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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畫廊文化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無論在經濟還是文

化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懷揣著夢想的香港本

地藝術家加上慕名而來的外地藝術家，讓這座絢麗

多彩、充滿誘惑的國際化大都市成為了新一代的文

化中心。香港畫廊應運而生，並肩負起文化導向的

功能，逐漸走進大眾的視野。

或許是因為某些特殊的歷史原因，雖然香港是

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藝術品拍賣市場，但畫廊業的發

展一開始時並不順利。2006年之前，香港近當代畫

廊不超過十家，而且還是以本土老字號畫廊為主，

例如在1986年成立的「漢雅軒」以及在1992年成立

的「精藝軒」，都是當時香港畫廊業出類拔萃的代

表。

隨著更多香港本土新晉畫廊以及國際頂級畫

廊的加入，香港畫廊業發展突飛猛進。2010年起，

超過30家國際頂級畫廊進駐香港，英國、美國、瑞

士、比利時、荷蘭等歐美國家以及日本、韓國等亞

洲國家的藝術品紛紛湧入香港，使香港變成了名副

其實的「畫廊聯合國」。

然而，事物在飛速發展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坎

坷。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畫廊業進入了寒冬，

直到近年經濟漸漸回暖才逐漸甦醒。聞名世界的巴

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決定在港舉辦，許多國際畫廊

藉此機會探索進駐香港的渠道，使香港一夜之間成

為全球藝術界矚目的焦點。另外，2014年旨在推動

本港畫廊發展的香港畫廊協會成立，使得僅2014年

便有約一千五百個近當代藝術展在港展出，香港畫

廊業得到空前發展。 

謀求發展卻不忘初心，香港畫廊業的發展歷程

在某種程度上便是香港發展的縮影，值得我們深入

研究，細細回味。

文：趙元     (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語文教育 ( 榮譽 ) 學士三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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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裡的畫廊
—採訪 168 畫廊簡先生
文：劉威希 (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語文教育 ( 榮譽 ) 學士一年級 )

提到畫家，往往讓筆者想到了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在貧

瘠的土地上進行創作，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今日

採訪的對象簡先生卻打破了筆者這個刻板印象，他既是畫

廊的東主，也是一名畫家，在這畫廊里便掛著他的許多作

品。他不僅在談論畫作時顯出對藝術的熱誠，在談到畫廊

的經營之道時亦甚有見地。

他認為在香港經營畫廊並沒有特別的優勢。維持畫

廊的營運全憑經營者的手腕，例如能否找到買家、手上有

沒有好畫、畫廊的聲譽和歷史積累都是很重要的因素。現

在在香港經營畫廊要面臨許多挑戰，例如租金貴、買家難

找，還要面對展銷會、拍賣會的競爭，想生存下來殊不容

易。能堅持到現在，憑的是對藝術的一股熱枕。「荷里活

廣場一帶有許多畫廊都做不下去。」說到這裡，簡先生有

些感慨。

與學校合作少 視藝科的畢業生在香港畫廊難就業

說完香港畫廊生存現狀，我們繼而談到香港畫廊在

學界「視藝科」扮演的角色。「畫廊的作用不大。」簡先

生坦言。在培訓學生的繪畫技巧方面，學校很少與畫廊合

作。而在視藝科學生就業方面，畫廊能給予的支持也不

多。首先，香港畫廊少，也不常招聘人手。另外，職員除

了負責日常事務，還需交出業績。這需要推銷技巧。即使

同學在藝術上很有天分，但若不能把畫銷售出去，畫廊也

不會聘請。

「不知道視藝科老

師有沒有教銷售技巧，

如果沒有就糟糕了。」

簡先生認為一個學生如

要 提 高 競 爭 力 ， 必 須

「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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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習兩文三語是基本要求 心態較學歷重要

提到年輕人的競爭力問題，簡先生似乎特別有感觸：

「有些學生完成老闆佈置的任務後，就做私人事情，或是

和別人閒聊；有些員工可能只扔垃圾，不加垃圾袋。年輕

人如果這樣辦事，以後競爭力會很差。」說到此處，簡先

生神色憂慮。

說完現時年輕人的弊病，簡先生就談到員工應有甚麼

麼基本素質。他認為畫廊接觸不同地區的人，所以精通各

種語言很重要，熟習兩文三語是最基本的要求。此外，年

輕人應主動積極、不怕辛苦，在做完老闆佈置的任務後，

要懂得問老闆還有甚麼需要幫忙。「學歷不是最重要，心

態才是！能幫到老闆的員工我們就會要。如果凡事推卸，

還不如請第二個。」

畫廊的任務就是賣出畫作

儘管兼任畫家，但簡先

生認為自己首先是畫廊老

闆。他坦言，畫廊的任務

就是賣出畫作。如果畫廊

不能把畫家的作品變為收

入，則畫家不能專心畫畫，

可能為了生計要兼職其他工

作，影響作畫質量，畫廊也無法生

存。談起藝術，總叫人聯想到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而

在他們背後操心日常瑣事默默經營的人，又有多少人會想

起？

168 畫廊地址指引：
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419R-T 號雅蘭閣地下 A 和 B 舖
（香港大學站 B1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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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鑾畫廊位處荃灣工廈，地區偏遠。踏入畫廊之際，

柔暖的燈光配上達利的作品，讓人很快忘記室外的

酷熱，身心皆感到舒暢。 初次見到年輕有為的林經理，

他禮貌地對我們點頭微笑，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

當問及經營畫廊的原因，林經理眼睛一亮，說道，他

當年身在北京，創辦人董慧女士邀請他回港打理畫廊，希

望實現「藝術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的理念，將藝術的

價格還原，打破外面炒作到天價的現狀，帶給人們一種信

息——就算一萬幾千也能買到很好的作品。由於董慧女士

是做金融的，不需要靠畫廊賺錢，所以不存在營利壓力，

純粹是為了香港藝術的發展。「我們畫廊還有專業的抽濕

服務」林經理說到此，露出自豪的表情。由於香港濕氣

重，書畫又最怕濕氣，專業的抽濕服務正好能保障藝術品

價值。

談及畫廊遇到的挑戰，林經理微微皺眉，表示創

辦畫廊的頭半年，由於地區偏遠，鮮有人知道畫廊

的存在。好在有些客人買了藝術品後覺得很滿

意，口碑就不斷傳頌開來。「我們是藝術界的

『759』，物美價廉。」林經理如此戲稱道。

現時畫廊的客源覆蓋率高，甚至有知名客戶如

黃秋生等。畫廊已經可以自負盈虧，甚至把賺

到的錢捐出去，例如捐了十萬元給心晴慈善基

金，派了一頓多的米給獨居長者。「這是我們的社

會責任，有能力便要幫助人。」林經理的話獲得在座

的一致好評。

藝術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
—採訪盈鑾畫廊林沙洲總經理
文： 張家琪 (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語文教育 ( 榮譽 ) 學士一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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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畫廊的生存現狀，林經理

表示希望香港開多點類似他這種類型的畫

廊，才會有較高的生存空間。「現在資訊

流動發達，炒高價賣藝術是騙不了人的，

希望各位同行本著道德出發，讓藝術品物

有所值。」林經理感嘆道，香港雖為全世

界第三大藝術交易中心，但本地買家佔有

率卻偏少，原因或是本地藝術教育較不完

善，人們缺乏對藝術欣賞的基礎知識，又

如何能懂得欣賞藝術呢？

林先生坦言希望藝術教育家能更好

地裝備自己，在中小學的藝術教育中扮演

好的角色，例如向學生傳授作家的生平和

作品，教會最簡單的藝術史，具備欣賞好

作品的基礎。現時中小學勞作式的教育並

不能算是藝術教育。此外，畫廊在藝術教

育中也發揮良好作用。例如定時舉辦講

座，委派藝術家到學校教同學繪畫，這都

能幫助小朋友更加親近藝術。

最 後 ， 林 先 生 對 於 年 輕 人 有 著 美

好的期望：「審美對於一個人來說很重

要。」他語重心長地說道。這裡指的審

美，並非純粹的藝術品欣賞，而是道德的

價值──做人的美學。林先生舉了個生動

的例子。如果一個小朋友偷了東西，打他

訓斥他是很多家長會做的事情，但把他帶

到店鋪道歉卻是更好的行為。審美觀會

好，價值觀就會更好。

採訪完林經理，我們都覺得獲益良

多。藝術具有很重要的精神價值，即能豐

富我們的精神生活，又能培育人們的審美

標準。藝術存在於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僅僅侷限於交易市場。就此而言，藝術

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盈鑾畫廊地址指引：
香港荃灣沙咀道 57 號荃運工業中心二期三樓 3E-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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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講故事比賽

錄音花絮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本會）主辦，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的《小嘴

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講故事比賽》，已進入決賽階段！40隊入圍隊伍到dbc數碼電台實地錄音，演繹中外童

話寓言故事。現重溫大家的錄音花絮！

《

學校 故事
1.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國王的新衣
2. 香港培正小學 曾子殺豬
3.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害怕鈴聲的狼
4. 黃埔宣道小學 鷸蚌相爭
5. 黃埔宣道小學 坐井觀天
6.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想當歌手的青蛙
7. 迦密梁省德學校 美麗的公雞
8.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守 株 待 會 生 金 蛋

的鵝
9.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漁夫和他的妻子
10. 鳳溪創新小學 神奇的蘋果
11. 鳳溪創新小學 滇王星
12.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愛美的小公雞
13.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狡猾的狐狸
14.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北風和太陽
15.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小馬過河
16.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紙片上的字
17.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兩隻貓
18. 沙田崇真學校 小紅帽
19.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烏鴉又被騙了
20. 英華小學 晏子出使楚國

學校 故事
1. 香港培正小學 國王和樹神
2.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大尾巴和長耳朵
3.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小偷和他的母親
4. 廣東道官立小學 獅子與老鼠
5. 廣東道官立小學 獅子與老鼠
6. 天主教佑華小學 獅子和蚊子
7. 迦密梁省德學校 北風和太陽
8. 福德學社小學 狼和小羊
9.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三個願望
10.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螞蟻和蚱蜢
11.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家鼠和田鼠
12. 鳳溪創新小學 青蛙王子歷險記
13. 粉嶺公立學校 三頭公牛
14.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小虎和小羊
15. 獻主會小學 小豬也聰明
16.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塞翁失馬
17.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聰明的烏龜
18. 沙田崇真學校 和甘伯伯去遊河
19.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 小兔乖乖
20. 英華小學 一 個 豆 莢 裏 的 五

粒豆

初小組高小組

想看更多活動花絮及資訊，可瀏覽本會網站 hkccda.org 或活動網站 pthstc.org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初小組及高小組）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鳳溪創新小學（初小組及高小組）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沙田崇真學校（初小組及高小組）

入圍決賽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入圍決賽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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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彭淑敏博士

李鄭屋漢墓的發現始於二十世

紀五十年代，現為「李鄭屋漢墓博物

館」，即香港歷史博物館分館。古墓

位於九龍深水埗東京街41號，原本的

位置接近海邊，其後由於該區多次進

行填海和土地擴展工程，古墓遺址現已

距離海岸較遠的位置。

古墓早於1955年8月在「李鄭屋徙

置區計劃」的興建期間被發現，受到社會

廣泛的關注，遂由前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教授

（Prof. Frederick Sequier Drake，1892-1974）率領大

學師生和工務局人員參與發掘的工作，由於當時香港考

古專業仍未發展，因而發掘古墓的工程意義尤為重大。

古墓屬於漢代的歷史遺產，加上是在深水埗李鄭屋

區被發現，因而被命名為「李鄭屋漢墓」。李鄭屋漢墓

約有二千年的歷史，是香港現存華南地區的東漢古建築

遺址，於1988年12月正式被列為法定古蹟，受古物及古

蹟條例保護，得以永久保存，反映它寶貴的歷史價值。

從墓室的結構、出土的器物、陶器及墓磚銘文和字體來

看，可以了解漢代時期的生活狀況和文化特色。

就漢墓的結構布局而言，分為前、後、左、右四個

墓室，由一條通道連接而成，形成一個十字形的格局，

參觀者可隔着透明的保護玻璃觀看漢墓的內部情況。

▲ 李鄭屋漢墓的內貌，透過一面鏡子反映墓室頂部形狀的特色「穹窿頂」。

值得留意的是，古墓前室頂部形狀的特色，稱為穹窿頂

（註：穹音窮，穹窿形容像天四周低垂而中間隆起的

樣子）。此外，前室在漢墓的正中央，它的底部是方形

的，而其餘三個墓室的底部均是長方形的。

就建築材料而言，漢墓是用優

質的磚塊建成，但由於古墓的

環境較為黑暗，參觀者大多未

能直接觀察到墓磚上刻有的銘

▲  墓 磚 上 刻 有 的 文 字
「大吉番禺」，反映香港
曾經屬於番禺縣管轄。

▲ 墓磚側面的裝飾花紋。

文、裝飾花紋

和 圖 案 等 特

色，只好透過

在博物館大堂

設有的展版和

電腦了解實際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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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高級講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關心香
港歷史的研究，近年參與出版包括《香港文化導論》、《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

記憶》、《香港第一》、《屏山故事》及《改變香港歷史的 60篇文獻》等。

接近二千年歷史的東漢古蹟─

「李鄭屋漢墓」 

▲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下期〈閱讀香港歷史〉將繼續為大家介紹和分享另一重要的香港歷史古蹟。

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參觀者透過電腦軟件了解漢
墓的內貌。

▲ 博物館大堂的展版。

▲  漢墓旁設有陳列室，展出在古墓中考古發掘的珍貴文物。

古人重視死後的生活，漢墓則留下了多個不解之

謎。首先，古墓內並沒有發現任何人骨或棺木，那麼古

墓的主人是誰？建墓者的社會階層是甚麼？建墓的目的

又是甚麼？墓中出土的文物是否陪葬品？此外，現有的

考古資料也未能解釋當時是如何封墓的。

綜觀李鄭屋漢墓博物館的運作，早於1957年成立古

墓陳列所，其後博物館成立，並於1975年被列為香港歷

史博物館轄下的分館。惟李鄭屋漢墓博物館發展至今吸引

力大減，被大眾批評設施簡陋，參觀者未能透過現有的展

版介紹作深入了解，也甚少舉辦與社區互動的歷史文化講

座或活動。因此，李鄭屋漢墓博物館未能引起社會人士關

注古代香港的歷史發展、漢代生活文化與建築技術、保育

法定古蹟及香港考古發展等議題。漢墓具有重要的歷史價

值，博物館的規模和設計甚有迫切改善的需要。

▲  在漢墓外加建的鋼骨支架，
具有保護作用。

還有的是，在漢墓

發掘的過程中，出土了

五 十 八 件 陶 器 和 青 銅

器 。 就 陶 器 的 功 能 而

言，分為炊煮、飲食、

儲藏和模型四類，而青

銅器則有盆、鏡、鈴、

碗及其他殘件等。

▲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旁的「漢花園」。

▲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旁的「李鄭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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