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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與以時間為本的藝術製作的挑戰 

以時序結構解讀 MAP Office 的藝術實踐 

 

古儒郎和林海華 

香港 MAP Office 

 

本虛構論文順時序解讀 MAP Office 以時間為本的創作及跟時間有關的藝術作

品。時間結構一直都影響我們的藝術實踐，首先影響我們對香港城市的獨特圖

譜，然後出現在我們的多元製作過程，而這些製作會隨著不同媒體而變化。時間

的問題也遍佈在 Georges Perec的作品中，小說中對空間的分類看上來就像有結

構的故事，穿梭於每本小說中。我們以類似的方式，列出多個解讀時間的可能： 

 

時間      時間囊 

很久前的時間      時間流逝 

時間少      時限 

休息時間     完場時間 

有時候     睡覺時間 

計時炸彈      不時 

時間碼     標準時間 

時間表       現時 

時間流逝     絕對同時 

  沒時間      時空 

  準時      停機時間 

  及時       時間影像 

     定時啟動     時間移動 

     時間紙     戰爭時間 

     時間表      時期 

休息時間     遊戲時間 

  時光機       與時間競賽 

動作時間      時間提前 

  時間廣場     時間是金錢 

  時報雜誌        時間生命 

     那時候     表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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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時        計時器  

 一生時間      時間碼 

    美好時光       時標 

艱難時候      時時刻刻 

    

 

 

法語中「天氣」與「時間」也用同一個詞語「temps」來表達。這個多義詞反映

人類對「時序」與「天氣」的理解可能是同時演化的，儘管時序這概念在人類歷

史中還是十分近期的發明。「temps」這兩個理解是 MAP Office 雕塑作品《Bloody 

Haze》（2010）的主題。這件作品參考了 Walter Benjamin 嘗試看透 19世紀演變

時所描述的困難，並引用到香港的環境中，來表達研究看不見的地區或島嶼時的

一種範式轉移。煙霞這種可見的氣候現象，成因源於人類活動，如今化成一種人

類世（Anthropocene）的相遇，但同時又以重重白煙遮蓋著自身的物質性。 

 

本論文以不同方式探索「temps」的不同概念，首先以 MAP Office作品的動態軌

跡，然後以一眾藝術家尋找哲理參考時遇到的一連串偶然事件，作為探索方式。

MAP Office在第二屆廣州三年展展出的早期作品《我的珠江三角故事》(2005)

是一連串同類大型裝置的首項，展出過去十年來收藏的研究資料、相片、錄像、

物品與存庫。 

 

假如本虛構論文的題目是時間以及博物館，時間就必需理解為已忘記的過去和可

能的未來，那是一段可供敘述、將之策展的時間。我們顛倒了累積式的傳統博物

館收藏方式，嘗試提供別的方法——收藏故事而不是歷史、收藏文獻而不是藝術

品、收藏過程而不是結果，並預計博物館的將來發展。 

 

在我們所處的地區，時間會隨邊境、經濟、科技而變化，本文據此寫了數篇回到

過去的日誌，以多條時間線以及不連貫的時序，記載了 MAP Office的製作歷史。

日誌的重重記錄以非線性的時序並存並居，互相訴說對方的內容，並多得博物館

的緣故，寫下一個永不完結的即時故事。 

 

日誌 01：2017年 10月 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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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以 4分 32秒跑遍 M+博物館，以這種方式打破刺耳的沉默，為體驗這座

新博物館創下記錄。我們沿著永久與臨時的展品奔跑，為博物館藏品定下新的看

法。我們飛快地馳騁於藝術品、裝置、圖像中，把它們轉化為時間上的景觀，這

些景觀又馬上由我們的高速動作重組。這種跨藝術範疇的方法，即現時 M+展覽

系統的主要邏輯，讓我們對空間還有時間的看法昇華。我們的高速奔走跟個別有

變革色彩的藝術作品互動起來，恍惚把蔡國強畫作裡的槍炮重新燒起來，並觀看

白南準螢幕墻牆的電視雪景。比起 Godard在羅浮宮的著名 9分 43秒奔跑，「M+ 

Flashrun」的規模比較小。M+在初期下了策略決定，先建立藏品，然後展出，策

展團隊與藝術家和收藏家緊密合作，以建立螺旋漣漪的思維，讓連貫與不連貫的

特質同時並存，讓零碎的作品在更廣闊的時空定義中整合。在各個空間奔走的同

時，我們以本土眼光和國際視野重新編寫全部藏品的連貫性，當中囊括了過去

60年當代中國的藝術製作。 

 

走過不同的房間時，一幅熟悉的風景映入我們眼前，那就是《我的珠江三角故事》，

即 MAP Office 早期作的小型回顧展，以一道似是用盒子構成的隧道，把 MAP 

Office早期裝置作品的精華部份縫在一起。時間在這裡變得有彈性，作品早前

在第二屆廣州三年展探索了各種程度的實驗性，如今則依照 M+的規則展出，但

觀點調度仍然在雙向地運作。訪客登上名為波爾多的貨船，穿過珠江三角流域的

重重故事。雖然這個地區的都市化已顯然地慢了下來，但這些熟識的盒子就是部

時光機，讓人高速地穿梭時空。 

 

日誌 02：2015 年 3月 20日 星期五 

 

《Uneven Growth: Hong Kong》(2014) 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三樓的建築與設

計美術館開幕已有三個月，憑著策展人的直覺，我們與哥倫比亞大學的網絡建築

實驗室攜手合作，研究香港的策略都市化情況。在這個博物館裡，一連串虛構故

事帶來的物品、過程、資訊讓訪客感受各種各樣的烏托邦。我們在香港的合作作

品打破了博物館的物理框框，在紐約裡打開新的虛構和物理空間，挑戰了傳統的

展覽過程。 

 

在附近的美術館中，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把該展覽壓縮並分開成無數個開放平

台，讓訪客互動、辯論、玩耍、撰寫自己的故事，在場還會播放一段 8頻道錄像，

作為紐約與香港地區的橋樑。片中的未來風景包括一片填海得來的土地，地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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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蠔殼，還有樓宇森林，浮釣漁村、銀行大堂、後巷，循環再造的環境、山頂。

換句話說，香港化成了開放而充滿詩意的地方，並滲入可能的、實實在在的新世

界裡。 

 

日誌 03：2010年 11月 18日 星期五 

 

在這個繁忙的工作天，我們一大清早在嘉咸街跟香港電台的攝製隊會面，就 MAP 

Office 最近的策展項目《City-O-Rama》接受訪問，但我們希望媒體的焦點放在

附近保存良好的商店和攤販上，在香港年紀仍然營業的街市中嘉咸街是最古老

的。是次展覽的首個目的是改變我們對嘉咸街街市的觀感，把街市由商業改為文

化經濟的地方，把當中的花店、肉檔、理髮店以及一個電子攤檔轉化為有多個藝

廊的博物館。 

 

香港不少地方都有條件成為公共博物館，不少空間等著我們運用，而民眾也急不

及待探索新的領域，從中體驗這個城市的歷史和文化與展品和藝術品之間的新交

流。「沒有牆的博物館」指的是把博物館帶回社區免費讓公眾欣賞，從 Detour 與

「M+進行」等設計展覽，和香港國際藝術展/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時期的週邊節目，

都證明了這個概念有潛力在香港大力發展。 

 

《City-O-Rama》後來發展成《香港是我們的美術館》（2004），這件作品的緣由

是香港缺乏致力推廣藝術的當代藝術博物館，而這個假設很快就演化成兩個層

次：當起居空間成為製作與展覽場地，裝置品就會與家用空間交叉起來；同時個

人領域也吸收了外在都市環境。爲了把這學術研究引用到真實生活環境中，MAP 

Office 以香港城市作為主要的表現與展覽場地。MAP Office的工作室坐落上

環，這個舊區本來就以多用途見稱。《香港是我們的美術館》是一項初步行動，

把 MAP Office 這讓人同時工作與生活的空間，從頭到腳地轉化為公共空間。我

們的天台化身為一夜博物館，提供場地給多組展覽與放映舉行，多年來這些作品

包括：由曹斐與 歐寧製作的《三元里》（2003）的香港首映、傅德明（Norman Ford）

的《Trading Space》(2004)、首屆香港國際藝術展的週邊活動《香港是我們的

美術館》（2008）、李傑的個人表演《Mid-nite》（2009）、由 Para/Site Art Space

製作及由 Alvaro Rodriguez Fominaya 策展的《This is Hong Kong》（2009）等。

這系列以長谷川仁美（MIACA）策劃及製作的《Can’t go on like this!》（201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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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City-O-Rama》在 MAP Office的天台舉行公眾放映會，利用附近高樓大

廈的外牆作為幕墻，後來更把計劃推廣到中環街市。靠著該區傳統商業空間的高

度滲透力，MAP Office 正為該區製作新的地圖，我們把多個錄像作品連結起來，

以組成另一條新的路線。10件精選的錄像作品會與 10個借來的空間交流，組成

時間上的展覽，與路人互動。這些作品一同為現時缺乏博物館的環境提供替補，

並就現時文化歷史皆匱乏的環境，反映了公眾的關注。 

 

日誌 06：2009年 2月 13日 星期五  

 

太陽高高的掛在頭頂上，自我們開始拍攝新的電影作品起，距今已有數週。作品

起源自威尼斯影展發來的一封隨意的電郵，邀請我們為影展新項目《Premio 

Orrizonti》遞交作品，該項目旨在擴闊傳統電影的框框，融入新的藝術領域，

包括視覺藝術與表演。是次邀請讓我們雀躍萬分，並決定拍攝一段即興影片，名

為《Runscape》。片中的男生在香港不同公眾地方穿梭奔跑，並解說關於挪用時

間與空間的思維。十年前拍下的地方照片如今成為這件新作的某種裝飾，

《Runscape》以個人為中心，建立對香港重譜地圖的新觀點。 

 

在全長 24分 18秒的影片中，跑手重新建立數段可能的時空軌道，不受城市的種

種障礙影響，例如建築物層數、路障、其他遙控裝置等。畫面呈現跑步這簡單的

動作，旁白則訴說關於新一代都市人的街頭打鬥和參與政治活動的悠久歷史。當

中的一句「跑手是時間與空間的掠奪者」表達邊緣化是建立都市中心所必需的對

立點 。跑手帶出對這個城市的新看法，他在沙田新城市天台奔跑時提出新見解，

當時旁白說著「我的身體是武器，子彈不必手槍，它帶著自身的能量」，背景播

放著本地樂隊 Roller Band 的「Story of the Fly」，歌詞不斷呼籲著「改變」。 

 

日誌 05：2009年 12月 12日 星期六 

 

今天雲霧密佈，維港兩岸的能見度不夠 100米，連身影也難以辨認。這種天氣已

經有一段日子，內陸（九龍）與港島（中國與香港）的物理距離也因而拉長起來。

我們置身在將會成為西九文化區和 M+位置的陸地尖端，這地方與香港美麗的天

際線的關係，我們因而受到啓發。或者正確來說，是因為煙霞厚得無法看見天際

線而啓發了我們。面對這種低能見度與能看到景色的對立，我們選擇參考 W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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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的望遠鏡比喻來探索超可見的特質。 

 

Benjamin寫道：「就我而言，我嘗試用望遠鏡從該死的烟霞中去看 19世紀的海

市蜃樓，去描述當中的景象，並在從魔法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世界裡展示於世。」 

 

在 1935 年 10月 28日寫給 Werner Karft 的信中，Benjamin描述了自己如何竭

力地尋找比喻來解釋物質文明的理論。很快他就在 1935年的主要作《巴黎，十

九世紀的首都》中找到了答案。據他所言，望遠鏡這幻影般的裝置象徵了 19世

界資本發展的現代化一面。重點是，這些濃霧不能視作無關。要全面理解 19世

紀發展的邏輯，就必需把這些霧霞看成現代發展的本質與基礎。望遠鏡成為看穿

烟霞的必要工具，以回顧過去與展望將來。 

 

我們的作品《Bloody Haze》(2009)是座巨型雙筒望遠鏡雕塑，對著香港的天際

線。每座鏡筒都裝上了一副正常的雙筒望遠鏡，可正常地運用，近距離感受香港，

也可倒轉來用，以遠距離看這都市。這座裝置作品的銘言是「香港島，這麼近，

那麼遠」，讓人想起王家衛的「歡樂在一起，永不在一起」。 

 

僅僅數天，這座雕塑就拆卸並從展覽中搬走，訪客都不願從遠距離看香港，他們

不斷把第二個望遠鏡的位置固定下來，以近距離看這都市。 

 

日誌 06：2009年 2月 13日星期五 

 

今天我們首個網上/虛擬/互聯網平台正式推出，雖然在現階段只是個開始，只有

www.maskbook.net這個網站在運作，但網站的目標是成為「虛擬人物的社交網

絡」，並根據體驗平行世界的邏輯來建立。自 2005 年年尾我們已經感到有事情在

發生，特別是我們的好友曹斐當時已經為某個全面的藝術品計劃而在探索「新生

命」平台。 

 

到了 2008 年初，曹斐邀請我們跟她合作，參與她的名作《人民城寨》的部份製

作，作品會在第一屆新奧爾良雙年展（Prospect 1）展出。當其時我們從報紙上

讀到，荷里活正準備擱置拍攝喪屍電影，以製作首部大型立體電影「阿凡達」，

我們本來十分迷戀這種夢幻般的視覺效果和為鬼魂注入生命的藝術，如今這種迷

戀又重燃起來，而博物館看來就是讓這些鬼怪起死回生的最佳場景。無論是以悲

http://www.maskboo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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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或喜劇電影的形式，阿凡達、鬼魂、喪屍和眾多鬼怪都開始在博物館流行起來。

電影《迷魂記》中 Madeleine 給幽靈附體時，在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內對著先

人的畫像沉思，就是個早期例子。 

 

Facebook 是社交世界的霸權，Maskbook.net就像它的對立面。「重要的不是你

是什麽人，而是你想成為什麽人」這段話出現在網頁不同地方，在個人化設定問

題系統、在建立「我」的社會，也在成為另一個「我」的可能。 

 

日誌 07：2005年 11月 17日星期四 

 

上千塊循環再用的木製平台正在佔據廣東藝術博物館的地面，但藝術家、記者、

策展人、工人在旁邊經過時，奇怪地一點也不覺得礙事。這些平台準備好分配到

博物館各地方，暫時為楊詰蒼的大型旗幟裝置「我們什麼都會，只是不會講好普

通話」提供了臨時的基地。很快，木製平台就佔據了全新的大理石地板，讓在珠

三角不穩地面走路的經驗，延伸到博物館的空間。 

 

第二屆廣州三年展的格言是「別樣：一個特殊的現代化實驗空間」，這是一眾策

展人與藝術家多番討論的成果。不穩固的地面橫跨展覽三層，讓訪客特別留意自

己的雙腿，並花更長時間參觀。有些平台安裝得很穩固，還設有像地形圖的表面

讓訪客坐下或躺下來。裝置作品、錄像、繪畫、物品散佈在館場四周，當中還有

其他可以隨意移動的平台，讓人建立新的參觀路線。 

 

日誌 08：2000年 11 月 20日 星期日 

 

星期天早上 9時，上千個菲律賓外傭湧到香港中環商業區。地上鋪滿花樣繁多的

織布 ，每張可讓四至八個女生坐上一整天。她們互相傾訴生活中的苦樂，同時

也令自己的文化與家人團結起來。這邊廂有人在購物、那邊廂有人在乘船，群眾

讓通常在星期天便一片死寂的中環商業區變得充滿生氣。群眾聚集在標誌性建築

物滙豐銀行總部大樓的地下，把那裡轉化為大型鳥籠，不斷吹哨著他加祿語。 

 

我們在一旁豎起了攝影機，把這個現象拍攝下來。滙豐銀行的現象剛在古儒郎+

林海華出版的《Mapping HK》（2000）報導出來，並作為《Appropriated Place》

向量的部份。《Mapping HK》首先以互動網頁的方式在第七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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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場，內容設定了各種向量線，界定何謂香港特色和如何創造干預密度的基本。

這裡表達的時間密度把私人大堂轉化為巨型起居間。這種拖動的、變性的空間，

不斷地轉換裝扮和功能，讓群眾的表演更加精彩。到了星期天晚上 9 時，宵禁便

開始，每個人都返回各自的地方。 

 

到了星期一早上，一切又變得如此不同、一切又變得如此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