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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倫敦是英國中心，那梅費爾就是倫敦市的中

心，也就是說這裡是中心的中心，全世界的眼睛

都為它不捨得閉起來，因為這區域是全世界藝廊

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走過一條又一條的街，逛

過一個又一個的櫥窗，不過能有幾件作品獲得青

睞，真正的進入收藏家的清單裡頭呢？有一個方

法就是讓這些藏家每個時刻都能接觸到這些作

品，不論Check-in/out、早飯、午茶時光、還是談
論生意的時候，也許那就是進駐到飯店裡頭，讓

進進出出的訪客都能接觸到藝術家的作品。他就

是其中一個佼佼者─Mark Humphrey，在六星飯
店雲集的Park Lane擔任杜拜帆船酒店位在倫敦卓
美亞格魯斯維諾公寓的藝術家。

䖰䩛⡲㨥，捀䊨谁鏤鎙ⶾ⡲䩧♴㥪涸㛇燊
獲獎無數的Mark就像是文藝復興的全才達文西一
樣，很難找到一個定義來概括他，因為他擁有多

重的身份，是雕塑家、裝置藝術、家具和產品設

計師、甚至是室內設計師等等，簡單的說，就是

一個藝術家，不論展現單純展現美學，或是設計

有機能性的產品，都能游刃有餘的創造出來。這

其實和他成長環境息息相關，Mark出生在離倫
敦不遠的伯克郡（Berkshire），他說：「我生長
在一個『手作』的家庭，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錢

來買一些家居品，所以從五、六歲開始，我們便

開始在車庫和花園裡做一些小東西，一些每天都

會用到的東西，像是衣服或簡單的家具。」也因

此，在往後藝術的發展，對他來說「用雙手做東

西」，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小從模型製作，大致

腳踏車改裝，做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是一點一點

累積而來，養成一個極致工藝的藝術家。

Mark的作品無論是用哪種表現手法，幾乎都是
物體和空間之間的關係。他說：「我想要一個空

間，一個物體存在於其中的空間」，因此高中畢

業後，他來到倫敦的米德爾塞克斯大學念室內建

築（Interior Architecture）。「當時我覺得室內建

築是最能夠完全涵蓋日常用品和空間的課程，相

較於產品設計只能處理產品本身，侷限在某一種

產品上。」在大學期間，他曾赴德國實習，之後

輾轉到奧地利的一間旅館工作，學習古典室內設

計。最初，他只計畫待三個月，但最後卻待了一

年，不過他說：「還沒有畢業就有工作，其實還

滿享受的。」這段實習的時光，讓他對材質的知

識和技術有很大的提升，也剛好利用到畢業前的

時間，準備之後的作品集。因為他早已下定決心

要為自己工作，不受僱他人。

ABOUT
Mark Humphrey，ⴀ魨倴 1970䎃，薊㕜➃，碜䗞晋㝱⯘倛㣐㷸（Middlesex University）㹔Ⰹ䒊眡禺㷸㡦，植
㾀⧍侚。⟃ⶾ⡲㢵垺䚍ㄤ䱍䳣勞颶耂そ，乲欽ㅷ颶剓넞、䪮遯剓⯓鹎涸䪮岁㾝植㸤繡䊨谁。剎竤栽鼇 Conde 

Nast꧹钟涰㣐鏤鎙䌌，剤植➿麨俒銯繡隘⛓俒谁䗂莇䩞，㔔捀➮乩䫵㸤侮涸谁遯⯕陗，䖰儘㼿ⵌꧨ㝖、䒊眡、
䊨噠鏤鎙、㹔Ⰹ鏤鎙、籽ㅷ、䊨噠鏤鎙鿪僽➮涸ⶾ⡲僽➮ず⦐⚆➿剓⪂ⴀ涸谁遯㹻，湡捀꽏⼾繡❏呔뉓倛笞
開Ⱇ㺲（Grosvenor House Apartments by Jumeirah Living）谁遯㹻，濼そ⡲ㅷ⺫䭍翱鑹㨗倛ⷜꤎ（St. James 

Theatre）垜唑莅ⰗⰟ谁遯莅私䙂⚆歲㣐䨞涸緫磴蔅酤縨谁遯瘞。
㼩倴♧⦐谁遯㹻，⡹剤➊랃䟝⫹？䟝⫹㼠礶倴厥♧갪䪮遯，鼩僽♧ⴗꡠ倴繡涸✲暟鿪腋䊫䩛ⶾ鸤ⴀ
⢵？ Mark㿂倴䖕罏，➮㼩倴嫦♧갪谁遯涸邍植䪮岁，鿪剤栬ⵌ⛓贖。罜➮㼩倴勞颶涸䱍䳣䏞，雊➮
㖈谁遯⚆歲⚥⯕蒺殗ꪫ，欽㥪涸勞颶、礶彋涸ⶾ⡲、筝㺙涸鋊殥，幀䖤鏪㢵须欴ꥣ秹涸ꫭ漐。

1.2.〈Corn of Flames〉涸䩛粭㕮⿻㻜ㅷ。

2

1

Mark Humphrey
搂岁㹁纏涸腋谁遯㹻

䱰鏞˙之俒：绀嵞⾲ ／  㕮晚䲿⣘：Mark Humph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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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㣐ⶾ渤 KEY POINTS

Ԯ ⶾ鸤荈䧮괐呔
⡹馊⸗⸂，䧭⸆涸堥剚㽠剚㢵。⡹銴ⶾ鸤♧⦐㿂倴荈䊹涸괐呔，♧⦐栬暶涸괐呔，佐
询㹻㽠剚岤䠑⡹。殹荈䧮괐呔鄄䧭用䖕，➮⦛⛳鏪㨥颣陏⡹涸⡲ㅷ，鹎罜锞⡹ⶾ⡲。

ԯ ⥃剤갸皿莅儘錚䙂
魨捀♧⦐ⶾ䠑➃，銴✫鍑갸皿涸ꅾ銴䚍，㔔捀♶〳腋宕黇鿪剤넞겙涸갸皿，罜⚂銴腋
㖈♧㹁涸儘ㄤ갸皿⛓Ⰹ㸤䧭⡲ㅷ。 

 ⥃剤➃呔暶颶
銴Ⱘ⪔駈㣁涸腋ꆀ莅佐询㹻鎣锸⡹涸ⶾ⡲，㔔捀⡹㖈醢鸤㣆䟝，➮⦛䋞劆㣆䟝〳⻋捀
溫㻜。銴雊➮⦛⥌⟤⡹，湱⥌⡹⨞䖤ⵌ！♶麕佐询㹻鸒䌢♶㋐姹麕倴䬄韍涸嚌䙂，⽰
⢪僽嚌䙂，鼩僽䋞劆溏ⵌ♧❉꧶䕎䧴麕玑涸鎹ꏗ，㔔捀「佐询㹻穪㼩♶僽潥㶩。」

  IDEA Ը�PROTOTYPE Ը�PRODUCT䖰ⶾ䠑ⵌⶾ渤
䱍䳣勞颶僽ⶾ⡲涸ꡠ꒳
每一個藝術家都有一段自己的宣言，Mark也不例
外，不過相較於一段文字，他則具體實踐在每一

件作品上。他的宣言是：「用來自世界各地的材

料，創作出最多的藝術品。」這反映出他對於選

擇及使用任何材料皆駕輕就熟，同時保有源源不

絕的創造力，因為他相信唯有這樣才能創造最好

的藝術品，並再運用相關的專業知識賦予作品擁

有最高的藝術能量。他說：「在這種狀態下，我

好像被賦予某種能量來擴展自己的才能和創意，

用最大的極限創作大量作品。這種感覺很棒！這

也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能夠站在這裡的原因。」

Mark離開學校的第一個作品，是設計位在白廳
（註：白廳〔Whitehall〕，是一條連結國會廣場
〔Parliament Square〕到特拉法加廣場間的道路，
因有許多政府機關設立於此，因此白廳也有英國

政府的代名詞之稱。）附近的一棟公寓，所有公

寓內部都出自他的巧思，從整體空間到家具擺

設。他說：「我的設計無法在課本裡學會，而是

根據當下的直覺畫草圖。所以我的客戶很相信

我，因為我有好的作品集讓他們參考。」

Mark的作品包羅萬象，從空間設計、家具、雕
塑品、公共藝術、服裝、配件等都在他的範疇

裡，因為他認為藝術和設計並無界限。舉卓美亞

格魯斯維諾公寓中的一件雕塑品為例，遠看時，

會以為它只是塊雕刻完美的石頭，但實際上，你

是可以坐上去的。他自豪地說：「我非常瞭解哪

種材料可以帶來這種質感，知道要怎麼透過設計

和工藝技術來展現這件成品，這就是我能力的

所在。」同樣的，也能在Mark承接西敏寺市議
會的案子，看見他位在聖詹姆斯劇院的公共藝術

作品。市議會的人員曾問他有沒有設計過樓梯，

他說沒有；最後他設計出一座用大理石打造的樓

梯，讓每一個進來看戲的人，不單單只是欣賞樓

梯的美，而是能走上樓梯，細細的探究其中的奧

妙之處。Mark拿著草圖說：「我盡可能畫出不同
的草圖，畫進不同的細節。這個作品也充分展現

我對於材料的知識，展現文藝復興全才及藝術、

設計，和建築於一身。」
䒊用荈䧮ⶾ⡲涸玑䎸，剤渤嫦⦐⡲ㅷ涸欴欰
也許會有人懷疑Mark的定位，討論他是藝術家還
是設計師，不過Mark斬釘截鐵地說：「我是藝
術家。」而且特別強調：「我不討論何謂藝術、

何謂設計，他們兩者根本不存在於任何邊界。但

我能有效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將兩者實際地建構

在作品上。」因此發想作品前，他會透過無數的

草圖來思考整體性，他的草圖不像草圖，反而

像一幅完整的畫，富有顏色和細節。之後再將草

圖轉換成如袖珍博物館裡的那些瓶中船般，仔細

推演。這也恰好反映出他所秉持的原則，發想和

作品本身所需的工藝技術是同時並行的。也因此

Mark隨時隨地都會攜帶素描本，記錄靈光乍現的
創意，目前他有超過兩萬個點子，畫滿了202本
素描本。

不過，那些有如繪畫般的手稿是如何發想的呢？

首先Mark會仔細的思考自己到底想跟觀眾溝通
什麼、說些什麼？他舉了一個正在進行的作品為

例，是關於「錢」的議題。他說：「人要瞭解自

己的花費習慣，尤其沒有錢時，還拿出信用卡，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因此他借用了英國俗
諺：「錢不會從樹長出來」（Money doesn't grow 
on trees，中文意旨為：錢不會憑空出現）。反映
在作品上時，Mark便用銅做出一座大型雕塑，並
選擇強壯的橡樹枝來象徵力量，最後放上各國貨

幣的紙鈔做為葉子。他說：「這個藝術品的敘述

性隨之展現。」這些創作靈感都是Mark在一有想
法時，便趕緊畫下來，之後做出小的模型來看看

可行性，最後思考如何轉為實際的作品，再運用

本身對材料的知識、處理程序，以及與哪些工坊

合作。「這就是我創作的程序」，Mark指著他在
義大利工作時的照片說。

1.2. 仗鏤㖈⼾繡❏呔뉓倛笞開Ⱇ㺲涸谁遯ⶾ⡲ㅷ⿻䩛粭虋珳。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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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BC：澗鍑⚆歲♳ㄤ䧮㾀⡞涸㖒倰涮欰✫➊랃，㔔捀䧮僽♧⦐ꡠ䧃⚆歲，澗鍑儘✲涸
谁遯㹻。

 +䧮荈䊹涸笪畀：溏荈䊹麕⨞✫➊랃，劢⢵腋⨞❉➊랃。

 + Google：殹䧮걧舡剤䠮涸儘⦬，䧮剚欽㸐⢵䪪㕮晚莅⡲灇瑖。

WHERE TO GO >>>
 +⼾繡❏呔뉓倛笞開Ⱇ㺲：㔔捀䧮僽鸏酭涸谁遯㹻，㽠⫹䧮涸㹻♧垺，罜⚂⢵ⵌ哆顥
晋，剤♧珏⢵ⵌ⚆歲⚥䗱涸䠮錏。Map 35  
 +㣐薊⽈暟긭（British Museum）：〳⟃溏鋅齡❉〢罉涸〢袚，ꤙꤙ時時㖈鸏酭鸕鸕。

11  
 +涽㹻谁遯灇瑖ꤎ（Royal Academy of Art）：秫礩剤馱ㄤ㥪梖，㔔捀鸏僽㼱侸腋ㄤ䧮
時時♧饱⨞涸崞，䧮剚鼇乵錚䧮⦛Ⰽ⦐鿪剤莇馱涸㾝錒。 36  
 +岲暶植➿谁遯긭：ず垺涸麥椚，笞粯㹻➃䠮䞕，⠅涸㥪贖。 37  
 +㖈䊼暶ꐣⰗ㕨倾涸pub：㖈䧮㹻倾鼹，腋莅⡞㖈ず⼦涸Ⱖ➮㾀字爢❜，䌟窍䧮娝㿂䠮
ㄤ㸞䠮，笞粯爢⼦䠮䞕。

WHAT TO DO >>>
⡹涸傈䌢莇馱／㫨坿僽➊랃？
䧮㋐姹麌、㖈ꀀ㼭騟⚥遤饥、䬝撑，㐲！鼩剤泇期涸稇䲾。䧮⛳䖎䠦ꡠ倴㣐荈搭涸
眏湡ㄤ鎹ꏗ晚。鸏❉鿪腋慨涮ⶾ⡲䠮，雊䧮剤佞논ㄤ荈歋涸䠮錏，殹䠮ⴀ植，럊
㶩⤑꼛♳弉鹎。㥶ず殹䧮穡勲ꑻꑙ，㗂㖈♲影军酭걧，䧮涸䟝岁⡂⛖㽠騈ⶾ鸤⸂鸮㖈♧
饱。舡嵳㽠⫹僽♧㝆肎将涸㖒倰，雊䟝岁馊⢵馊幢嘽！鸏僽剓問涸儘ⵠ！

ⶾ⡲麕玑⚥僽や剤⟂➃ꨈ䘎涸竤뀿？
䧮㋐姹ⵌ倞涸䊨⡲㖷䧴醢⡲⡲ㅷ涸㖒倰，㽍Ⱖ僽溏ⵌ舡⚥䟝岁、䖰稇䲾砤，ⱄⵌ䊨⻠
䪾䧮涸㣔꼛遤瑠涸䟝⫹醢⡲ⴀ⢵儘，齡僽剓⟂➃끇鞴涸moment！♶麕，剓問涸鼩僽溏
ⵌ兜繏㣐滞ㄤ⡲ㅷ⛓涸✽，齡僽剓䘰坿涸儘ⵠ，ず儘⛳腋䖰⚥䖤濼⡲ㅷ䧭⸆莅や，

㔔捀ⰗⰟ涸䥰僽剓ꅾ銴涸。莊⢿⢵铞，㖈翱鑹㨗倛ⷜꤎ涸垜唑，䧴㖈暶䬘岁⸈䑞㜥私
䙂♧妄⚆歲㣐䨞涸ⰗⰟ谁遯，鿪僽㼟䟝岁ㄤ㻜ㅷ穡ざ，罜Ⱖ⚥涸ⶾ⡲麕玑⛳暶ⴽ⟂➃⽫
韍幀ⵠ。

㖈⧍侚，㥶⡦鄄溏鋅
⡹钢捀ⶾ䠑➃〳⟃㥶⡦佖隶㙹䋑？⟃⧍侚捀⢿。
鏤鎙䌌ㄤ谁遯㹻腋㣁诔歋ⶾ⡲慨涮Ⱇ滞ㄤ錚⯕㹐涸ⶾ䠑，雊谁遯⡲ㅷ䧭捀欰崞穡圓涸♧
鿈ⴕ，鸏❉⡲ㅷ♶⡎捀㙹䋑㟞幑繡䠮，⛳⸈䓽㙹䋑涸孨㕠，䌟ⴀ繡뜩涸鿪䋑瑠。ず儘
⛳麌欽谁遯颭✮⡲ㅷ倞涸䠑䙂，㾵㾵㛜毕ⴀ鞮㺢涸俒⻋。♶锸僽麌欽ꧨ⫹、喱㶩、ꧨ㝖、

遳敚、Pop-Upㄳ㉱，邍怵⼦㚖瘞瘞䕎䒭，鿪腋ⶾ鸤ⴀ礶ꅷ涸㙹䋑頗。

栬ⶾ涸谁遯倰玑䒭，僦⡲ㅷ涸嚌䙂莅㻜⡲
除了引人入勝的草圖之外，Mark有一個特色是
其他藝術家沒有的，那就是他有個人的藝術方程

式：MH = (concept + making)³，MH是他名字的
縮寫，也就是說他身為藝術家，是在反映「概

念和實作」，而這些作品都存在於一個空間中，

不是平面，而是立體。因此每個作品都有一個獨

特的方程式，例如，聖詹姆斯劇院樓梯的方程式

是：FE＝〔memorial 紀念＋culture文化〕；為卓
美亞格魯斯維諾公寓設計的聖誕樹則是：CV＝

〔Christmas 聖誕節＋ community 社區〕³。Mark
說：「這些方程式能清楚說明作品的特色，提供

一個完整的概念，因此你便知道這個作品是如何

被發想的，方程式自然而然就能說明作品的意

義，而且賦予更多潛力。」

身為一個能夠在瞬息萬變的城市中而立足的藝術

家，Mark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收藏家或是業主的
品味和賞識。他相信自己也具備了成功的特質，

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讓更多想前往倫敦創業

的設計人獲得一些啟發。

垸暶⯥㖈⼾繡❏呔뉓倛笞開Ⱇ㺲《兞䬝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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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西敏寺市議會委託設計，這座此尺寸驚人的大理石樓梯，一進戲院便映入眼簾，做為連接戲院入口到
餐廳的橋段，共使用了 25 公噸義大利進口的 Carrara大理石砌成的樓梯，是為了慶祝重新開幕的聖詹姆斯
劇院。

 + 這座樓梯的靈感來自於每場戲的最後一幕，在布幕拉起之前，演員們手搭著手鞠躬謝幕的樣子，也是這
個作品名字的由來：「最後安可＝紀念＋文化」，同時具有一個特別的意義，紀念著當年 1923 年落成，
有承先啟後、傳承的意味所在，帶著觀眾進來，又送走觀眾。

 + 樓梯白色的部分承載了大部份的重量，較深色的部分，則是方便金屬的接合。整個樓梯的形狀，有如童
話故事中的怪獸，充滿戲劇感，但卻是溫柔萬分，符合藝術家一貫的精神，是美麗的雕塑品，但也具有

機能性，而且上下樓梯的觀眾可以觸摸那絲滑冰冷的大理石。以動用 15 個石匠，花了超過 4 ,000小時在
義大利遵循古法砌成的，落成之後，許多遊客前來戲院只為與它合影，此樓梯同時也入選 2013 年最佳訂
製裝置藝術（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 Design Awards）。

1. 'JOBM�&ODPSF�'&���	NFNPSJBM���DVMUVSF
r
鏤鎙ꅾ럊 㼟䨡ꤎ涸闒䍌⻋捀ⶾ⡲䠮，麌欽瑠涸鸮穡ⶾ鸤ⴀ倞넓뀿

  CASE STUDY .BSL�)VNQISFZ ➿邍⡲

 + 罌粟花又稱虞美人花，相傳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場中，盛開於血海的花。Mark受英國退伍軍人協會（The 
Royal British Legion）之邀而創作了慈善裝置藝術，紀念那些為英國捐軀的軍人，剛好創作的隔年適逢一
次世界大戰 100年（1914 ∼ 2014），因此這件作品的方程式為「紀念＋群體」，喚起人們對於紀念大戰
帶來的省思。除了主標題以外，副標為「由我們建立、給我們自己，我們可以紀念」（Built by us, for us, 
remembering us.），所以這是一個具有互動機制的裝置藝術。
 + 裝置藝術的本體是一朵盛開的罌粟花，不同尺寸，可分別上 2,000∼ 5 ,000個英國退伍軍人協會的紅罌粟
花。此活動的第一階段是民眾親自別上罌粟花的互動行為，以表達個人的致敬，並獲得參與感；另一階

段則是當罌粟花已別上時，便能進行巡迴展覽。兩階段所傳達的主旨皆相同。

 + 特別的是，這些罌粟花裝飾通常是透過小額捐款得到的，因此透過這些雕塑裝置藝術，可達到捐款和喚
醒的寓意，而這項裝置藝術造價低廉、方便運送，且易於巡迴，可在不同的地區，達成紀念主旨。

2. 0VS�1PQQZ�4DVMQUVSFT���	SFNFNCSBODF���DPNNVOJUZ
r
鏤鎙ꅾ럊 鷴麕谁遯，雊➮➃溁䙼⿻ꅾ鋕娜〷

1.麌欽鏤鎙⢵꣮⡜㣐椚瀖垜唑㺂僒欴欰ⴀ涸㠺鶗，罜ツ植ⴀ〥♧珏栬暶涸繡䠮。 2.姽⡲ㅷ⚺銴涸嚌䙂⤑僽銴雊➃⦛私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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