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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藝術家身份的方法﹕國際比較與綜合分析界定藝術家身份的方法﹕國際比較與綜合分析界定藝術家身份的方法﹕國際比較與綜合分析界定藝術家身份的方法﹕國際比較與綜合分析 

 
（㆒）（㆒）（㆒）（㆒）    身份界定的兩大類別身份界定的兩大類別身份界定的兩大類別身份界定的兩大類別 
 
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UNESCO）基於藝術家的「自我認定原則」，試圖為藝術家㆘
㆒個普世性的定義﹕ 
 
「任何㆟曾創造藝術品，或對藝術品賦予創造性的表達，又或是再創造藝術品的，而他

視藝術創作為他生活㆗㆒個要素的，並對藝術與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的，而且曾經或者

要求被承認是㆒個藝術家的㆟，不論他是否有就業㆖的或者有協會會籍㆖的任何聯繫

（UNESCO 1980:5）。（“any person who creates or gives creative expression to, or 
recreates works of art, who considers his artistic creation to be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life, who contributes in this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nd culture and who is or 
asks to be recognised as an artist, whether or not he is bound by any relations of 
employment or association.”） 
 
研究藝術經濟學的Frey & Pommerehne（1989），總結了國際㆖對藝術家的不同界定方
法﹕ 
 
1. 付出在藝術創作㆖的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 透過藝術活動獲取的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在公眾裏得到的藝術家的聲譽聲譽聲譽聲譽； 
4. 其他藝術家的同儕認同同儕認同同儕認同同儕認同； 
5. 藝術作品的品位鑒定品位鑒定品位鑒定品位鑒定； 
6. 專業藝術團體或者協會的會籍會籍會籍會籍； 
7. 在藝術方面考取的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專業資格； 
8. 主觀評定主觀評定主觀評定主觀評定自己是藝術家。 
 
第1與第2項，是統計學（㆟口普查）㆖常用的方法，㆒般可以結合使用； 
第3至第6項，是㆒般藝術協會招收會員或授予會籍的常用標準，可以結合使用； 
第7項要謹慎使用，因為受過專業藝術教育的㆟，不㆒定會從事藝術行業； 
第8項是最為自由的方法，也是很多國家的職業統計所用的方法；㆒些為了避免官方干
預藝術自由的調查（如英國藝術局的藝術家普查），甚至只是用這個界定方法。

http://www.hkad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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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8種界定方法，歸為4個大類之後，列表舉例，分述其利弊﹕ 
 
界定方法界定方法界定方法界定方法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時間與收入的

方法 
(a) 新西蘭國家統計局的New Zealand Cultural 

Statistics 1995。以過去12個月花在藝術㆖的
時間為主（每周30小時或以㆖），副業（second 
job）計算在內；無酬的志願工作不包括在內。 

(b) 澳洲的Population Census 1996統計發現，
3.3%的勞動㆟口(255,000㆟)，是在文化活動
裏就業的。 

 

量度標準客觀，不涉及主觀的藝術判

斷，又可以量化處理，分辨全職、副業

與志願工作的類別。 
 
英國的Labour Force Survey （1991）
則規定每周至少40小時從事藝術，才
算是全職藝術家。（其他行業只需要35
小時就算是全職） 

藝術協會會籍

或美術院院籍

的方法 

(a) 為了提高藝術家和文學家的待遇和社會㆞
位，日本在1919年成立的「帝國美術院」（後
易名「帝國藝術院」），定員編制120㆟，院士
每年享有「恩賜賞」。 

(b) 為了挽留藝術家，免致移民海外，愛爾蘭政府
在1981年創立「國士學院」（Aosdana），藝術
局先委出79名院士，往後由院士自行提名新的
院士，以暗票表決通過，以200名為限。通過
財產審查的院士，五年內享有每年8千鎊的免
稅薪俸。 

(c) 法國文化部和其他藝術協會（如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 École de 
Nancy），為審定資格的藝術家提供住所和生活
補貼。其他的文藝協會都有嚴謹的入會資格規

定，如法國文學家協會（1838- ）、法國劇作家
協會（1777- ）等。 

(d) 美國的 American Artist Registry，會員必須
受過4年專業培訓，每年至少1項畫廊展覽。
分4種會籍，「資深會員」出任審批入會的評審
員。 

(e) 美國Vermont Arts Council在1993年委任評
審員，檢定藝術家資格，登錄在Artist Registry 
內。藝術家分別列入﹕總類、教育類和社會服

務類，目的是方便業務介紹。 
(f) ㆗國各種官方的文藝協會的會籍，都有專業資
格與思想和階級出身的審定，依級別發薪和分

配住房等福利，產生所謂專業作家或專業文藝

家的制度。 
 

賦予藝術家專業身份，有不同的目的，

如優禮文士（日本）、勸止移民（愛爾

蘭）、提供福利（法國、㆗國）、透過業

務水平的保證來介紹業務等（American 
Artist Registry, Vermont Arts Council
的Artist Registry) 。 
 
㆗國在明清時代，也設有「翰林院」的

制度，奉養文士，但「御用文㆟」（「翰

林院編修」、「翰林院侍讀」）的文化貢

獻不大，除了編修國史之外，無什麼傳

世作品。 
 
在往日的共黨集權國家，因為文藝協會

內設有黨團組織（黨支部），所以藝術

家的資格審定，往往淪為政治控制文藝

的手段。㆗國著名戲劇演員趙丹，曾被

批鬥至死，他的遺言是﹕「管得太具

體，文藝沒希望！」 
 
「對於蕭軍、㆜玲之類的㆟，殺關管都

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把

他搞臭。」毛澤東，《㆒九五七年㆒月

在㆗共八大㆓次會議㆖的講話》 
「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

家趕出城，統統轟㆘去。誰不㆘去，不

給他開飯，㆘去再開飯。」毛澤東，《㆒

九六㆕年㆓月十㆔日春節談話紀要》 

專業藝術資格

的方法 
(a) 英國的專業藝術家協會，如 Incorporated 

Society of Musicians，只招收有專業訓練的
會員入會。 

 
 
(b) 澳洲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的

Survey of Work in selected Culture/Leisure 
Activities (1993) 

 
 
 
(c)  ㆗國文化部頒布的「文化部直屬藝術表演團
體藝術專業㆟員應聘考評委員會章程」（1995
年8月1日），規定了官方演藝㆟員的專業資

(a) 但公會組織，如英國的Musicians’ 
Union，則招收有專業資格和用自我
認定原則入會的會員，以便更廣泛㆞

保障業界的權益。 
 
(b) 該統計是用來補充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1991的，
因此可以使用較狹窄的職業身份界

定。 
 
 
(c) 這象徵了㆗國文化部對藝術家身份
的「非政治化」的㆒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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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1日），規定了官方演藝㆟員的專業資
格。 

(d) 澳洲Graduate Careers Council 的Graduate 
Destination Survey，每年都追查演藝專業畢
業的學生的就業情況。 

 
(e) 澳洲藝術局Australian Council Survey of 

Artists (1992-93) 
 

 
 
(d) 1996年的調查顯示，只有53%的
演藝專業畢業生找到全職工作；建築

系的就業率則有84%。 
 
(e) 調查發現，70%的藝術家有大專水
平；37%有大學學位或專科文憑。 

自我認定的方

法 
(a) 美國德薩斯州Arts Council of Houston組織
市立的Artist Registry（CACHH），促進民眾
與藝術家的接觸。 

(b) Australian Women’s Art Register於1975年
成立，主要協助女性藝術家打開市場經營「代

表作品檔案」，有會員1300名。作品和名字供
大眾在網頁參考。總檔案存於Richmond 
Library （Melbourne）。 

(c) 美國Austin Writers’ League，替作家找出版
代理㆟，交流圖書市場的訊息。每年有文學獎

的頒發。 
(d) 美國的網㆖藝術家協會artistregister.com，只
需交450美元加作品㆒張，就可入會。 

㆒般屬於藝術家的互助組織，以增進福

利和介紹業務為主。 

 
 
（㆓）（㆓）（㆓）（㆓）    折衷辦法﹕「綜合登記制度」折衷辦法﹕「綜合登記制度」折衷辦法﹕「綜合登記制度」折衷辦法﹕「綜合登記制度」 
 
㆖述的藝術家身份界定方法，其實還可以用「檢定登記制」（juried membership）和「直
接登記制」（direct membership）兩種登記方法來概括（林國良 1995﹕292）。香港㆒般
文藝協會的會籍資格，都採用「檢定登記制」（即是要有同業介紹、作品檢定等限制）。

然而，藝術發展局在1998年編修的《藝術教育工作者名冊》，則屬於直接登記制。 
 
㆒個折衷的資格辦法，是採用多元化的會籍檢定方式多元化的會籍檢定方式多元化的會籍檢定方式多元化的會籍檢定方式﹕藝術家可以通過檢定手續載入名

冊，也可以用自我認定加㆖從業經驗的方法；名冊㆖註明其資格類別，分「檢定會籍」

與「非檢定會籍」兩種。香港在1998年建議實施的㆗醫登記制度，用的就是綜合登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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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㆔）（㆔）（㆔）    香港的藝術家適用哪種登記機制？香港的藝術家適用哪種登記機制？香港的藝術家適用哪種登記機制？香港的藝術家適用哪種登記機制？ 
 
在香港建立所謂藝術家檢定制度之前，我們必須考慮㆘面兩點﹕ 
 
（a） 官方的不當干預或會妨礙文化的自主發展官方的不當干預或會妨礙文化的自主發展官方的不當干預或會妨礙文化的自主發展官方的不當干預或會妨礙文化的自主發展﹕很多歐美國家，視藝術界別為公民社

會的㆒員，是平衡官方勢力與商界勢力的「第㆔勢力」（The Third Force）。為此，
歐美政府盡量不直接涉入藝術協會、公會與互助網絡的組成工作，讓它們更能發揮

自主的文化更新力量（Fisher 1997﹕7）。即使借用專業協會資格或藝術家的同儕
認同，也需要長時間的文化共識和藝術經典（canon）的認定，香港的藝術界在短
期內不具備這些條件，要依賴歷史累積，才可以水到渠成。勉強引入藝術家檢定制

度，或會引起藝術界的分化和內耗，不利藝術網絡的擴大和團結。若果政府或半官

方機構強勢介入其事，更會將本屬於文化界內務的問題「政治化」。 
 
（b） 賦予藝術家所謂專業資格，賦予藝術家所謂專業資格，賦予藝術家所謂專業資格，賦予藝術家所謂專業資格，不㆒定能保證其社會㆞位與經濟收入不㆒定能保證其社會㆞位與經濟收入不㆒定能保證其社會㆞位與經濟收入不㆒定能保證其社會㆞位與經濟收入﹕歐洲和澳洲的

廣泛調查證明，有專業資格認定的藝術家，並不㆒定在藝術市場㆖取得經濟利益或

就業；專業培訓，也不能保證優秀藝術家的出現。英國的文化工業，只有31%的
從業員擁有專業會籍資格（O’Brien & Feist 1997: ii）。藝術創作非常依靠㆝份，
給新進的準藝術家更多的短期批款和計劃，反而可以令市場發掘更多具有㆝份的藝

術家。況且，目前創意工業的全球就業趨勢，正走向以靈活的、短期合約的「非正

式就業」為主，㆒個廣泛的藝術家互助網絡或寬鬆的名冊登記制度，更能幫助商界

和公營部門找到他們需要的藝術家，進而改善其經濟收入與社會認同（Towse 
1996﹕36）。頻頻作體格檢查，並不能令㆟更健康；在香港搞藝術家身份檢定，能
否收到提高藝術家㆞位與收入的實效，必須以實徵性的調查為根，不可㆒廂情願。 

 
（㆕）初步建議﹕綜合登記制（㆕）初步建議﹕綜合登記制（㆕）初步建議﹕綜合登記制（㆕）初步建議﹕綜合登記制 
 
由政府或半官方組織介入藝術家的資格檢定，必須提防公民社會的自主權受到損害，要

事前得到廣泛的共識；若果只是為了解決文化界選舉的「選民資格檢定」，則可以採用㆖

述的「綜合登記制」。Everitt 教授曾提出「文化界選舉團」方案，是由政府委託㆗立的
組織，以個㆟身份登記藝術家，藝術家選民選出選舉團，再由選舉團投票選出界別代表

入藝術發展局，防止種票和界別利益的牽繫。此法也值得參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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