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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心：第五屆收藏家當代藝術藏品
展
如閣下對中國當代藝術創作感興趣，便不要錯過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於 2019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22 日舉行的第五屆「收藏家當代藝術藏品展」。該展覽以具代表性的收藏品及中國當代藝術文
獻為基礎，讓你窺探中國當代社會、當代藝術、收藏與藝術的創作情況與生態景象。展覽期間將
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講座、放映會及公眾導賞團等。
【延伸閱讀】香港藝術中心開放日2019 – Art X Encounter
【延伸閱讀】Elements圓方：中國當代藝術展覽2019

認識中國當代藝術創作
在過去數十年，中國當代藝術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展現出不同面貌；而私人藝術藏品市場愈見活
活動及盛事
展覽

本周活動
休閒

藝術

躍豐富。大陸地區當代藝術收藏由 1970 年代末至今共經歷幾個不同階段，由藏家開始注意當代
藝術收藏現象，至當今大陸地區藝術市場蓬勃，觀眾可藉此展覽認識收藏家的角色在藝術界與藝
術家發展等不同面向的影響與貢獻。
第五屆「收藏家當代藝術藏品展」，目光轉向中國收藏家：管藝、陸尋、鄭好三位藝術收藏家，

活動地點

亦分別是三間藝術文獻館和美術館的掌門人，他們收藏的當代藝術作品類型和風格皆獨樹一幟，

香港灣仔港灣道2號

為觀眾提供中國當代藝術的多元向度。是次展出將透過管藝、陸尋及鄭好三位中國收藏家之藏
品，以及知名策展人及學者費大為與高名潞於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文獻紀錄，呈現中國當代藝術

費用與門票

收藏之多元面貌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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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停水 1/5》（1985〈2005年版本〉）

展出中國收藏家藏品
管藝帶來的展出藏品包括吳山專的著名系列作品《今天下午停水 1/5》（1985〈2005年版
本〉），以及鍾鳴引起美術界廣泛對「畫家是否應存在個性」及「自我表現」爭議的《他是他自
己－－薩特》（1980）。
陸尋將帶來當時由美國著名建築師史蒂芬‧霍爾所設計的《四方當代美術館》（2013）建築項目紀
錄，讓香港觀眾一睹陸尋與藝術家、建築師等緊密合作的過程。另外還有藝術家徐震於四方當代
美術館的永久性駐地專案《運動場》（2016）的相片紀錄，為藝術家2013年起製作的系列作品，
作品設置在藝術館旁的一片草坪上，而草皮形成不規則、相互交錯的路線；還有出自香港藝術家
李傑的《你的未來是黯淡的，你是如此過時。》（2014）。

鄭好共收藏了300多件德國觀念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的作品，而當中的部份珍選將首次於香港藝
術中心展出，包括代表性十足的《大白兔奶糖》（1979），以及著名照片作品《革命就是我們》
（1972），照片中博伊斯本人邁著大步往前走，傳遞出他一生的藝術形象，其投身和擁抱社會的
決心。

《四方當代美術館》（2013）

【INFO】第五屆收藏家當代藝術藏品展


日期：2019年3月27日 ‐ 4月22日



時間：上午10時 ‐ 下午8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廊

【INFO】香港藝術中心與歌德藝廊及黑盒子攜手特設放映會：BEUYS波依斯：
藝術改變世界


日期：2019年3月3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時



地點：黑盒子，香港歌德學院



導演： 安迪斯維爾艾



片長：107 分鐘



德語及英語對白，英文字幕

灣仔藝術中心點去(怎麼去)


乘坐港鐵至灣仔站，從 C 出口離站，步上通往入境事務大樓的人行天橋，下橋後沿著海邊一
直走到港灣道，左轉步行 1 分鐘即達。



乘坐港鐵至金鐘站，從 E2 出口離站，通過夏愨花園，步上通往演藝學院的人行天橋，下橋後
右轉沿告士打道走 2 分鐘至分域街。



尖沙咀碼頭、天星碼頭有小輪直達灣仔，上岸後在灣仔碼頭右轉，沿著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方
向，往港灣道步行約 5 分鐘。

♥ 相關活動一次看夠
►►►科學館：匠心獨運鐘錶珍寶展
►►►梵高在世：多感官體驗展覽
►►►會展：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Art Basel 2019
►►►中環海濱：Art Central Hong Kong 2019
►►►蠟像館：Lady Gaga黑白插畫蠟像登場
►►►M+展亭：對位變奏:野口勇之於傅丹展覽
►►►兩依藏：「菊與龍:十七至十九世紀中日東方藝術」展覽
►►►PMQ：王墒及The Fabrick Lab珠寶展覽－A Union of Mischief/Weave
►►►K11：”Maybe It’s Time to Refresh the Art World a Little Bit” 展覽

舉行場地

香港藝術中心
本土藝術推動基地
香港藝術中心是一所非牟利及自負盈虧的藝術團體，由從事藝術創作的藝術家管理，目的是推動香
港多元化藝術發展。



灣仔, 灣仔區



香港藝術中心展覽, 香港藝術中心節目, 香港藝術展覽2019, 香港藝術展覽, 藝術展覽2019, 藝術, 藝術三月, 香港藝術2019

你不能錯過的最新活動

香港藝術中心開放日2019 – Art X
Encounter
香港藝術中心開放日 2019 - Art X Encounter 及 「Late Night Series - Art X」
將於 3 月 30 日舉行，為觀眾帶來日夜截然不同的藝術體驗。

迪士尼：「蟻俠與黃蜂女：擊戰特攻！」新
設施開幕
香港迪士尼樂園 Marvel 主題新設施「蟻俠與黃蜂女：擊戰特攻！」，將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開幕，屆時迪士尼樂園入場門票將會換上全新蟻俠與黃蜂女
設計。

The ONE：”Ellis’ Dream House”
Fantasy EGGxhibition 香港站
雞蛋主題裝置藝術展 The Egg House 原班團隊策劃的【The ONE ×
Ellis’Dream House】 Fantasy EGGxhibition 將於 2019 復活節登陸 The ONE
商場，帶來 10 大奇趣雞蛋打卡 …

中環碼頭：百寶圖展覽
香港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百寶圖」展覽，將於 3 月 30 日在中環碼頭
舉行開幕禮，除了現場有多座藝術裝置，在大嶼山、南丫島等多個離島亦會同步
舉行展覽。

JCCAC：「山中無名英雄 / 龍目島林賈尼火
山」Benny Lam攝影展
本港攝影師 Benny Lam 與 OLYMPUS 合作，推出新一輯名為「TOUGH」主
題、共 2 個系列的大型相片展覽，包括「山中無名英雄」及「龍目島林賈尼火
山」。

始創中心：復活節七巧農莊拼砌樂
2019復活節，旺角始創中心於 4 月 6 日至 22 日期間，舉辦玩樂打卡兼備的「復
活節七巧農莊拼砌樂」，打造兩大主題區，帶領訪客來趟北歐田園之旅，體驗別
樹一格的復活節。

香港十八區景點

尋覓香港好去處，從這開始！
Search & Explore Hong Kong Here.

活動類型

玩樂旅誌分類

中西區

灣仔區

商場活動

商場好去處

東區

南區

週末市集

優惠情報

油尖旺區

深水埗區

展覽

拍拖好去處

九龍城區

黃大仙區

休閒

文青好去處

觀塘區

葵青區

節慶

親子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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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

屯門區

親子

郊遊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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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

北區

藝術

香港煙花

大埔區

沙田區

著數

香港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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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

離島區

運動

香港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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