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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少有五千年具文字記載的文明史中國最少有五千年具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是全世界唯一沒有斷代的傳承是全世界唯一沒有斷代的傳承。。而北京而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過百萬件文物中過百萬件文物中，，包含了陶瓷包含了陶瓷、、書畫書畫、、玉器玉器、、銅器銅器

等等，，完整地記錄了各類文物從萌生到輝煌的歷程完整地記錄了各類文物從萌生到輝煌的歷程，，並由此反映了古人的思想並由此反映了古人的思想、、生活與藝術水平生活與藝術水平。。因此因此，「，「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活的文明史。。

在中國首都北京有在中國首都北京有「「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在台北也有在台北也有「「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除了珍藏不少國寶外除了珍藏不少國寶外，，還經常舉行極具分量的展覽還經常舉行極具分量的展覽，，成為人民精神生活的一個成為人民精神生活的一個

「「輸氧站輸氧站」。」。如今如今，，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將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將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長期展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珍長期展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珍

藏藏，，按規劃在按規劃在20222022年落成年落成，，香港多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據點香港多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據點。。 採訪採訪：：朱慧思朱慧思、、陳添浚陳添浚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長期、全面和深入地向香港
市民以至海內外訪客展示故宮的珍藏，其主要設施包
括多個展覽廳、教育活動室、演講廳、紀念品店、餐
廳等。部分展廳會長期展出有關故宮文化歷史以及與
宮廷生活有關的文物，其他展廳會陳列故宮的書畫、
陶瓷、器物和其他藝術收藏，亦會有專門展出香港收
藏家藏品的展廳，以及另外兩個專題展廳。香港賽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已同意捐贈35億港元，以資助博物
館的設計、建造和籌備展覽等費用。
盛傳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設計似「鼎」。青銅器

之一的九鼎一直是中國的代名詞，以及王權至高無
上、國家統一昌盛的象徵。相傳，夏朝初年，大禹劃
分天下為九州，令九州貢獻青銅，鑄造九鼎，象徵九
州，將全國九州的名山大川鐫刻於九鼎之身，並將九
鼎集中於夏王朝都城。後世帝王亦非常看重九鼎的權
力象徵與意義，武則天、宋徽宗也曾鑄九鼎。

澳門藝術博物館向來有與內地的重點文物機構合
作，包括故宮博物院。莫家良在接受訪問時亦指出行
內人士（如教育家、收藏家）對澳門的展覽讚賞有
加，他認為將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後，北京故
宮博物院的展品能在香港長期展出，對行內人士無疑
是一個好消息。
其實香港以往也有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在港舉辦展

覽，且深受市民歡迎。例如在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
年時，便在香港藝術館舉辦了「國之重寶─故宮博物
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當中分兩期展出了32幅故
宮博物院所藏的歷代書畫珍品，其中最為港人熟悉的
必定是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次展覽的入
場人數更創下香港藝術館參觀人次的最高紀錄。
根據政府文件的資料顯示，為了深化與故宮博物院

的協作，康文署與故宮博物院於2012年簽訂合作協
議，自此雙方大致每年合辦一項大型專題展覽。自
2012年起，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分別在香港不同的博
物館作展覽，包括2012年在香港藝術館舉辦的「頤
養謝塵暄─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共展出93件故宮
博物院珍品，包括書畫、傢具等。此後，在2013年
及2015年亦分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科學館舉
辦展覽，歷年來累積超過42萬人次入場，由此證明
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確是有很強的號召力。將來香港故
宮博物館建成，市民便不用再等一年一度的展覽，而
是可隨時到位於西九的場館觀看展品。

文：朱慧恩

葛師科是中國瓷器收藏家，曾擔任故宮
古陶瓷研究中心的客席研究員，最近兩任
故宮院長也曾到訪他擺放自己收藏品的
「天民樓」。
他認為，現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一

代，接觸中國文化的機會太少，因此缺乏
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的古文物正好能加強大眾對中華文化的
認同。「很多古文明的原住民和古文化都
沒有被完整傳承下來，例如古埃及的文字
現在都沒有人用。但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
在同一塊土地成長，五千年來用相同的語
言，就連外族統治者如蒙古人和滿人也被
漢化。這是中華文明很偉大的地方。」他
又以自己的收藏愛好瓷器為例解釋：「有
人類文明的地方就有陶器，因為生火時泥
土會被燒硬成陶器。但瓷器不同，它是中
國人的發明，用的是高嶺土，成品外觀白
潔無瑕，敲打時會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
是皇帝的御器，歐洲人啞聲的啡黃色陶器
遜色得多，所以當年連歐洲的貴
族也很重視我們的瓷器，瓷器被

出售到西亞等地方。」他續說：「瓷器上
的紋飾也與歷史故事和文化有關，往往反
映民間傳說、戲曲等，充滿了人文氣
息。」他向記者介紹自己其中一件收藏品
「明永樂青花十六子碗」。「這碗上的紋
飾描繪十六個小孩玩騎竹馬、鬥蟋蟀等玩
意，我今年84歲，小時候玩的也是這
些，只是近幾年才式微。這些玩意至少有
千多年歷史，李白的唐詩《長干行》就寫
道『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青梅竹
馬就是這樣來！」因此，這些古文物背後
都有它的一段故事，反映了中國的歷史與
傳統，有很大的文化價值。
葛師科透露，故宮單是瓷器藏品就有二

十多萬件，但故宮陶瓷館每次只能展出
一、二百件藏品，而且因為替換藏品要花
費很大人力物力，很多年才換一次，因此
一些壓倉庫的藏品能放到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展示是一件好事，否則就會浪費掉這
些藏品。他認為在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展出這些藏品有助推廣學術活動：
「可以請專家辦一些專題展覽，讓更多人
認識，另一方面也方便學者進行研究，接
觸一些以前未見過的藏品。」他又強調，
故宮的藏品都是經過嚴格審查，包括真偽
鑑定，藏品的質量無庸置疑，加上香港收
藏界主流的風氣以及政府公營的博物館都
是行正路的，可以給其他地方樹立榜樣：
「文化就是文化，不能向商業或者政治靠
攏。所以我認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最好
就是只展故宮的東西，聘請的專家顧問也
必須是有真材實學、不跟生意掛鈎的人，
不要展出民間藏品，免得日後有人把假東
西混進去，然後又到處宣傳自己的藏品曾
被故宮展出過。這一點上香港一直比較可
靠，日後也要繼續堅持弊絕風清，讓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成為一個充實中國文化交
流的平台。」

收藏家葛師科：
古文物能加強大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程壽康：
提供駐足鑑賞稀有藏品平台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系主
任陳學然教授則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待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帶來的好處。首先，他
認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對於本港學者研
究明清中國史有着非常大的幫助：「社會
大眾往往視故宮的建築為旅遊景點和文化
地標，將文物的觀賞看作是陶冶自身情
趣、心得的方式。但若從歷史的縱深視角
看，故宮（紫禁城）是明朝和清朝的皇
宮，故宮所見證的明清兩個朝代，恰恰是
中國開始告別古老的朝貢中心帝國而一步
一步走向世界近代化文明體系的重要歷史
階段。西方的新航路開闢、西學東漸，西
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並帶
來人文與先進的科技，包括
到後來影響華南地區的廣東
十三行、香港開埠、洋務運
動、庚子國變甚至辛亥革
命，都與故宮有着巨大的關
係。這種關係又主要體現
在，大量明清時期的官方文
件、皇帝詔書或是歷史檔

案，都存放在與故宮有着密切關聯的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中。而第一歷史檔案館曾
經就隸屬於故宮博物院。不少研究明清中
國史的學者，都不斷前往故宮和第一歷史
檔案館進行資料查詢。」因此，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展品對於香港學界的歷史研
究者或文化遺產研究者而言，會是十分重
要的學術研究或教學平台。
他又指出，故宮落戶西九，不多不少

是把香港的歷史發展帶進中國的大歷史發
展的進程當中來觀察，由此而可以發現香
港的歷史發展與清朝以來的中國國運發展
是如何的緊密和複雜。「站在香港史的角

度來看，香港開埠以來的歷
史其實就是中國與外部世界
互動的歷史，包括中外的官
方外交、經濟文化交往、民
間人員往來等。只有對明清
西學東漸以來的中國史進行
深入而細緻的研究和梳理，
才能夠對香港的在地歷史有
更加全面、準確和清晰的認
識。」

學者陳學然：
融匯兩地歷史 促進學術研究

本地藝術家郭遠堅表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有助推廣中國文化，而社
會的文化氛圍又與藝術創作息息相
關，如果否定了文化，藝術家就是閉
門造車，創作出來的藝術很難讓人產
生共鳴：「只有少部分創作人創作是
天馬行空，憑空想像。但普遍來說藝
術創作的出發點都是社會文化。藝術
家通常會根據自己的文化體驗，創造
出一種比較實在，而非虛無縹緲的藝
術。以我自己為例，我在2013年舉辦
了一個名為《回首》的攝影藝術個
展，當時正是受八國聯軍之役的歷史
事件啟發，藉圓明園中的十二獸首銅
像被英法聯軍盜走後又賣回中國一
事，透過扮演十二生肖獸首，以不同
獸首演繹人類忐忑不安的好勝心態，
揭露人類的侵略本性比動物有過之而
無不及，反思與批判人類的

侵略慾望。有些社會文化現象則離我
們較近，不一定是歷史性的，例如當
代貧窮問題。但不論是歷史還是當
代，這些靈感來源的共同點都是『衝
突』，而這些衝突又源自真實的社會
文化脈絡。」

冀看到高互動性展品
郭遠堅雖是當代藝術家，但他並不

認為故宮博物館與自己無關：「我不
認為當代藝術家就只應該關心毗鄰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M+博物館的當
代藝術展品。創作是多角度的，要取
各家之長，海納百川，否則創作出來
的東西會變得單調乏味，所以創作當
代藝術時也可以加入中國傳統文化的

元素，正如我自己的當代藝術創作時
常也會受中國歷史和文化啟發，例如
最近的攝影作品就有『襌』的意象。
因此，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對非國學
意義上的文化藝術人也依然有很大意
義。而且個人認為中國很多傳統文化
觀念都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洗禮，都是
有深度的，值得下一代反覆思量，而
不只是一些有時限性、在網上隨便流
傳的『心靈雞湯』。因此我認為這些
不同類型的博物館是可以在西九共融
的。當然，我們也可以探索館與館之
間的過渡、演變等，再藉此探索不同
文化之間如何互相碰撞，擦出火
花。」作為關心文化發展的藝術

家，他希望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看
到一些互動性強、具人文價值的展
品：「我認為不應只是隔着櫥窗看稀
世珍寶、金縷玉衣，因為皇帝專用的
東西，離普通人比較遠；相反，人文
價值較強的展品如書畫，則更有感染
力。這都是我對故宮展品的期許。」

藝術家郭遠堅：文化土壤有助孕育當代藝術

蘇富比亞洲區行政總裁、玉器收藏家程
壽康認為，故宮的藏品能提升大眾探索傳
統文化的興趣和意慾：「故宮的藏品都是
無價之寶，單是元畫就有幾百張以上。而
且故宮是皇帝的行宮，而香港人又看過很
多有關雍正、乾隆，以及他們妃嬪的電視
劇、電影。加上看到的展品以前被皇帝親
自御覽過，所以參觀故宮藏品時你會覺得
自己正在享受當年皇帝的待遇，恍如置身
當時的皇朝，勾起你的好奇心。」他認
為，雖然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未必可以完
全複製北京故宮的氛圍，但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可着重於物件上的展示，「因為外
遊時往往未有足夠時間駐足仔細欣賞展
品，如果香港有自己的故宮，收藏家和大

眾都可以很專注地鑑賞藏品，而不只是純
粹將故宮視為一個旅遊景點。展品還會定
時定候輪換，對於想深入認識古文物的港
人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鑑賞青銅器機會難逢
他又認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可以提

供一個鑑賞青銅器的便利。「香港人比較
熟悉瓷器玉器和古畫，因為這些文物很多
來自較近的朝代，在市面上流通較多，又
因為外觀比較鮮艷奪目、實用性較高，所
以被很多外國收藏家覬覦，收藏與觀賞的
機會也較多。」相反，一般人接觸到青銅

器的機會則較少。「一方面這是因為青銅
器多見於春秋戰國時代之前，流量非常
少；另一方面是慧眼識珠的人比較少，尤
其是外國人只拘泥於古文物的外表，一般
都較難領略青銅器的魅力，所以只有對中
國歷史有很深入研究的人才能明白青銅器
的文化價值，包括鑄造青銅器的高超技
術。這也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一個便
利，因為根據內地的文物法，由於青銅器
非常罕有，在內地是禁止出境的，但如果
作為故宮文物一部分被借來展出，我們就
有機會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看到這些歷
史悠久的青銅器。」

故宮珍品
在港展出深受歡迎

「話你知」
學者莫家良：
興建博物館對教育好處多
有大學學者則從教育、

就業的角度出發，分析將
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
成後所帶來好處。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系主

任莫家良認為，香港興建故
宮文化博物館對於教學及學
術研究有莫大的幫助。「中
大藝術系和中大文物館是不同的部門，但
兩者還是有不少緊密合作。老師會利用文
物館的收藏作為教材，亦會帶同學到館裡
看真跡。研究生也會用文物館的收藏作研
究，有時學生寫博士論文，亦需要依靠其
他博物館的收藏。」
他表示：「無論是外國、香港甚至台

灣，都有一定的制度，方便一些研究人員
向博物館申請看他們想研究的展品。然而
內地的制度則暫時未算太完善，若果學生
要到內地的博物館申請看展品，未必是容
易的事。因此，如果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的展品是在學生研究的範圍裡，對學生來
說是很大的便利。香港博物館的制度很完
善，博物館一般都會歡迎和方便同學申請
看藏品，將來建成的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
也應該會允許同學申請觀看藏品。」

有利中小學藝術教育
他並指出，興建西九故宮

博物館不但有利於專上教
育，其實對於中小學教學亦
有不少好處。「其他學習經
歷」(OLE)為新高中課程的組
成部分之一，鼓勵同學參與

不同類型的活動，其中一部分為「藝術
發展」。「自新高中課程推行以來，學
生有更多機會參與藝術活動，老師會更
常地帶領同學外出看展覽，當中較常參
觀的有香港文化博物館及藝術館等，若
將來建成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老師和
同學便能有更多的選擇。」

提供就業及實習機會
同時，莫家良認為多一間博物館的落

成可為同學提供更好的就業出路。「藝
術系的同學畢業後其中一條出路是到博
物館工作，本地不同博物館均有來自中
文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同學。」而陳學然
亦表示，藉着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興
建，能夠為正在修讀文化遺產或博物館
學的學生提供更多實習及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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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戶香港，其
營運或展覽的方式受到不少人的
關注，因北京故宮博物院不會參
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日常運
作，有人質疑香港是否有足夠的
資源和技術投入運作。然而，根
據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的回
應，故宮博物院仍會為香港故宮
博物館提供建議和協助。他指
出，在西九文化區推展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項目是建基於過往特
區政府與故宮博物院的良好合作
關係，特別是後者十分欣賞香港
專業策展人員在策劃展覽和教育
活動的創意手法和國際視野。儘
管故宮博物院不會參與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日常運作和管理，
但仍會提供一些協助，例如為博
物館的策展和文物復修人員提供
培訓，支持博物館的教育活動及
促進博物館與內地及海外相關機
構交流。管理局亦會就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設計、藏品、展
覽、節目策劃和文化產品開發等
事宜邀請故宮博物院提供專業建
議和意見。此外，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亦會為故宮博物院和海外
文化機構提供平台，促進國際層
面在文物修護及專業培訓等範疇
的合作。
對於一座博物館如何能發揮最

大的功能，學者們亦有一些意

見。
陳學然認為在香港建立故宮博

物館，不僅應當側重其文化展示
功能的表現，也應該像北京故宮
一樣，將其建構成一個文獻與學
術研究的機構，這樣可以更好地
發揮香港故宮博物館的功能。他
認為這有賴於港府在未來多與公
眾──特別是學界進行溝通，凝
聚共識，這樣便可以發揮出故宮
博物館的最大效用。
而在教育層面來說，若要香

港故宮博物館在學術教育上發
揮功能，亦不妨加大自由度，
讓在大學研究的師生能夠方便
看展品。

多方溝通發揮最大功能

■■北宋張擇端的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在在20072007年來港展出年來港展出，，吸引吸引
眾多人入場眾多人入場。。

■獲聘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
計顧問的建築師嚴迅奇在上月的
故宮館公眾諮詢記者會上展示故
宮館的構想設計圖。 朱慧恩攝

■故宮館公眾諮詢在中環展城館舉行，而諮詢
期則延長至三月八日。

■康文署多年來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辦展覽，最新一期的展覽在
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名為「宮囍─清代大婚慶典」，展出逾
150多件套故宮博物院珍藏，包括文獻、服裝、首飾。

■於中環展城館舉行的公眾諮詢活動的展板上描述
了故宮博物院與香港之間的關係。 朱慧恩攝

■本地建築師嚴迅
奇具設計同類型博
物館的豐富經驗，
亦了解中國文化藝
術，西九管理局任
命他為故宮文化博
物館設計顧問。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11月月1010
日在中環展城館舉行記者會日在中環展城館舉行記者會，，交代交代
興建故宮館的情況興建故宮館的情況。。 朱慧恩朱慧恩攝攝

■圖紙上顯示西九文化區各項目的所在地。

冀冀「「西九故宮西九故宮」」成為文化生活成為文化生活

藏寶亦藏藝術魂藏寶亦藏藝術魂

■葛師科

■程壽康

■■陳學然陳學然

■■莫家良莫家良

■■郭遠堅郭遠堅

香港故宮博物館香港故宮博物館
Palace MuseumPalace Museum

縱然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消息出
來後面對諸多政治、經濟上的糾

葛，但香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一件文化
大事，我們應該理性客觀地看待事件的意
義，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存在價值。
本報記者走訪了收藏家葛師科、程壽康，
藝術家郭遠堅，學者陳學然、莫家良等，
聽取他們的看法。 大家都認為，探討香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價值應該回歸到文化
深層次內涵的多元分析，例如展覽的藏品

能如何幫助本地歷史和文化遺產學者研究
歷史與文化？從香港歷史視角出發，哪些
故宮藏品可印證中國大歷史與香港本土之
間的文化淵源，有助激發香港人的中華文
化認同感？故宮文物珍品長期在港展出，
是否有助形成一種能啟蒙本地藝術工作者
的文化氛圍？思考這些問題，有助我們理
解香港故宮博物館在中國歷史框架與香港
脈絡下的人文意義。

盛傳設計似「鼎」

輸氧站輸氧站

■■收藏家鄺文
瑛認為香港一
直是一個很聚
寶的地方，許
多收藏了國寶
的人可以放到
「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展
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