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會開始做這一本書呢？

我想，這樣去寫，最適合第一次為書寫序的我了，簡單直接。

二○一六年，我收到三聯書店編輯 Yuki 的邀請，問我有沒有甚麼出書的提
案，我猜想她當時一定一定是想找我出繪本！（但我決定不向她求證了，
哈哈！）

序

那時的我正在參加一個比賽，獲獎就能得到往外地研修一年的贊助。在評
審過程中，我需要提及我將如何貢獻香港。當然，只要動動腦筋，就能想
到漂亮的說法來應付了……但在比賽結束後，這個問題竟然還在我心中縈
繞，那時我想：「我真是老了，不像年輕時瀟灑。」

結果，我跟 Yuki 提議，推出一本關於「Art Toy」的書，說說這個讓我獲益
良多的 Art Toy 世界。

在這個沒有人會收徒弟的時代，卻有個叫 Kenny 的藝術家收我為徒，教我
製作 Art Toy。在這個看重商業利益的香港社會，卻有個叫 Howard 的玩具
品牌創辦人，投資在我的創作上，為我製作很大機會讓他蝕錢的 Art Toy 作
品。感謝他倆帶我走進充滿可能性的 Art Toy 世界。

如果問我要將這本書獻給誰，我一定會大叫他們的名字。但最後我改變了
想法，決定把他們拖落水，一起去做這本書。因我知道憑一己之力，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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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成不了，也知道他們一定會應承跟我一起玩。

在此更要多謝作者 Liza，用了半年時間到處採訪，以及許多出手襄助的好
友，這本書是因為你們才會出現的。

甚麼是 Art Toy ？在開始製作這本書之前，我對 Art Toy 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本想藉著這本書去印證一下，但經過訪問不同地方的創作人、廠牌、收藏

朋友們得知我撰寫關於藝術玩具的書籍，無不瞪大眼睛，霎時間一臉錯愕，

者後，發覺他們對 Art Toy 多樣的見解大大開闊了我的眼界。這種包容性、

反射式地問我：「甚麼？」頓一頓，又道，「玩具就是玩具，甚麼是藝術

多樣性與自由度，可能正是 Art Toy 的有趣之處，我們或許不須為 Art Toy

玩具？你是說玩具是藝術品嗎？」

訂立甚麼嚴格的定義。
我卻被這問題考起了，一時之間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能尷尬地笑笑帶過：

序

我在做書的過程中不斷學習，這是我從大家手中獲得的珍貴禮物。

「就是藝術跟玩具的合成品吧！」

香港無疑是 Art Toy 的發源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一眾香港創作人與廠

後來回家用心想了一想，之所以說不出來，到底是否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

牌充滿熱情地投入到這個領域，讓這個結合玩具和藝術的新品種誕生，讓

就如同別人問「甚麼是藝術」。現代藝術過後，近數十年來當代藝術成為

香港創作人以「設計師玩具」名揚國際。我是前輩們努力的受惠者，我心

藝術界的寵兒，藝術不再單向地指涉只著重美感的玩意，而是更大程度地

存感激。二十年後，人們開始以 Art Toy 稱呼這種創作，世界各地也相繼

關乎意義：當代藝術作為一個新的、全球性的平台，藝術還有甚麼可能性？

發展出不同的 Art Toy 新勢力，但這種源於香港的創作形式，在香港只屬

藝術不只是甚麼，還可以是甚麼？於是，在眾人不斷開拓藝術新的可能性

小眾的玩意，大眾並不大了解。

底下，藝術一詞的爭議性日益擴大，亦愈來愈複雜。然而，若果我們能夠
細心地留意身處這個時代的種種，不難發現這一個現象：不只是藝術一詞

我力量微薄，沒有甚麼影響業界發展的能力，更遑論回饋。但至少我交出

被反覆爭論，其他事物的意涵亦開始受到質疑，甚至被重新定義；在我們

了這一本書，希望以它作引子，用有限的篇幅以展示冰山的一角，吸引大

不斷發掘事物可能性的同時，不經不覺間，我們已經身處於一個極具顛覆

眾親自去發掘更多創作人與其精彩的作品。Art Toy 當然要放在自己手中把

性的時空。

玩才叫過癮！
藝術之外，玩具是另一個例子。

Kila Cheung
談到玩具，每每令人想起小孩子拿在手中舞來舞去、摔掉壞掉也不會心痛
的東西；這主要是因為玩具通常是大量生產以及價格低廉。小孩長大後，
或會因為動漫及電影，而開始收集諸如超級英雄、動漫人物的 Figure 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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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雖然現時也有人特意收集古董玩具，作為收藏或炒賣，但似乎「玩具」

第二部份為訪問產業鏈中各個持份者，包括創作人、廠牌、玩具店、收藏

在大眾的心目中，並不如藝術般被認真對待，只是停留在小孩的玩意。在

家及玩具展主辦人，時間橫跨二千年初至今。創作人將會與我們分享個人

香港，這個情況要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有一點點那麼的不一樣。

多年來的創作歷程，從質疑工作是否能夠表達自我，繼而開始動手創作自
家的玩具；廠牌、玩具店及玩具展主辦人，從一個產業及生產結構，去探

當時，一群 Figure 玩家及玩具店，出於市場考慮或個人美學概念，有感時

討設計師玩具的熱潮如何得以成就；而收藏家則說明，收藏這類玩具除了

下玩具（主要是自己收藏的 Figure）的質素與款式未能達到心目中的要求，

因為美觀，亦因為與創作人及其他收藏家組成了一個強大並親密的群體。

於是開始動手製作自家玩具，希望透過獨一無二的方式，去呈現自己的世

他們見證了香港設計師玩具的誕生，亦參與其中，這些都是讓我們了解這

界觀。而這正正顛覆了舊有的玩具概念：這是玩具，但每款的數量多則數

個行業發展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百，少則可能只有一件，當中更有部份是創作人親手製造而非由工廠生產；
是玩具，卻不以動漫及電影為背景，而是由創作人天馬行空地創造不同的

第三部份則為訪問附帶的關於他們對於藝術玩具的看法，譬如：藝術與玩

角色；是玩具，價格卻不便宜，傳統搪膠玩具百多元已經算貴，但創作人

具之間是否有分別？怎樣才算是藝術玩具？怎樣看待藝術玩具在香港的發

設計的搪膠玩具會由數百至數千元不等。

展？玩具又是否可以是藝術品？當中有人認同，有人反對。其實，不論是
設計師玩具還是藝術玩具，其重點都在於新類型的藝術∕玩具會帶來新的

序

而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大眾一般認知的「玩具」以功能性如教育、可

衝擊，讓大眾能夠在概念上更新及擴展，將更多資訊與元素有機地串連，

玩性為主，創作人的玩具則是觀賞性為主，並且很多時都與時下的流行文

同時讓他們的思考變得更複雜及縝密。在各種「藝術 vs. 玩具」的理據碰撞

化如 Hip Hop 相關，受眾亦由小孩轉向較有經濟能力的成人。這種新型的

下，我希望能夠藉著這本書締造一個公開的討論平台，讓讀者能夠整合出

玩具在當時的社會掀起了一股熱潮，並且由香港擴散到其他地方，一時間

一套自己對於藝術∕玩具的看法，去思考藝術與玩具的各種可能性。

風靡全球。由是，社會上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設計師玩具（Designer
Toy），來命名這種與別不同的「玩具」；至近年，再有一個新的名詞—

陸明敏

藝術玩具（Art Toy），也開始普及。由「設計師」轉變至「藝術」，原因
跟眾多因素相關，例如創作人的自覺（例如身份是藝術家，而非設計師）、
社會或機構的認可（例如能夠在拍賣行上拍出高價）等等。而透過書中的
訪問，讀者或可探知一二。

從結構上而言，此書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歷史梳理，就如所有事
情的發生，藝術玩具必然會有導火線、爆發點、起承轉合的發展，曾經在
二千年頭冒起的設計師玩具，經歷數年發展後，終於在二千年中降溫，而
設計師玩具一詞亦近乎消失於香港人的視野中。近幾年一群新的創作人又
嘗試開拓藝術玩具的領域。到底從二千年到現在，中間發生過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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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y

K e n n y W o n g | Molly the painter | 7" Vinyl Figure | 2007

KENNY
WONG
曾任香港插畫師協會副會長，鐵人兄弟成員。二○○
六年獨自創立 Kennyswork，二○一一年獲香港十大
傑出設計師獎 。其後，建立品牌 Molly the painter，
希望能成為一個充滿香港奮鬥精神的品牌。

讓
M o l l滋
y 潤大眾的心

Facebook・Kennyswork
Instagram・kennyswork2006
Website ・kennys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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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人兄弟三子中，Kenny 應該是最出其不意的一個：從昔日鐵人兄弟中的
粗獷大男孩形象，搖身一變成為可愛噘嘴小女孩 Molly 的慈父，可以說是
來了個一百八十度逆轉再突襲。鐵人兄弟分家以後，Kenny 曾經推出十八
銅人（Copperhead-18）十二吋 Action Figure 系列，以環境污染為題材，講
述地球污染發生大災難後，人類劫後餘生的故事。十八銅人金屬部件極多，
一看就知道是重本之作，製作成本高達售價的一半，加上要向外批發，在
沒有辦法之下，Kenny 只推出了十八隻中的其中三隻，就要忍痛斬纜。

但最叫 Kenny 心痛的，其實是買家對盒子過份的執著，忽視創作人付出的
巨大心血。「即使我用了很多心機去做，只要個盒刮花了少許，都要整批
退回來換盒，我已經心灰意冷。我當時跟自己說，要重新檢視公司的創作
方向，就想到要做一件女性向的產品，那時還未有 Molly；後來，插畫師協
會派我參與慈善活動，活動上我見到一個小妹妹很可愛，就畫了下來。」
讓

順帶一提，現時 Kenny 的產品包裝都以極簡為主，有別於以往鐵人兄弟時

M o l l滋
y 潤大眾的心

的華麗，一個簡單的紙盒加上一張精心設計的貼紙，貼紙不再過膠，因為
無法循環再用。要說環保，其實 Kenny 的創作如十八銅人、魚童在某程度
上也跟環保有關。「我自己本身無法投入太多到環保議題上，但也想少許
地將環保訊息滲入產品中，而且始終做玩具都產生污染的，雖說我們基於
數量有限所以影響有限，但亦希望能夠帶出環保的觀念。」

話說回來，在活動上見到的那位擁有美麗湖水綠大眼睛、金黃微曲短髮，
K e n n y Wo n g

名字叫 Molly 的外籍小女孩，專注地畫畫的神情叫人喜愛，自此這個女孩
的形象，就經常徘徊在 Kenny 的腦海中。「當時公司還未找到方向，索性
就做完全不同的風格吧！其實那時候我很害怕，曾經問過同行，他們說：
『你一個麻甩佬做這些東西有誰會買？』整個市場都轉變了。但那時我
很相信女性向產品應該會有人買吧？」Kenny 眼見市場上的 Hello Kitty、
Blythe（B 女）及 Sonny Angel 那麼成功，覺得這個路線應該可以博一博。

十八銅人系列以環保為主題，冀喚醒世

不過還真的是有驚無險，剛推出的首兩年，反應奇差，只有一兩個小妹妹

人對地球污染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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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y 孤注一擲，做了十二隻奧運特別版，令 Molly 愈來愈受歡迎。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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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櫥窗外望望，「我心想，要死了。後來我跟老婆說捱多
一年吧，如果不行的話，我就收手。二○○八年我孤注一
擲，拿出自己全部家當，做了十二隻奧運特別版，並打電話
給曾經合作的夥伴，問他們可不可以要一百幾十隻，又真的
有人願意，而且也有人買，他們要了貨之後，我就想不如做
一些周邊產品吧？在第三、四年開始，我就看到人們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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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心才稍定下來。」

其後 Kenny 每年都會參加台北國際玩具創作大展，主辦單
位 Monster Gear 也是用 Molly 的側臉作為商標。Kenny 也在
當地陸續舉辦大大小小的展覽，Molly 瞬間火熱起來。到了
今天，Molly 的人氣更是有增無減。
Molly 形象百變，噘起的小嘴更是鐵人兄弟 Figure 的小小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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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主
，我

「最初我是想設計一個女孩子，她不是甜美醉人的小朋友，樣子及個性還
會有討人厭的地方，但就是因為這點淘氣、討厭，令人覺得吸引；她的表

是女皇 ！ ﹂

M o l l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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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

讓

Molly 的表情不多，但卻讓人有千變萬化的感覺。

情雖然不多，但有千變萬化的感覺。」其實這個設計概念，跟當初鐵人兄
弟的面相設定也有莫大關係──看 Molly 側臉那噘起的嘴巴，跟鐵人兄弟
K e n n y Wo n g

的如出一轍啊！兩者都是一副傲慢的態度。「最初我做 Molly 的時候，就
覺得她是有點傲慢，看不起不了解她的人，這也是小朋友獨有的性格。我
當日見到這個小朋友，我當然覺得自己是前輩，但她對我的態度讓我覺得，
你竟然給我這些東西？！你看我畫的這張才像樣！我很欣賞她對我的態度。
我覺得她與這個時代的女生是很相似的，一般人或會稱為『港女』，但我
不想用這個帶有貶義的詞，不過這個女生當自己是公主，有自己的態度。」
筆者覺得，Molly 豈是公主？簡直就是女皇！

相片提供：Ke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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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y 曾經與日本人氣角色豆腐人聯乘，兩小無猜的
感覺俘虜大眾歡心。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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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y 搞作多多，一時化身太空人，一時化身
空姐，實現 Fans 心目中的夢想。
相片提供：Ke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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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y 沒有男朋友，只有一隻貓作伴，跟現代女性的那種驕傲倔強，不依賴

Kenny 又收徒弟又參與 Artion Association，作為創作人，覺得自己有沒有

男人的性格，很能產生共鳴。「而最特別的地方是，現在男人與女人的世

使命？ Kenny 笑說，相比起他自己，Molly 更有使命感──跟 Fans 產生共

界倒轉了，男生會偏向依賴，女性比較有領導地位、有自主。有時我見到

鳴與連結。「當你很不開心的時候見到 Molly，她可以給你正面的答案。因

男生收藏 Molly，他們都好像在追捧一個女神！而 Molly 只以貓為伴，就如

為她很倔強，她會告訴你：『不用怕的，我就是這樣的了。』有少許爭氣

現代人只需要一個能夠明白她的人就可以了。我最初設計的時候，並沒有

的意思，我沒有寫進去，但人們都能夠感受到。我感到最開心、最滿足的，

想到太多，但 Fans 總能將自己投射到 Molly 身上，這是最有趣的地方。」

不是收益，而是有人跟我說：『Kenny 老師，很感謝你設計了 Molly。她在

根據他的觀察，小型的 Molly 比較多女生買，大型、比較貴的就比較多男

這個世界上誕生，令我很快樂。她令我改變了。』」Kenny 分享了幾件窩

生買；但會買一套的，就是要不全套買，要是有一隻買不到就索性全部不

心的小事：有個小朋友跟他說，畫畫的原動力是來自 Kenny 每天放上網的

要的豪氣女生。

畫作，每天他都會按著 Kenny 的畫作畫一次，再傳給 Kenny 看；又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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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輕女孩站在 Kenny 的攤位良久，當人群散開後，她衝過來將信件交
讓

到 Kenny 手上，馬上又離開，信中寫著：「Kenny 老師，我明天就要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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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潤大眾的心

到日本學習畫漫畫，我想回來能像你那麼厲害。」

說著說著，Kenny 眼眶紅了，鼻頭一酸：「我覺得自己沒有做過任何事，
能令她覺得我很厲害；反而是她的信，才令我覺得自己很厲害，是她將我
填滿。有太多這些故事了，我會好好記錄下來，很害怕自己會忘記。」他
頓一頓，又道：「是 Molly 進入了很多人的世界，我的使命是令她更好，
而她的使命是要讓人產生共鳴。」

K e n n y Wo n g

窺探 Kenny 的工作室：這裡就是孕育 Molly 的地方。

現時 Kenny 除了玩具創作外，他每年亦會舉辦一至兩個藝術味較濃的展覽，
主要是展示他的大型油畫或雕塑作品。比起公仔，似乎繪畫更能表達他的
想法：「Molly 本身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去講述她的背景，她是甚麼？都
是來自她與 Fans 之間的交流。而繪畫就能比較抽象地表達我的心情及世界
觀，可以傳遞的訊息更多，更有效激發旁人的想像力。觀賞者可以嘗試用
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或許會比我畫出來的有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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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炴

藝術玩具是甚麼？它與傳統玩具、藝術品

Kenny 更喜歡透過畫作表達自己抽象的內心世界。

有分別嗎？

藝術玩具就是一個創作人或藝術家，用他
自己的手段或風格去表達，而做出來的公
仔或立體作品。它可不可以是藝術品？其
去界定，其實每個人的準則都不同。

實所有東西都可以是藝術品，只不過是世

就算你見到一件很醜陋的東西，創作人要
做出來都經過很多難關及解決了很多問

人將它分類成不同的東西，例如這件鐵盒
讓

或那隻杯，你可知道背後是多少人的心血

十多年前，大家會說設計師玩具；十多年

及經歷多少的工程？

後，多了人說藝術玩具。為甚麼會有這個

M o l l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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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

題，整件事已經是藝術。

很多人會覺得藝術玩具∕ Figure 是潮流產
品，你覺得藝術玩具足以成為代表香港的

至於藝術玩具與普通玩具有甚麼分別，我

文化嗎？

認為不應該以數量來界定它是不是一件藝

可能是設計師創作已久，藝術修為及涵養

術玩具，因為我都喜歡買兒童部大量生產

不同了，所以企圖將設計師玩具升級。我

的玩具，例如這個很像真的嬰兒，有人覺

覺得名詞的意義不大，藝術玩具應該是由

它一直都是文化，一直都未曾消失過，只

得很可怕，但我覺得它實在是太靚了，我

創作者投放的心血而定，不過藝術玩具這

不過是大家在不同時間對它的關注度不

覺得創作人的製作動機及膽量，本身就已

個名詞的確會讓人感覺作品的層次更高。

同，潮流就是關注度比較大而已。它有自
己獨特的模式，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在參與。

經令到這件玩具成為藝術品。我也很喜歡
K e n n y Wo n g

米奇老鼠，米奇老鼠的誕生已經是一件藝

藝術玩具有點像當年的普普藝術，是較為

術，你不可以撇除它是藝術玩具；同時，

普及的藝術，因為玩具的滲透力比較強。

我也會追星球大戰，我覺得全部都是藝術

創作人可透過玩具提醒大家，手上的那件

品。甚至乎我覺得所有玩具都可以是藝術

東西充滿了藝術性，我覺得是一種訊息多

A：說改變的話，應該就是在商業上，令

於它具體是甚麼。看造型的話，根本不能

到大眾更加關注造型上的設計，例如吉祥

夠比較，因為每一件產品大家都投放了很

物或者企業的造型，大眾都會開始分辨好

多心血，只不過是大家的接受程度不同，

壞。藝術玩具帶來了造型學，影響了整個

玩具，這要視乎創作人投放的心血有多少，
有一些你真的能夠看出，創作人將一輩子
的心血都投放進去。我們會以自己的美學

Kenny 的魚童雕塑作品。

藝術玩具對這個社會有甚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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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y 是首位與美國迪士尼合作的設計師（以個人身份）。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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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例如企業文化。為何會有大品牌找

一些有影響力的大型機構及品牌與香港設

玩具設計師合作？因為大品牌覺得他們具

計師合作，可以讓更多人知道藝術玩具這

影響力，雖然品牌本身在社會已經有很大

回事。大家都會覺得原來大品牌都會對藝

影響力，但有玩具設計師參與其中，即是

術玩具有興趣，即是說這些東西有影響力。

說他們也可以再幫一把。從中可以見到藝

這個很重要，就是因為跟明星及大品牌合

術玩具、玩具設計師其實也是品牌及社會

作，才會有那麼多人認識。同時，創作人

成長的催化劑。

亦要做宣傳推廣，例如鐵人兄弟會經常去
院校做設計講座，講解這個行業的運作，

對於人們生活上的美感，藝術玩具都能起

不然這個行業很快就會消失。

K e n n y Wo n g

提升的作用。

藝術玩具要健康地發展還需要甚麼？

政府可以提供金錢及場地上的資助，為行
業提供更好的條件，但不要規劃不要插手，
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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