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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與世界：亞洲設計史之所(譯文） 

維克多‧馬格林博士 － 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設計史名譽教授 

 

 

世界史：現狀和方法 

 

 近年，世界史邁向成為一個制度化的學術企業，有一群學者、一本期刊和一個專業團體。雖

然由一位或數位學者撰寫的廣泛世界史仍有面世，但也有相當多學者投身於大框架內的專門課題。

方法論問題在學術論壇和各式刊物中備受討論。簡而言之，世界史已成為一種擁有自己的批判性論

述的研究項目。然而，在這些學者之中，設計史學家還在尋找立足點，主要是因為世界設計史應該

是甚麼這一課題要到近年才成為國際設計史群體的討論議題。 

 

      在設計以外的其他領域，包括藝術、建築、科技、文學和科學，都可以找到有關文化實踐的

世界史著作先例。在撰寫這類歷史時，學者面臨的挑戰，是在何處和怎樣找出這些文化實踐與塑造

人類社會發展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關係。一門專科的世界史會否淪為某種實踐的孤立編年史，又或

者這種實踐是否可以與其他推動世界發展的因素連繫起來？舉例來說，以科技而言，阿諾爾得‧湯

恩比肯定它對人類生活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劉易斯‧芒福德在其歷史巨著《技術與文明》亦持相同

見解。然而，其他有關設計的文化實踐，如藝術、建築、攝影和電影的歷史與政治和經濟力量的關

係，則仍有待發掘。 

 

當我們審視各種文化實踐的權威歷史時，便會發現各式特殊方法以涵蓋全球的歷史。就藝

術史和建築史而言，把非歐洲文化一律看作是古老、傳統或原生的，涵蓋面便算全面了。例如，霍

斯特‧伍德瑪‧江森著的《美術之旅》第三版(1986 年)，有關非西方藝術和建築的歷史自文藝復興

時期開始便驟然而止。由瑪麗蓮‧斯托克斯塔德所著、廣泛流傳的《藝術史》，早於一九九五年第

一版時便試圖以拙劣的手法去彌補這一缺失，例如通過涵蓋澳洲原住民藝術家的當代藝術和包括一

些人物如本身也是一位國際級大師的墨西哥藝術家弗里達‧卡蘿。現代藝術史，如《現代藝術：繪

畫、雕塑、建築》第三版（2000 年），雖然沒有將歐美以外的藝術拒諸門外，但只是象徵式的提

及，通常是因為這些外來藝術家為西方藝壇帶來衝擊，如來自哥倫比亞的費爾南多‧博特羅和韓國

的白南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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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設計史：困難和問題 

 

世界設計史如何才能克服一些已經出現在其他文化實踐歷史和存在於設計史創始文獻中的

問題？在過去十多年撰寫世界設計史期間，我一直思考着這個問題。至今已完成兩卷，而第三卷、

也是最後一卷仍在進行之中。 

 

第一個面對的問題是設計的狹隘定義，以致很多學者都將有關研究局限於工業化地區。我

們應該以較廣闊的角度思考，視設計為物質和視覺文化的構思和計劃，而不是純粹工業化的產物。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所有文化之中都找到設計，並同時比較不同文化的設計概念和進行設計的方法。

這是一個循環不息的問題。未來的學者要研究設計史，便必須要認識現有的敘述，但如同其他文化

實踐的歷史一樣，現有敘述於西方主流以外的涵盞非常有限。對這個局限的挑戰，主要來自現有文

本沒有涵蓋的地域的學者所作的研究。在一些國家，如日本、土耳其、墨西哥、印度、中國和巴

西，設計教育已經走上軌道，而設計史才剛剛起步，有抱負的學者紛紛利用西方的主流方法，從自

己的文化之中尋找題材。當我們嘗試把這些地方歷史融合成為全球性或世界歷史時，我們必須了解

不同文化怎樣滿足各自的物質需要，以及政治和經濟力量怎樣塑造這些文化的物質生產條件。 

 

在世界語境之下，當我們試圖解釋某一文化的設計形式時，無可避免地要涉及經濟剝削和

帝國主義的討論。尼古拉斯‧佩夫斯納於一九三六年發表的文章，評論於一八五一年萬國工業博覽

會展出物品的庸俗美學，但卻沒有提及該博覽會對大英帝國的重大意義。直至近年，學者如傑弗

瑞‧奥尔巴赫、路易斯‧珀布里克等才着手討論這個問題。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生產深嵌在特定的經濟組織模式裏，當中設定了不

同角色，包括企業家、管理人員和工人，以及輔助性行業，如銀行、簿記和零售業等的從業員，共

同構成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設計師因應生產方法的演進而不斷轉變的角色，是經濟史的重要部分，

理應受到重視。雖然設計是現代生產密不可分的部份，但在經濟史中難以察覺，因此世界設計史有

必要突顯它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角色。這也是肯定它在其他人類活動的意義的其中一個途徑。 

 

另一個問題是民族主義的興起，不單單是作為國家理想的象徵，更是依附在建築、產品和

通訊工具上的民族意識的根源。當寫及亞洲時，會看到長短不一的歷史軌跡，從中國和印度的源遠

流長，以至近年民族主義抬頭的日本和泰國，及新近脫離殖民地統治的地區如新加坡。 

 

設計很多時都會牽涉入國家競爭力的舞台，也就是在這裏，世界設計史與更廣闊的世界歷

史產生重要的關係，如見於威廉．麥克尼爾所著的《西方的興起》。雖然設計不像貨幣政策般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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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但是通過在創造生產技術、商品貿易和溝通媒體所擔當的角色，它已經成為經濟實力不

可或缺的成分。故此，不像現有的世界藝術史，以藝術家為主角，世界設計史的演員也包括那些運

用設計建設經濟和國家的生產機構和政府。 

 

世界史學者群經常討論的一個主要議題是歷史學家是否應該將焦點放在抽象的經濟和社會

結構，又或者歷史只不過是一種事情的模式，社會角色如家庭主婦、設計師和政治家等就是當中演

出的人物。由於設計是源自個人設計師或設計團隊，雖然工作條件是由他人訂定，世界設計史無可

避免地是有關設計師的重要社會角色的敘述。而對個人設計師的重視，則因地而異，視乎個別國家

在甚麼時候開始將設計看成一種專業。在亞洲，這種情況較晚才出現，但若果我們採納較寬鬆的定

義，視設計為提供日常生活物品的手段，便可以從民族工藝歷史中追溯到當代設計的起源。 

 

在抽象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模式之內，一些涉及經濟而又具有社會意義的社會議題，如種

族、階級和性別，往往被忽略。故此，在討論歷史上各國如何組織生產系統時，世界設計史可以、

也應該正視這些議題，如種族問題。設計史著作中一向缺乏種族問題的論述，世界設計史可以證明

種族在設計史中的角色遠較以往所知的為大。在美國，這個問題尤其顯著，非洲裔美國人、亞裔、

拉美裔和其他少數族裔必須打拼才能躋身以往由白人、特別是白種男人壟斷的專業。 

 

我們也須要面對種族主義歷史，因為它已蘊藏在各種設計物之中，如海報、書籍插圖、樂

譜封面和其他形式的視覺文化。例如，直到近年，亞洲人在西方廣告和平面藝術中的造型都是千篇

一律和老套的，而二戰時的美國宣傳品都把日本士兵塑造成獠牙的惡魔。（圖五和六）而在亞洲，

則有貶低西人的圖像，不論是白人或黑人，黑人（Darlie）牙膏便是明顯的例証，最初稱為

Darkie 牙膏，並採用一個負面的黑人廣告形象。 

 

設計史缺乏多元民族性，就如較廣泛的歷史紀載缺乏女性一樣，後者要到女權運動興起才

有改善。席拉‧蘿柏特的《隱匿在歷史中》和其他女權史學家的著作道出女性被歷史敘述忽略的情

況。設計史學家如謝里爾•巴克利主張重新定義設計，以納入未能符合主流設計定義的女性作品，

雖然在主流範圍內仍有很多女性設計未被記載。直至一些展覽之後，如帕特‧柯克漢姆於二零零二

年策展的「美國女設計師，1900-2000 年」，設計史才開始包括更多女性，如蕾•伊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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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如先前討論，世界設計史要成功地闡述設計在人類文化的地位，便必須要在由政治、經濟

和社會因素帶動的敘述框架內去討論設計，而不是將設計放在按時序、地域劃分的物件或風格年表

之內。後者是大部分其他範疇的史學家迄今為止的做法。 

 

為了包括時序和地域性，而又同時記述最初在西歐和美國出現的大規模生產和大眾傳播如

何締造現代設計的先決條件，我建議設計的敘述框架應該基於以下三個前提： 

 

1. 縱觀人類歷史，所有文化為了生存製造出最基本的物質和視覺文物。從這個意義上

來說，設計一直以來已經以某種形式在世界各地存在。這個情況肯定在亞洲出現，

事實上，在人類文化發展初期，一些亞洲國家已有出色的設計，如中國的活字印刷

和日本的精鋼鑄劍工藝。 

 

2. 隨着工業革命來臨，設計響應強大的經濟和科技現代化動力，成為量產和大眾傳播

不可或缺的部份。由此而產生專業設計師這個現代概念，雖然它並不排除其他替代

概念。從此，設計史偏離所有非歐洲地區，並開始將焦點放在十八世紀後期、十九

世紀和廿世紀在工業化最前沿的一小撮國家。 

 

3. 現代化在廿世紀加速蔓延，尤其是二戰結束之後；現代設計理念因而在世界各地變

得日益重要。在亞洲國家，有關設計的研究亦因此與日俱增。我已經將這個情況收

入我撰寫的世界史之中，但必須要有一個更廣泛的運動去建立真正的全球歷史。 

 

除了德博拉‧西爾弗曼、傑弗里‧米科、羅蘭‧馬爾尚和保羅‧貝茨等學者之外，相對來說，

較少受過廣泛歷史訓練、而非設計史訓練的學者將物質文化或視覺文化納入他們的研究範圍。因

此，將設計與塑造世界的社會力量連繫起來的設計史，可以是強而有力的論據，促使這些學者對物

件和圖像領域更加關注。同時也可以為設計史學家提供一個出發點，與其他經濟、社會或政治歷史

範疇的學者交流。 

 

從帝國、國家和其他政治實體如何利用設計來推進政治和經濟目的，和設計物及圖

像怎樣對個人、國家和全球感知作出貢獻這個角度來撰寫世界設計史，並將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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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上更重大的問題連繫起來。這是一個極具意義的目標，而它的實踐將有助

肯定設計在人類文化發展中的核心角色。我們相信 M+會樂於接受這項挑戰。 

 

 

* 以下是馬格林博士對亞洲文化產業和李立偉博士陳述的 M+偉大願景的個人反思 

 

流光碎語 

維克多‧馬格林博士 － 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設計史名譽教授 

 

 

我選用「流光碎語」作為今天這個簡短演說的題目，藉此談談我對李立偉博士在演講中介

紹的 M+廣大願景的一些感想，我是在互聯網上看到兩條有關的短片，富有啟發性。我對亞洲現代

與當代視覺文化的認識，是由很多零碎的印象和經驗組成，我一直努力將它們如拼圖般湊合起來，

儘管還是有很多失落的板塊。從李立偉的演講，我了解到 M+的觀眾是多方面的，包括在他的圓形

圖表中心位置的香港居民，以至像我一般對亞洲視覺文化感到興趣的海外人士。  

 

       在今天簡短的時間內，我想簡介一下作為一個成長於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人，我怎樣開始接

觸亞洲現代藝術，並怎樣一路增長這方面的見識。見識增長，並不單只是因為個人興趣和接觸有關

資訊的機遇，也是因為資訊本身日趨發達 － 更多亞洲現代藝術展覽、更積極的亞洲設計推廣、更

多亞洲建築受到賞識、更多以亞洲音樂為主題的音樂會、錄音和錄影。自六十年代以來，亞洲藝術

家，從日本的新陳代謝派以至香港的平面設計師和藝術總監如陳幼堅，熱切投入各種形式的現代主

義。還有那些散居海外的亞裔藝術家、建築師和設計師，將亞洲感性注入現代視覺文化創作之中，

因而備受讚賞。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包括建築師貝聿銘和林瓔、雕塑家和工業設計家野口勇、環

境藝術家陳貌仁和概念藝術家里克力‧提拉瓦尼。 

  

年輕的時候，在我長大的地方，華盛頓當地的國家美術館接觸到古代亞洲藝術。其後上了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修讀了一門名為「東方人文」的課程，得以涉獵印度教、佛教哲學和文學的經

典巨著，如《羅摩耶那史詩》；《古蘭經》節選和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作品選；日本史詩式小說

《源氏物語》其中數卷；和中國哲學家孔子和老子的著作。在此任教的教授都是著名的亞洲文化學

者，我更有幸聽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最偉大的古典與現代日本文學學者和翻譯家唐納德‧基

恩的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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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選修了著名書法家和作家蔣彝任教的中國書法課程。蔣彝在他的遊記自稱為「啞行

者」，書中的水彩插圖和遊歷多個不同城市的體驗結合東方和西方的感性。我也有幸追隨以撥彈鋼

琴弦作品聞名於世的作曲家亨利‧考威爾修讀世界音樂課程，因而對亞洲音樂有點認識。他邀請來

自不同文化的音樂家到班上表演，其中一位是一名日本僧人，為我們吹奏一種名為「尺八」的日本

笛子樂器。 

 

 我首次接觸的亞洲現代藝術，是中國藝術家趙無極的一幅畫。母親買來之後，將它掛在我家

客廳的當眼處。趙無極在杭州學畫，揚名於巴黎。雖然生於亞洲，並於亞洲接受藝術教育，但他實

在更像是一位巴黎學派藝術家。而事實上，我從沒有視趙無極為一位亞洲藝術家，因此也不覺得他

的作品是亞洲感性的例子。 

 

當我在紐約讀書的時候，我與亞洲現代藝術的接觸，是透過欣賞印度藝術家 Mohan Samant

的半抽象大型油畫。因着朋友的關係，我被邀請前往他的工作室出席一個私人音樂會，工作室的牆

壁上滿佈他的大型油畫。當晚的表演嘉賓是印度薩羅達琴大師阿里‧阿卡巴‧汗，他在塔布拉鼓的

伴奏下演出至深夜。出席的觀眾約有五十多位，其中包括野口勇和瑞德‧格魯姆斯，但我都提不起

勇氣和他們說話。 

 

到我離開哥大時，至少對亞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大多都是過去式的。當時的藝術史教

科書和現在一樣，絕少篇幅提及十六世紀後的亞洲藝術，所以在這些課程中亞洲現代主義付之厥

如。在六十年代初期，亞洲協會藝廊以及一些商業畫廊，偶爾展出亞洲現代藝術家的作品，但我已

記不起有任何特別的展覽。 

 

自我離開紐約搬到其他地方之後，已經多年沒有接觸過現代或當代亞洲藝術，直到一九八

一年我開始教授設計史。當時並沒有任何工業設計史提及亞洲設計，而流行的菲利普‧梅格斯所著

的平面設計史，在眾多亞洲國家之中也只是提到日本。在六十年代，日本較諸其他亞洲國家在產品

和平面設計方面更為先進，我們在美國亦驚覺到到日本汽車、電視和收音機已成功擊敗它們的美國

對手。我教授的設計史課程很少提及亞洲設計，除了亀倉雄策、田中一光和其他幾位日本設計師的

海報。我終於發現了一些書籍，如斯科特‧明尼克和焦平合著的《中國設計》和理查德‧桑頓的

《日本平面設計》，而二零零零年我到過香港，也開始認識香港設計。當時我拿了兩本由田邁修策

展的重要展覽圖錄。其中之一是於八十年代末期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香港製造：香港外銷產

品設計史 1900-1960 年》展覽；另外一個是數年後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的《香港六十年代：身份、

文化認同與設計》展覽。我在旅途上也碰到了黃少儀，並了解她的香港漫畫研究。 

 



M+ 思考 | 亞州設計: 歷史，策展與收藏 [2012 年 12 月 2–3 日]  

 
 

 7 

一九八九年，我有份編輯的《設計論點》雜誌出版了一期特刊，報導亞洲和澳洲設計。作

者包括寫香港設計的田邁修和一些寫日本、印度和中國設計的作家。自此我們開始收集其他有關亞

洲設計的文章，迄今已刊登過一些關於中國、日本、印尼和印度設計的文章。 

  

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紐約住了數年，其後遷往芝加哥，一直居住至今。這兩個地方的藝術

和設計博物館甚少關注亞洲現代藝術或設計。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費城藝術博物館舉辦雄心勃

勃的展覽「日本設計：自 1950 年以來的概覽」，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在策展方面卻沒有任何突

破。大約十年前，我在坎培拉澳洲國家美術館看了一個相當全面關於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藝術和攝

影的展覽；然後在二零零四年於芝加哥當代美術館參觀了「過去與未來之間；來自中國的新攝影和

錄像」展覽。雖然這些展覽都非常出色，但它們都像變魔法似的出現，沒有來龍去脈，完全沒有理

會現代主義的軌跡其實最少可以追溯至廿世紀初。我看過一個展覽有切實處理這個問題，就是悉尼

新南威爾士州美術館舉辦的「現代男孩，現代女孩：日本藝術的現代性，1910-1935 年」展覽 。

另一個使我獲益良多的歷史性展覽是二零零六年於新加坡美術館參觀的「亞洲立體主義繪畫：越界

對話展覽」。這個在亞洲巡迴展出的展覽，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發現，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其中

任何一件展品，也不認識任何一位參展的藝術家。從來沒有任何藝術史文獻提及巴黎以外的立體派

和它對其他非西方國家造成的影響。我喜歡展出的大部份作品，我覺得西方藝術史學家仍然持有誤

解，以為亞洲創作的現代藝術沒有甚麼價值。 

 

因此，西方畫廊熱衷中國當代藝術，但對於亞洲其他地區的藝術，卻不甚着意，甚至不聞

不問，似乎有欠公允。在設計方面，日本多年以來一直受到西方的青睞，但隨着日本的經濟衰退，

西方對日本設計的興趣已經減退。在建築方面，大力提倡綠色設計的馬來西亞建築師楊經文，和最

近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以杭州為基地的建築師王澍，日益受到國際注視。這些亞洲建築師過去屈

居在外國星級建築師如西薩‧佩里、雷姆‧庫哈斯和扎哈‧哈迪德等之下，現在都開始嶄露頭角。 

 

我在十多年前開始撰寫世界設計史，已經完成兩卷，現在正在寫二戰結束後的時期。我用

了詳盡的篇幅介紹十九世紀和二戰前的亞洲設計。有賴優秀的圖書館、互聯網和同事的協助，我找

到豐富的材料，並期望當我開始展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研究時會有更多發現。然而，在藝術史方

面，我還未見到理想的現代世界藝術研究，對亞洲國家的現代性、後現代性和當代性給予充份的重

視。 

 

這使我想起 M+的使命，接着下來我會討論這個問題。我已談過我是怎樣認識到亞洲的現代

和當代視覺文化。我有幸在紐約如此一個國際大都會渡過我的大學歲月，然後有機會以設計史學者

的身份造訪世界各地。但是即使有這種優勢，我對亞洲文化的認識，仍然是零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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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探索 M+怎樣可以成為一個展示、討論和發揚現代和當代視覺文化的樞紐或中

心，主要為本地觀眾服務，卻又同時兼顧非香港居民的興趣，滿懷抱負要成為一所擁有全球性視野

的文化機構。我從 You Tube 上李立偉的講座短片，明白到他不是要步托馬斯‧克倫斯的後塵，這

一點我非常讚賞。儘管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法蘭克‧蓋瑞出色的建築，

而不是強大的策展策略，然而克倫斯的戰略是要發展一個全球性品牌，而不是要建立強大的本地策

展活動中心。克倫斯試圖大量複製古根漢，成為一個跨國網絡，向世界各地輸出古根漢品牌的藝

術。這令人不禁聯想起沃爾瑪，雖然古根漢的貨品質素較高。也許施華洛世奇水晶一個比較恰當的

比喻。 

 

李立偉也清楚理解到今天的博物館不僅僅是一座建築物，而是一個樞紐或中心，累積知

識，然後將之轉化成物質和非物質的經驗。博物館的展廳往往無法應付許多新形式的藝術，從八十

年代的大地和地境藝術，如格妮絲‧丹妮斯的《麥田 — 對抗》（1982 年），以至受尼古拉斯‧

布希歐的關係美學啟發的藝術行動和項目。但事實卻是今天的博物館必須要有能力去推廣和處理各

式各樣的藝術，無論是在博物館大樓之內或之外。這意味着必須要有新的策略去委約和宣傳博物館

大樓所無法容納的新藝術形式。這些作品可能是實體的或是行為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專為網

絡，無論是家用電腦或流動電話而創作的藝術。這些作品可以歸入新媒體類別，但博物館怎樣可以

參與這些新媒體，而又同時保留強大的策展話語權，則有待觀察。 

 

這種策展和藝術手法領域的擴張先例，可以追溯至從廿世紀一直延伸至廿一世紀的藝術媒

體分界瓦解的歷史。杜尚以小便兜和現成物打破傳統的審美界限，這種情況延續至其他前衛藝術運

動，例如未來主義、達達主義與建構主義，以及後來的激浪派，如艾莉森‧諾爾斯的《同樣的午

餐》。這些運動大部份已經以藏品的形式，也就是博物館最擅長的處理方式，納入博物館之中。一

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洛杉磯藝術博物館於一九八零年安裝一件俄羅斯前衛藝術品時，重做絕對主義

實驗歌劇「戰勝太陽」。今天已不可能用傳統的分類方法去將藝術分類。雖然藝術仍然是以傳統媒

體，如繪畫、雕塑、甚至是平面設計創作，而我個人也很高興看到這個情況，但是很多作品已跨越

藝術領域之內的種種界限，甚至乎藝術、設計、建築、甚至是電影和戲劇這些相關領域之間的界

限。這些新的藝術形式當中有些較為容易移動，它們不僅走到博物館以外的物理空間，更從物理空

間走到數碼空間。故此，今天和未來的博物館是一個樞紐，透過策展，將川流不息的藝術品、影像

和意念轉化為視覺文化節目。在此我想加插關於打破高級藝術與低級藝術分界的問題。歷史上博物

館一向不願意展示任何有可能被視為低級藝術的東西。但當低級藝術是作品的主題，如傑夫•昆斯

的例子，策展人便不得不將之如高級藝術般在博物館中展出。我希望看到這種二元分法被廢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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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可以有結合高級和低級藝術的展覽，如 Corn-temporary 藝術博物館的做法，而不須要將二者

都提升到高級藝術的水平。 

 

最後，我想回到這個討論最初開始的問題：一所亞洲視覺文化博物館怎樣建立一套連貫當

下和未來的願景，同時又連繫着翔實的過去敘述？《香港製造》、《現代男孩現代女孩》和《亞洲

立體主義繪畫》這些展覽都是試圖從記憶的黑洞之中拯救已被遺忘的昔日亞洲藝術和設計。通過物

理和數碼空間的運用，這個願景假以時日將會得以實現，屆時與我初次接觸亞洲視覺文化年紀相若

的年青人，就可以被引進這些我近年才接觸得到的物理和數碼空間，更全面和更快捷地認識不斷發

展增長的多元亞洲視覺文化。 

 

（陳麗蟾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