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訣  

策展人葉啟俊  

 
「訣」探討有關失去和懷緬的主題。憑藉個人經驗、獨特的策展方向和融匯各領域的志趣，這位新晉

香港策展人構思此聯展，展示自己的一件聲音作品、莫頌靈的影片、沈寬的雕塑裝置和仙之居（紙藝）

設計工作室創辦人鄭㬢文特製的傳統紙製工藝品。 

在展覽裏，不同的創意領域和諧地融合；模糊「藝術」地界限、混合新晉及有名氣的藝術家之作品，

以及故意混雜策展與藝術創作，顯示葉啟俊獨特的藝術和策展方向，以及他對搖撼慣例的渴望：無須

拋棄規則，但可將之巧妙挪用。 

雖然展覽匯集了充滿感情的作品，但是痛苦或恐懼的感覺是微妙和沉穩的。葉啟俊利用這個發人深省

的展覽，邀請參觀者一邊感受展品及主題帶來的寂靜和距離感，一邊探索令人不安和無法解決的問題。 

是次展覽是 Mur Nomade 首次徵集新晉策展人策劃書的優勝作品。特別鳴謝評審團成員：Caroline 

Ha Thuc, Nuria Krämer和伍韶勁。 

 
 

|     策展概念     |  
 

「訣」是一個有關死亡的展覽，展示逝者和生者彌足珍貴，卻已成永訣的關係。展覽中的作品運用各

種媒介，以切身的方式，勾畫出四人於不同崗位、人生階段所經歷的死亡。 

死亡在中國和不少文化中是個禁忌，受文化宗教的避諱所籠罩，悽惶不安所掩蔽。縱然死亡無可避免，

人卻受禁忌所限，不願去談論，甚至不願去想及它。藝術有其勇氣、誠心和靈巧去探 

究此難題，顯露埋藏背後的複雜情感。 

「訣」蘊含各種對死後存在（或是「來世」）的盼想，表現因死亡與失去所牽起，千頭萬緒，難以言

表的情感、記憶，夾雜眷懷和冀望。 

葉啟俊的聲音作品「南山未了」，重演他母親死亡的經過和當中的糾纏；莫頌靈的錄像「歸去 來了 

渺渺」，表達她未能於爺爺離世時待在身旁的感受；沈寬創造的雕塑及紙船裝置「希望之旅」，將他

對母親離世的情感，化作分享願望的集體創作；而在「紙念」中，鄭㬢文將他人對逝者的期望，以及

她自己死後的存在，化為紙紮工藝品。 

展覽中的藝術創作，是治療和轉化的過程，重塑逝者、生者和自我的關係和記憶。每件作品均是個人

的悼念各儀式，不受宗教和傳統所束縛地喚起對死亡和生命的沈思。 

 
 

  



	  

……你  宛然在此  

 

於母親因癌症病逝後半年，我以她的錄音創作一個名為「南山未了」的聲音裝置，並邀請家人和好友

到場觀賞。親友之中，大多都或多或少知道我母親的狀況，卻從未開口過問；而我也從未談過。即使

是一同經歷的家人，亦鮮有討論。 

我並非特意掩藏，只是有種不知名的東西堵住，使我不能提及母親彌留。那可能是逐漸逼近的訣別，

起伏不定的情緒，難以啟齒的死亡，又或只是言不及義，倒不如不說之感。對我和大概不少人而言，

死亡所勾起的情緒與感覺，都難以啟齒。 

展出「南山未了」舒散了堵心之感，令死亡變得可以討論。終於，我和家人、朋友和其他人，可以分

享對死亡和癌症的感受。直至那刻，我才為意身邊不少人都曾經或正在經歷親友的死亡。其實，只要

稍為一想，就知道是正常不過。原本不能講的死亡，將我們相連。 

- - -  

我很實在的體驗了死亡。它難以言表的本質和孤寂悲涼的過程，驅使我以展覽的形式，進一步探索這

個命題。 

於我而言，找尋紀念逝者的作品，掀起類近「南山未了」帶來的連繫之感：甫見這些作品，我就領會

他們的經歷，何以將難以消化的永訣，化為情感豐富的作品。他們毫不保留，展現常被隱藏，面對死

亡的種種，無庸一言，卻精確表達當中難以形容的過程。作品全都十分切身，對舒緩、抒發殷切。 

我希望以展覽的形式，聚集這些作品，共同探究死亡。 

- - -  

死亡是永久的失去和終結，界定了人類的存在。相比其他喪失，死亡造成的創傷可能 為哀痛，因為

它提醒我們人生如寄。死亡無時無刻發生，但每人對其了解差異甚大；死亡可以是個單純的事實，也

可以是玄奧的探求。死亡在中國和不少文化中是個禁忌，受文化宗教的避諱所籠罩，悽惶不安所掩蔽

。縱然死亡無可避免，人卻受禁忌所限，不願去談論，甚至不願去想及它。這也許是我未能言語死亡

的原因。  

生者如何聯繫、回憶逝者是一種延續舊日親密關係的方式 － 其中一方卻已於俗世消失，使關係已成

永訣。記憶是逝者彌留和縈迴於現實世界的載體，以及生者以表達、抒發及安慰自己及他人的方法，

以重建關係、回憶、情感與自我。只是，逝者已無法回應 — 這就像是自說自話。對逝者死後存在（

或是「來世」）的盼想，是紓解死亡的良藥。 

- - -  

「訣」包括四個有關死亡和逝者的作品。每件作品均表現了與死者無價與不可取替的關係，引發對逝

者，死亡和生命的沈思。 

 

……你 依然存於此聲音裏 

我以錄音記下母親 後的時光，並以此創作「南山未了」，刻畫對死亡的情感。雖然我對她的印象會

逐漸模糊，但她的聲音以及所有關於那段日子的一切仍會存在此錄音裏。錄音是母親 實在的遺物。 

  



	  

 

 

……你 懂得在哪裏找我 

莫頌靈創作了「歸去 來了 渺渺」，寄托她對祖父離世時不在身旁的情感。她記起，仙人會在逝去後

第七日返回陽間，尋找他的家人 — 無論他們身處何方。 

 

……你 到了寧靜的遠方 

沈寬創造了「希望之旅」，紀念因癌症病逝的母親，希望她能到一個和平又寧靜的地方。沈寬的家人

參與其中創作，又邀請觀眾於紙船寫下他們的願望。這是一個集合祝願和治療的過程。 

 

……你 在那裏活得更好 

仙之居（紙藝）設計工作室創辦人鄭㬢文創造了「給一百年後的我」和「回家」，兩件特製的紙藝祭

品，獻予客人失去的至親和鄭㬢文本人。死後的國度是現世的反照 － 甚至活得更好。 

 

雖然死亡這個命題締結展覽中的作品，每件作品的媒介都不同，包括聲音、錄像、雕塑以及紙紮工藝

品。參展藝術家各在不同崗位、人生階段經歷死亡：有青年亦有中年；有親身經歷至親過身，有轉化

他人經歷者，甚至預先為自己的死亡創作。作品勾畫出四人各自所體驗的死亡和懷愐逝者的過程。 

除了藝術家為他人追憶先夫的「回家」之外，展覽中的死亡都是切身經歷；作品檢視和展現的，是藝

術家自己的傷痛和情感。藝術家以其勇氣、誠心和靈巧去探究此難題，將之轉化為創作。展覽中的藝

術創作，是治療和轉化的過程，重塑逝者、生者和自我的關係和記憶。 

縱使死亡觸發的強烈情感，催生展覽中的作品，當中情緒和死亡卻相當涵蓄，手法細膩沈穩。死亡的

恐懼、痛苦，在展品中轉化為寂靜和距離感。每件作品均是個人的悼念和儀式，不受宗教和傳統所束

縛，喚起對死亡和生命的沈思。 

展覽中的作品展現死亡潛在的正面意義 — 死者與生者各方面的解脫和重生，又包含面對失去、打擊

和困惑的自處。對死後存在（或是「來生」）的盼想，撫平死亡帶來的絕望。只有緬懷過昔日，才可

繼續走向未來；惟有面對死亡，方能生活得更有意義。 

- - -   

雖然我不太相信鬼神之說，但因為這個展覽，我刻意凝思「此刻」的母親：她還會叨嘮我凌亂依舊的

房間嗎？她會為我現時的生活感到欣慰嗎？她現時過得可好？我定神瞻視母親掛於飯廳的遺照，幻想

在一個閒常，陽光普照的下午，她安坐在矮櫈上，架着老花鏡，攸然讀報。終於，早已沖淡，對母親

的種種感受再次湧現；我默言確認對母親的記憶、情緒尚存。其實，這會否 真 是 她？ 

 

葉啟俊 

二零一五年七月 

  



	  

|     藝術家自述     |  
 
葉啟俊  

南山未了 

五年前，自母親確認罹患肺癌後，每次我跟她相聚，我都把錄音機擱在一旁，這就成為了母親、我和家人在這段

時期的記錄。不幸地，這亦是個癌症和死亡的記錄。 

錄音隨母親逝世告終，為期一年半，留下三百多段錄音，是母親 實在的遺物。似乎，她活在這些聲音之中，不

能再衰敗、死去。 

二零一二年，我將數小時長的錄音放到一個空闊的房間中，化為裝置「南山未了」以抒發至親離世，難以言喻之

感。事隔數年，我將聲音順時剪輯至六小時長，等同是次展覽的開放時間，並放到鐵盒中，重演母親的死亡。有

如安放身軀和所有遺物一樣，這是個保存的儀式，以供追憶、細味。 
 

鄭㬢文，仙之居（紙藝）設計工作室  

紙念 

在中國文化中, 於祭祀喪禮裡焚燒紙祭品給先人, 是為了讓人們離世後能過得美滿豐盛。 我在作品當中挑選了兩件

難忘的紙紮品：「給 100年後的我」和「回家」。 

「給 100 年後的我」是一份送給自己喪禮的禮物。這是我為自己死後而設計及製作的紙紮屋。身為一位紙藝師, 

創作一件獨一無二的紙藝品給自己是 好的禮物。希望我離世後能安逸地住在自己親手興建的別墅中。 

「回家」是一位客人特別訂製的紙鑰匙, 相信是死者家屬希望讓先人順利回家而訂製。紙鑰匙形狀完全仿照先人

家中的門匙, 弧度與精準的細節對紙工藝是一門挑戰, 因此我需要思考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製作。 

每一件特製的紙紮品都蘊含著在世者的願望、祝福和先人的痕跡。這些紙紮品是兩者 真實而具體的聯繫。 
 

莫頌靈  

歸來 來了 渺渺 

這件作品是獻給我已故的爺爺。 

家，即使距離有多遠，卻早已牢牢嵌入我腦裏。未確定留家是否 好前，我不想就此留家。所以，自 2011 年開

始，我決定浪跡江湖，為「家」尋找一個更真實的意義。 

身處異域，我成為一個無名無根的外國人，無須隨社會的規定和步伐。遙遠的距離，亦令我與家裏的包袱和複雜

紛繁的關係分開。 

身為一個遊歷中的藝術家，我不能投放過多精力思念人和地。因為，這是非常疲憊耗力的事。與其牽掛，我寧可

探訪 － 和再探訪 － 這些人和地。 

與此同時，我會將他們懷藏心中，以及我的作品裏。 
 

沈寬  

希望之旅 

「希望之旅」是為紀念我因癌症而逝世的母親而創作。主要材料是木材、紙張及茶葉。木船喻意逝世的母親能夠

和平及寧靜地到達遠方，茶葉內含抗氧化物(anti-oxidant)，象徵病瘉的希望。這件作品是關於分享、治瘉及希望。

若你亦「心」同感受，請與我分享這份感情，在小紙船上寫上祝頌的句語或你對失去親人的思念，放於木船之下，

與以往展覽收集到的小紙船並列一起，共道彼此心聲。 收集到的小紙船已有 800多隻，部分會於展覽時展出；

同時亦期望有你的參與，分享你對展覽的感想。 
 
  



	  

|     簡介     |  
 

關於  葉啟俊  

出生於 1984年，葉啟俊是一位藝術家和策展人，現於香港生活工作。他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批

判性跨媒體實驗室就讀，亦於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他曾於 2011及 2013年兩度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

「新苗資助」。 葉啟俊的策展和創作是富於實驗性及着重過程，亦會借鑒不同領域的理論和方法。自 2011

年起，他為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的一員。 

葉啟俊喜愛本土文化、歷史、城市環境、社會和政治，並將之與個人經驗聯繫。他的策展風格富實驗性，

偏向着重過程，亦會採用來自不同領域的理論和方法，剖解習以為常之事，展露久被忽略之物，以想像不

同於當下的可能。他偏好用「記實」的媒體 － 聲音，視頻和攝影。 

本年，葉啟俊與周翌一同創立策展組織「case-open-close」，期望匯聚歐洲和亞洲新晉藝術家 。其首個活

動「Level Note one two」（2015年 6月）為一個流動的展覽，並於不同天台舉行表演和放映。 

他解釋其策展概念時道：「我偏好融匯各種事物：不同藝術形態之間，藝術創作與策展之間，藝術和其他

領域與學科的關係，嶄新和古老的聯繫，悠久與新興，空間與時間等……我堅信能夠實踐跨領域的藝術。

我認為令當下常規的界限變得模糊，可促進藝術內外的對話和可能性。從事媒體藝術和公共及社會藝術多

年，我對傳統的文化或藝術形式很感興趣。我認為所謂的傳統和新文化並不互相排斥；他們總是相互拉扯。

新舊融合，常可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關於  鄭㬢文 ,  仙之居（紙藝）設計工作室創辦人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鄭㬢文，從沒想過會與紙紮行業結緣。她於台灣修讀資訊管理學士學位，其後曾到墨西

哥及尼加拉瓜從事與紙藝及設計無關的工作。2007年回港發展，重拾對藝術的興趣與熱誠，先後報讀了室

內設計、商業設計、專業攝影等文憑課程。 

鄭㬢文親身了解親人離世的無奈，明白紙紮品具撫慰在世者心靈的作用。其後於 2010 年成立仙之居（紙藝）

設計工作室，開始為客人提供訂造高檔紙紮品服務，以及為婚禮活動場地、櫥窗、展覽、辦公室等訂造各

式各樣的裝置紙藝品。創作的過程加深她對中國紙紮文化的了解，希望透過加入新風格和技巧，傳承這個

極具保留價值的中國傳統習俗。 

 

關於  莫頌靈  

1984年於香港出生，莫頌靈是一位實驗性藝術家，創作以錄像藝術及實驗性影片為主。2013年，莫頌靈

於美國杜克大學取得實驗與紀錄藝術的碩士學位。自於創意媒體學院專修批判性跨媒體實驗室的學士學位

（2003-2007）開始，她一直處於跨學科的學習及工作環境中。 

於創作過程中，莫頌靈同視實踐和理論為相互關聯。她常抱持開放態度，實驗、納入突現狀況 和新興技術，

以產生既意想不到又有意義的結果。自 2006 年起，莫頌靈的作品於世界各地展出，部分數碼創作已於芬蘭、

日本、印尼、越南、中國、巴西及美國的學術會議中發表。由 2011年開始，她一直參與藝術家進駐計劃，

又對偏遠地區的進駐計劃特別感興趣。  



	  

關於  沈寬  

生於澳門，其後在香港長大，沈寬是一位華裔雕塑家，目前為美國馬里蘭大學藝術系教授。沈寬於 1978年

取得加州藝術工藝學院學士學位，1981 年取得維珍尼亞聯邦大學藝術碩士學位。自 80 年代開始，先後舉

辦 28 次個人展覽及參與超過 115個團體展覽。展覽地點包括美國、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澳洲和香港等

地。 

沈寬的創作以木為主要材料。無論在雕在塑、是切是割、或嵌或合，他都用木材創造出富美感的形狀或帶

有象徵意義的作品。作品以不同大小、形狀、質地的木材組合而成。這些雕塑或裝置表達了他對身邊事物

及環境的回應或感受。在他近年設計的裝置，他更邀請參觀者一起參與，加強其作品的感染力。 

沈寬多次獲邀在各地展覽，亦曾獲取不同藝術基金的資助，如維珍尼亞州藝術委員會藝術基金(1996)、挪

威的北歐藝術家中心(1999)、全美藝術基金(2001)、及近年獲得的 Franz & Virginia Bader Grant (2009)及

施特勞斯獎學金(2009)。世界各地皆有收藏沈寬的作品，包括匈牙利娜加德雕塑公園(1995)、華盛頓首府中

國城地下鐵(2000)、澳洲 Macquarie大學(2003)、墨西哥當代藝術館(2005)及香港藝術博物館(2008)。 

 
 

 
|     Mur Nomade 2015 徵集新晉策展人策劃書     |  
 

為鼓勵和促進香港嶄新的策展創意，Mur Nomade於 2015年初公開徵集展覽，邀請居住香港的新晉獨立策

展人遞交一個有關藝術性合作的展覽策劃書。是次計劃希望提供機會及輔助獲選的策展人，讓他們發揮及

展示其獨特的策展概念， 終展覽會在 2015年夏季於 Mur Nomade的展覽空間展出。 

是次的優勝者由專業評審團選出，當中包括藝術作家及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Connecting Space 

Hong Kong主管，Nuria Krämer和跨領域藝術家及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講師，伍韶勁。 

Mur Nomade是一個作為策展辦公室及畫廊的香港藝術空間。法語意指「流浪的牆」：Mur Nomade 不僅

在南港島的畫廊定期舉辦展覽，還致力為每一個藝術活動找尋 佳場地。我們與世界各地藝術家、策展人、

藝術作家及學者緊密合作，共同構思不同類型的藝術活動例如：合作性的藝術活動、表演、工作坊及留駐

創作等。 

Mur Nomade 致力策劃承辦文化交流及創意十足的藝術項目。我們喜歡獨特新穎的藝術理念，致力於創辦

有新意有創意的獨特文化交融藝術項目。 
 
 

 
「訣」由葉啟俊策劃  
 
展覽日期：2015 年 7 月 11 日至 9 月 19 日  
 
香港香港仔田灣海傍道 7號興偉中心 16樓 1606室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六，中午 12點至下午 6點。公眾假期不設開放。 
 
t: +852 2580 5923               I               e: info@murnomade.com               I               www.murnoma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