，72.7 × 91.9 厘米； Nick Taylor 收藏
《冬日風扇》，1996年，塑膠彩、油彩、畫布，59.4 × 42 厘米；私人收藏，香港

石田徹也
訪問、觀察、無題、冬日風扇

石田徹也 
TETSUYA

ISH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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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藤毅彥

夜間爬行者、香港、東京

中藤毅彥（1970年出生，日本東京）
《夜間爬行者》，1995年；《香港》，1994年；《東京》，2019年； 

噴墨印刷、檔案紙本
大館當代美術館委約作品

日本攝影師中藤毅彥拍下了一系列城市和都市
空間的照片。他的《街頭漫步者》系列從2002年
至2014年一共拍攝了12年，記錄了世界七大城
市的街景。雖然偶有拍攝人物，但他的單色照
片更著重捕捉環境氣氛，把城市當成一個實體，
由各種機械的、有機的和科技的龐雜活動構
成。這次展出的《夜間爬行者》系列，是他畢業
後拍攝的第一輯照片，整體以家鄉東京為背
景，呈現了日本首都那近乎反烏托邦的混亂面
貌。套用他的話：這是「一個不斷變形的怪物，
一條不斷變化重生的變形蟲。」這些黑暗而多
層次的影像，喚起了網絡龐克經常出現的城市
景觀，古老建築與重建項目之間，恆久不斷的

撞擊。除了《夜間爬行者》外，還有首次公開展
覽的《香港》系列，中藤毅彥希望拍下回歸前 
的香港。藝術家歷年來到訪各個城市拍攝，於
2011年福島核電站爆炸後再次拍攝東京。這次
災難令東京的基建陷入混亂，局部地區更因要
節約用電而烏燈黑火。藝術家憶起那一刻：「大
家臉色陰沉，戴著防輻射面具在街上四處遊
蕩，彷彿害怕什麼。」他覺得這情景似乎標誌著
一個時代的結束，反烏托邦終於實現了。可是
不到幾年，東京又繼續向未來大步邁進，一心
迎接2020年東京奧運會，他認為：「東京依然是
個惡魔城市，漩渦般的能量已失去控制，一切
都是虛妄的，混沌一片。」

中藤毅彥 
TAKEHIKO
NAKAF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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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潔
信號塔、基站樹2、信號塔2、上海光明大廈2、 

上海華東電力大廈、天津圖書大廈

藝術家崔潔探索內地現代主義建築的滄桑歷
史。她專注於內地的公共雕塑和二十世紀的
大型城市建築項目，其中許多已經拆毀或將
被清拆。崔潔通過抽象手法把玩空間、維度、
運動和視角，表現人們對未來建築風貌的想
像。這些建築語彙─通常來自蘇聯的建築風
格─具有重大象徵意義，往往指向民族團
結、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她的新畫作系列特
別審視城市空間的科技，描繪了1980年代內
地城市勃興時不斷湧現的宏偉建築，重現早
期的資訊中心和電信基礎設施，如1987年落
成、高聳入雲的上海華東電力大廈，大廈的後
現代主義風格構成了觸目的城市景觀。崔潔
的打印模型做得徹底而出色，而壯觀的建築，
寄託了對未來社會的遠大構想，但最後卻淪

為令人與人更加疏遠的龐然大物。崔潔回顧
這些興建了三十多年的建築，思考建築遺產
保護政策的演變，以及國家式的未來主義是
否正「日漸衰老」。崔潔對為這些因為城市發
展快速都市化而被興建，卻又日漸失修甚或
遭拆毀的建築樹碑立傳，為內地的政治、城市
空間和美學之間的歷史關係，提供了殊不簡
單的美學見解。

崔潔（1983年出生，上海）
《信號塔》，2019年，塑膠彩、噴彩、畫布，200 × 150 厘米
《基站樹2》，2019年，塑膠彩、噴彩、畫布，150 × 200 厘米
《信號塔2》，2019年，塑膠彩、噴彩、畫布，150 × 200 厘米 

大館當代美術館委約作品（上三）
《上海光明大廈2》，2019年，3D 打印，13.9 × 12.2 × 45 厘米
《上海華東電力大廈》，2019年，3D 打印，26.5 × 23.7 × 45 厘米
《天津圖書大廈》，2019年，3D 打印，34.1 × 24.7 × 34 厘米

崔潔
CUI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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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INA VON ARNIM
生化人、運輸、火焰噴射器

Bettina von Arnim 從1970年代起創作的大型
油畫，描繪了人體、城市和戰爭機器三者，在
科技先進的資本主義時代日漸融合，令人擔
憂。藝術家於1940年出生於納粹德國，受過繪
畫和平面設計訓練，定居西柏林後，積極參與
新現實主義及德國普普運動。1960年代後期，
她開始激烈批評西方社會技術官僚權力的崛
起，深切關注農業工業化及各國間太空競賽
的問題。自始以後，她的畫作以一個沒有大自
然及人際關係的視覺世界，表達工業資本主
義裡科技發展引起的焦慮。《火焰噴射器》描
繪了一片沙漠般的荒原，呈幾何形狀的地貌
伸向遠方，在彩虹照耀的地平線上浮現了一
座巨大工廠。在《生化人》中，活於未來的後人
類被想像成半人半機器的高大物體，管道和

漏斗取代了天然器官，使它看起來像一艘太
空船或工廠。這種對人體的科技兼工業想像，
延伸到作品《運輸》上：畫面有個類似太空人
的半機械人，以及各種未來的運輸方法，意味
著太空旅行不僅很快會變成常態，而且會交
由機械人管理。藝術家將來自工業、科技和太
空旅行的元素，轉化為她筆下的完整宇宙，為
反烏托邦的未來畫出了一幅驚人景象，較之 
cyberpunk（網絡龐克）的出現早了二十多年。

BETTINA VON ARNIM（1940年出生，德國采爾尼科）
《生化人》，1970年，畫布油畫，138 × 112 厘米
《運輸》，1971年，畫布油畫，150 × 130 厘米

《火焰噴射器》，1973年，畫布油畫 ，130 × 150 厘米
私人收藏，德國

BETTINA  
VON ARN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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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江

無題 2013–2019 年

陳偉江（1976年出生，香港）
《無題 2013 – 2019 年》，2013 – 2019 年，裝置、噴墨印刷於檔案紙本

大館當代美術館委約作品

陳偉江於1976 年在香港出生，父親是新聞攝
影師，母親在澳門賭場工作。他初中輟學，多
年來一直從事零散工作，成年後愛上拍照。他
完全是自學成才，用菲林創造了對比強烈的
獨特風格。 2010 年開始自資出版個人作品，以
手工製作的攝影集而聞名，分別拍攝香港各
個社區，如深水埗、油麻地、灣仔和金鐘。陳偉
江以照片為日記，香港為主角，在這雜亂無序
的大都市拍下著名的擁擠大道、曲折小路和
無數高樓大廈。特別是九龍區，形形色色的小
市民在他的照片中與環境融為一體，於街角
商店、地鐵車廂和路邊食肆留下身影。這位藝

術家不會刻意安排主題，而是當自己是個單
純的寫真家，捕捉人和城市稍縱即逝的場面，
使影像風格變得猶如他個人的日誌記錄。他
的作品特別關注商業和消費的場所、廣告、 
廢料，以及匆匆而過的行人，為香港這個變動
不居、永遠觸摸不透的大都會創造出浪漫的
神話，這一點近似很多cyberpunk（網絡龐克） 
的電影和動漫，不論是在日本抑或西方拍製
的，大城市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場景。

陳偉江 
CHAN WAI
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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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RI PATTISON（1986年出生，愛爾蘭都柏林）
《虛假記憶》，2019年，錄像裝置
大館當代美術館委約作品

鳴謝藝術家及倫敦和都柏林 Mother’s Tankstation 

YURI PATTISON
虛假記憶

大館委約Yuri Pattison創作的錄像裝置《虛假
記憶》，是對網絡時代裡的時間和記憶的一次
沉思。畫廊內放置了一個自立結構，配置的多
個屏幕由自訂的網絡播放系統連接起來，播放
著藝術家於這數年間拍下的各種錄像片段。
這些片段將香港和世界上不同的鬼城並置，
這些鬼城都是基於政府規例和街區仕紳化而
被遺棄的空間―當中更有日本川崎的遊戲
機中心，是香港昔日著名的九龍城寨複製版。
九龍寨城曾是中國的軍事要塞，英國統治時
期成了三不管的自由區，內裡人口稠密而龍
蛇混雜，破舊的樓房星羅密佈，不僅在香港歷
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更經常成為網絡龐克的
電影場景（如押井守1995年的《攻殻機動隊》）
和暗網的空間隱喻（如在威廉‧吉布森的《橋》
三部曲（1993 –1999年））。

九龍城寨於1994年被清拆，現在一如虛擬幽
靈般在照片上出現，對九龍城寨的各種浪漫演
繹遍佈電影、漫畫和電子遊戲。Pattison收集
而來的影像，呈現了古今的鬼魅城市空間。他
藉此反思我們與往昔歷史的關係，來自我們不
斷依靠新科技去逃避令人焦慮的現在。通過複
製品、模擬和拼湊，退回至過去的未來（或未來
的過去），可表達出新的歷史觀，讓各種媒體的
時間性相互纏繞，形成複雜的網絡。 

YURI 
PATT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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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天（1980年出生，香港）
《Fake Present Eons (After Posenenske)》，2019年，混合媒體裝置、持續表演

大館當代美術館委約作品

唐納天
Fake Present Eons (After Posenenske)

香港藝術家唐納天在這個真實與虛擬的界限
開始消失的超連接時代，探索對感知的科技 
應用及影像的地位。他的新作 《Fake Present 
Eons (After Posenenske)》由大館委約，以折
疊的鍍鋅鋼板模塊鑲嵌出一個室內迷宮。它 
仿佛似電子遊戲「食鬼」和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中那種教人緊張的建築空間，也從實用的通 
風井及波澤內斯克的烏托邦幾何實驗作品 
中獲得靈感。夏洛特‧波澤內斯克（Charlotte 
Posenenske）（1930–1985年）是德國極簡主 
義藝術家，他是最為人知的事跡，是在1968年
全球社會運動浪潮結束之後，即離開藝術圈。

波澤內斯克製作的雕塑可以無限組合和重 
新配置，而唐納天採用的每個模塊都致力形
成一個異變的建築體，並且跟電馭叛客經典 
（如《阿基拉》（1988年）和《鐵男》（1989年）中
那些新奇的科技怪物連結起來。一個孤零零
的人物穿上服裝，悄悄在冷氣很強的範圍漫
無目的徘徊，身份也被面具掩蓋了。 這件裝
置將波澤內斯克的作品加以變形，能令人身
臨其境的建築模擬，將電馭叛客的多重文化
參照物（從大企業建築物到通俗的電子遊戲）
所形成的心理張力，貫串起來。

唐納天 
NADIM  

AB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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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DI 
SOD

JODI藝術組合是net.art（網絡藝術運動）的
先驅，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在互聯網上進行
各種藝術和科技實驗。他們的作品包括了從
瀏覽器讀取的HTML藝術作品及三維虛擬實
境裝置，他們時常隨意將機器改裝，使用黑客
手段或刻意濫用軟件硬件，就像網絡龐克文
本中那些精於電腦科技、大膽越軌的反英雄
人物一樣。1999年，JODI開始修改舊的電子
遊戲，製作所謂「藝術翻新」，把遊戲變成某種
藝術效果。如JODI的作品《SOD》，便徹底解
構了早期的射擊遊戲《德軍總部3D》（1992 年），
遊戲的原本設計是讓主角設法逃出納粹城堡

內的地牢，作品卻將之變成一個抽象迷宮， 
由純粹的幾何形狀和黑白灰色的像素圖案構
成。這個被瓦解的遊戲空間，只餘下模糊的建
築輪廓，當觀眾被邀請在這展覽場所投入遊
戲，成為真正的玩家時，很容易會迷失在迷宮
之中。《SOD》帶我們穿越虛擬圖像，踏上一
次幻覺之旅；也證明人們很早就有遠見，把互
聯網構想成空間。

JODI（1993年成立，荷蘭/比利時）
《SOD》，1999年， 電子遊戲裝置；軟件：“Wolfenstein 遊戲引擎”， 

“C ++ Borland 編譯器”，“CSS”，“HTML”
鳴謝藝術家

J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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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 MAHLER 

終極算法

《終極算法》是《懷舊機器》的姐妹作，是對被
稱之為內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政治經濟學的
研究和展覽計劃的一部分，目前仍在進行。在
這次革命中，物理世界、數碼世界和生物世界
的分野已漸漸模糊。這項計劃嘗試以各種解
讀方法去推斷內地近期和未來的科技進展，
以及亞洲城市的程式演算發展。作品的特色
是以全息影像投影出內地第一個人工智能主
播邱浩，它以現實的新聞主播邱浩為原型，以
面部識別、人臉模塑、語音合成和深度學習等
組合成複雜的結構。虛擬的人工智能AI替身，
會變異、成長，並消失於一團團數據雲中，然
後重新以科技化的東方主義噩夢呈現、化為
由電腦演算出的亞洲烏托邦和都市風景。AI
替身邱浩講述了一個關於未來「終極算法」的
故事─這套想象中的演算法發展自地球上

經監控所獲取的最龐大的數據組，此舉將確
保人類進化會大幅飛躍。作品倒敘出一段段
插曲的科幻未來世界，重現了cyberpunk（網
絡龐克）許多最黑暗的預測：那是將會是把數
據當為新石油資源、全民被監視的時代。作品
大量採用cyberpunk（網絡龐克）和「蒸氣波」
的常見比喻，指出內地在論述自己實際的科
技發展時，仍然句句充斥著西方對科技所抱有
的東方主義想像，這種東方想像始生於1980年 
代第一波所謂的「日本恐慌」。Zheng Mahler 
的兩位藝術家認為，這種美學的誘人之處及
其烏托邦色彩，其實掩蓋了快將到來的工業
革命潛藏的真正危險，也讓我們看不清它尚
未有多少有待實現的潛力。

ZHENG MAHLER（2015年成立，香港）
《終極算法》，2019年，全息影像

與由宓合作 
音樂：John Bartley和Gordon Mathews

大館當代美術館委約作品 

ZHENG
MA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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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伸朗
 SHINRO
 OHTAKE

大竹伸朗
親愛的：廢置棚子的自畫像

大竹伸朗以多媒體拼貼和裝配藝術而聞名，這
些作品採用了大量四處集來的材料，幾經苦心
拼湊，仿製出一個充滿碎片殘骸的社會。他的
拼貼手法特殊，如在他著名的「剪貼簿」中可見，
《親愛的：廢置棚子的自畫像》一作更將之推
至極致。這個大型裝置於2012年首次亮相，在
德國第13屆卡塞爾文獻展一個公園內展出，作
品名字取自日本城市宇和島一家已結業的小
吃店，店子的霓虹燈也被安裝在他預製的棚屋
上。這是一件呈三維虛擬實境的裝置，裡面擺
放了他的一本剪貼簿。棚屋內貼滿流行文化圖
像，堆滿俗氣的物品以及他從卡塞爾和世界各

地找來的消費者產生的垃圾。大竹伸朗的生活
和藝術創作不停受到大眾媒體和各類商品衝
擊，這個裝置可說是他為自己而作的祭壇或紀
念碑。在城市實地錄製的、不和諧的配樂，使人
想起城市的滄桑變化。大竹伸朗用零星碎片和
都市垃圾親手蓋成的棚屋，令人回想起蒸汽龐
克和網絡龐克中，目空權威建築的大膽視野。
作品也突出了在21世紀雜亂無序的大都市，隨
地發現的廢棄材料仍大有用武之地。

大竹伸朗（1955年出生，日本東京）
《親愛的：廢置棚子的自畫像》，2012年， 

混合媒體、木材、電子器材、聲效、蒸汽 ，尺寸可變
（攝影：山本真人） 委約及製作自第13 屆文獻展，由東京 Take Ninagawa 畫廊、 

日本香川縣直島福武美術館財團及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協助製作
鳴謝東京 Take Ninagawa 畫廊 © Shinro Oh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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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RACHMAT “ITO” WIDYASENA
PT Besok Jaya: Juru Bisik Metafisika

自 2014 年以來，印尼藝術家 Nurrachmat 
Widyasena 一直以PT Besok Jaya（「明天勝
利」）企業的名義工作，這是一家虛構的科技
公司，致力應用超創新的產品去解決社會問
題。 PT Besok Jaya 的作品挖掘了人們崇尚
科技的心態，對科技的自豪和樂觀態度，其實
亦帶來不少誤判和荒謬結果，尤其是發展中
國家準備要躋身未來，在全球舞台上大展拳
腳之際。藝術家對企業出售品挖苦諷刺，審視
個人和國家如何將希望和資金投入高科技企
業中—這些企業總是誘人地承諾能以簡單
方案解決問題（即使其投資效果有時甚為可

疑），而這些創新產品又如何被民間傳說、流
行文化和區域地緣政治弄得千奇百怪。譬如
這款《Juru Bisik Metafisika》，是個雕成中國
古代智慧老人模樣的瓷器，立於鑲滿鏡面的
盒子裡。只要把它放在床邊，這位私人「上師」
就會在你睡覺時入夢，不眠不休地教導你任
何想學習的東西。盒子下方的小喇叭，更會喃
喃地唸出數學、物理和歷史公式，提高你睡眠
時的學習效果。

NURRACHMAT “ITO” WIDYASENA (1990年出生，印度尼西亞萬隆）
《PT Besok Jaya: Juru Bisik Metafisika》，2015年 

混合媒介，70 × 70 × 20 厘米

NURRACHMAT 
“ITO”

WIDYAS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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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A DEAN
死亡地帶（複製）

藝術家和評論家 Aria Dean 關注個人和集體
身份，及其與互聯網和新興圖像技術的關係。
她的雕塑經常運用看似平凡，卻在文化和歷
史層面上包含重大意義的日常物品，迫使我
們反思在日益數碼化的世界中，有形物件所
帶來的政治性。這件《死亡地帶（複製）》雕塑， 
在鐘形罩內放有棉花枝標本。棉花在美國文
化想像中極具意義，令不少人想起美國歷史
上經濟繁榮背後的不義不公―數以十萬計
的非洲人被偷拐、被強迫成為奴隸。然而，棉
花也是廣泛應用在日常層面，在各類生產與
裝飾中隨處可見。縱然今天棉花枝已是尋常
無比之物，但它委實暗藏深遠的象徵意義。 
作品中的連枝棉花，既駭人地標誌著過去的
創傷與暴力，同時也作為一件美形之物，邀請
觀眾給它拍照―也就是視之為商品―傳到

網上。然而，鐘形罩底部隱藏著訊號干擾器，
它會擾亂周邊的手機與傳訊裝置的訊號，也
就是在雕塑四周構起一個通訊「死亡地帶」，
禁制作品在網上流傳。不過，由於香港（以及
之前展出過此作的紐約和洛杉磯）不准使用
訊號干擾器，因此公開展出的《死亡地帶（複
製）》必須關掉儀器―這證明現今世代，已 
經沒有選擇不連接網絡的餘地，要被看見是
理所必然。

ARIA DEAN（1993年出生，美國洛杉磯）
《死亡地帶 （複製）》，2019年，棉花枝、聚胺酯、實驗瓶、木，33.7 × 31.8 × 31.8 厘米

鳴謝藝術家和洛杉磯 Château Shatto

ARIA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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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銳安 
HO RUI AN

何銳安
學子們

何銳安著力研究東亞和東南亞的地緣政治，
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有關的。他早期
的幾部作品，旨在弄清楚何謂亞洲「奇蹟」。 
二戰後亞洲因經濟和科技突飛猛進，成為人
所共知的神話，蓬勃的發展卻隨著1997年金
融危機而迅速止步。不過，奇蹟的飛躍曾令流
行文化衍生了幾種「亞洲未來主義」，網絡龐
克對此有生動描繪，因為這種科幻類型多以
亞洲的高科技大都市為背景。何銳安在《學子
們》中，以學生的身體重塑了亞洲資本主義的
發展史，把意識形態的進步、倒退和反抗，以
學子的形象來直接表現，或間接比喻。錄像結
合了檔案和攝影棚的片段，將學子們的身體
演變，從西方早期與日本交流的計劃開始。 
藝術家形容這部作品為「恐怖教學」，以科幻
和恐怖電影中的角色，講述一段既可怕又矛

盾的地緣政治歷史。影片以未現身的「鬼魂」
來敘述學子們隨時代演進所經歷過的可怖 
轉變，但只能靠字幕才能理解那些「鬼話」所
言為何。

何銳安（1990年出生，新加坡）
《學子們》，2019年，單頻道錄像，26分30秒

鳴謝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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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DRA PERRY（1986年出生，美國新澤西州）
《三屏幕工作站的接種與塵埃》，2016年，錄像裝置

紐約州巴德學院藝術策展研究中心 
赫塞爾美術館 Marieluise Hessel Collection 收藏

SONDRA PERRY
三屏幕工作站的接種與塵埃

Sondra Perry的《三屏幕工作站的接種與塵
埃》擾亂了科技所標榜的中立和客觀，也探究
了虛擬的有形化和解體的過程（這正是網絡
龐克的經典主題）如何與種族暴力互相勾結。
這件作品把錄像安裝在一輛可兼當工作站的
健身單車上，這種健身單車是確有人使用的
真實器材，旨在幫助辦公室職員邊工作邊運
動。從一個三聯屏幕上可以見到，用以製作色
彩嵌空的藍布背景前，有一個沒有身軀的3D
頭像在空間裡浮動，配上了從YouTube找到
的典型減壓或冥想音樂。這電腦化身是用標
準軟件描譜的，複製了藝術家的形象，但她是
身體卻因不切合軟件本身預設的模板而未能
準確複製。評論家 Margaret Kross 在《藝術論
壇》雜誌寫道：「這個自動操作裝置就是Perry
的化身，由於成為這化身需要擔當許多風險

而耗費精力，同時在這裝置的標準規格以外
讓硬件運作，也會令這化身疲乏不堪。這情況
正好拿來作一個有力比喻，表示把白人的規
範移植到黑人文化上所產生的種種投射，會
損壞黑人生理上的肌肉反應，令其知覺及行
為出現症狀。」在錄像的後段，這化身也察覺
到健身單車已因過時而無用，只留下「無盡疲
累，反反復復，日日如是」─原來號稱創新 
的科技，也可以變成權力和不公制度的執行
工具，使這些長久存在的制度維繫下去。

SONDRA
P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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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晴子 

世上最令人懷念的：行李箱

三上晴子（1961年出生，日本靜岡， 2015年逝世）
《世上最令人懷念的：行李箱》，1993年， 混合媒體

鳴謝維也納 Galerie Hubert Winter

三上晴子是日本新媒體藝術的早期開拓者。
在1980年代中期，她以大型數碼裝置知名， 
作品表達新興的「資訊社會」與人體的關係，
這是她在東京多摩藝術大學任職資訊設計教
授時不斷探索的主題。她大部分作品都將人
類置於物理和虛擬系統的介面中，實驗當中
的互動性和人類的感知。在其職業生涯中， 
三上晴子也運用垃圾和廢料製作雕塑作品，
包括《世上最令人懷念的：行李箱》系列，她在
不同的行李箱內放滿各種廢物，如注射器、 
放射性物質、生物危害物質、實驗室動物、有
毒液體和空氣污染物。這些物品放在完全透

明的密封袋子內，如同網絡龐克和生物龐克
中的經典場面（可有聯想到什麼生化危機？）： 
人們見到這些東西，便會疑神疑鬼，甚至患上
集體妄想症，唯恐一旦讓有毒的危險物質在
密集的都市散播，會威脅到人類的安危。行李
箱有時會放在機場那種輸送帶上展示，反映
與流動性和移民有關的政治議題，以及人和
商品如何一律受到嚴格監控。

三上晴子 
SEIKO

MI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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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的照片充滿電影感，捕捉了夜總會聚眾
的集體遐想，人們在煙霧瀰漫的舞池上心醉
神迷的樣子，看似孤獨，同時又融入群體之
中。這位中國藝術家深入研究了1990 年代中
國的夜總會文化；當時，政府限制了絕大部份
自發集會，然而夜總會卻是一個例外。舞池 
上的自由，尤其受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珍視， 
他們以這種集合音樂、跳舞、享樂的次文化，
去對抗主流的意識形態。陳維將這些昔日年
輕人的藏身之所，精心重塑成攝影場景，揉合
現實、夢想和虛構。一幅幅閃著霓虹亮光、極
為浪漫的圖像，向中國城市夜生活曾為人們

提供的自由致敬。在酒吧舞池未受商業化徹
底侵蝕前，這空間曾啟發了無數藝術家、作家
和電影導演。然而，鏡頭下那夢幻般的憂鬱，
卻隱隱透出對集體聚會的憂慮。

陳維 
CHEN 
WEI

陳維
在浪裡

陳維（1980年出生，中國浙江省）
《在浪裡》，2013年，相片、燈箱，80.5 × 100 × 12 厘米

鳴謝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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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H PRICE

被拒或未曾使用過的片段，以重要程度順序排列

藝術家在這作品收集了其他創作中未被選用
的錄像和音響片段，包括廣告、企業宣傳、電
子遊戲、紀錄片和家庭錄像，內容五花八門，
帶我們經歷了一趟旅程，一睹二十世紀媒體
的繽紛多姿。本片早於第一個影視串流平台
Youtube 推出前兩年已出現，後者使大家可以
在開放的檔案庫中更順暢地觀看影片。藝術
家的旁白以一種貌似清醒的語調，討論宗教、
科技和無所不能的互聯網，並慢慢帶出其他
主題：實驗電影、動畫，還有媒體呈現的暴力
是怎樣慢慢形成的。作品的標題富於暗示， 
Price 想激發觀眾從這堆流動影像的垃圾空

間中，尋找前後一貫的敘事情節，但由於沒有
提供任何線索，這部錄像成了一個幻覺紀念
碑，記下了當代世界曾經出現過的許多流淌
的影像以及風格的轉向，其中大部分已遭人
遺忘，散佚不存了。

SETH PRICE（1973年出生，東耶路撒冷）
《被拒或未曾使用過的片段，以重要程度順序排列》

2003年，錄像，10分鐘38秒
鳴謝藝術家和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SETH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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