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11
#11

本刊發表的文章觀點及內容屬於作者及受訪者的意見，
並不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立場。

編者語

產品做得再美再好，沒有買家也是枉然的。

這一年來，我們探討過本澳不同的文創產業和

相關產品的營銷策略。今次，我們從消費者的角

度，去看看市場其實需要甚麼產品和服務，以及

怎樣發掘甚至開拓文創消費族群。

此外，澳門設計中心正式開幕，剛舉辦過首

屆澳門設計周，反應熱烈，兩位本澳設計師也藉

此機會向我們分享了他們的創業經驗。

而在對岸的香港，也有讓我們借鏡的地方。

今年開幕的私營博物館一新美術館，如何為老工

業區帶來一番新景象？香港城市大學舉辦關於張

保仔及航海歷史的多媒體展覽，又如何將沉悶的

史料變得生動有趣？今期《C2 文創誌》，我們為

您一一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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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京茶道館創辦人Justin說：
「行銷的最終目的是要與客戶
對話，現時社交網絡最受人歡
迎的多是哲理小品、旅遊玩樂
等，『感情行銷』才是文創商
戶應做的事。」

ISSUE11 ISSUE11

茶道和書法這兩門藝術，在古代是文人雅士必修習的，現今卻給人過時、是老人家玩意的

感覺。但汴京茶道館的出現，似乎打破這個悶局。

 簡樸的榻榻米，古雅的陳設，牆上俊麗的瘦金墨寶，配以精緻茶具，這種走傳統藝

文路線的店舖，產品定價既不大眾，書法裝飾亦非街坊口味，但汴京自去年開業以來，

口碑和人氣不斷上升，大小社交網站不時見其蹤影。

汴京的東主Justin是茶藝師，中日茶藝皆通，拍檔邢悅則自幼習書法，擅長宋

式瘦金體，兩人份屬好友，合作就在一年前發生。「初時合作，其實沒有太大商業

考量，只是我倆純粹想找個地方沏茶練習書法，就這樣，融合推廣的意念由此起。」

Justin道。

汴京的意念很簡單，就是邊沏茶邊欣賞書法，案上的菜單、紙杯，皆是邢悅的墨

寶，館中的陳設、食品，則是東方的茶室設計。「融合推廣的意念就是可以將喜歡書法

與茶道的客能一拼吸引，話題亦因此而起，一舉兩得。」故汴京開業不久即大受歡迎，茶

道與書法這兩種古雅的興趣，找到得體的空間展示人前，登堂入室。

一年過去，試過了新鮮了，一般文創類商戶人氣自當下滑，但這卻沒有在汴京應

驗，香港、台灣的旅客爭相到訪，茶道班、書法班的開辦更供不應求。文創在

澳，消費客群的不足，對汴京來說，並不成問題，「市場從來不是有

沒有消費者的問題，只是你推銷方法的問題。」Justin說。

Justin指，汴京的行銷壓根與一般澳門商戶大同小異，也是

社交網站、口耳相傳等，但市面上的普遍做法均是推銷商品本

身，或打減價戰，Justin認為一般商戶此舉並無不妥，但文創消費本身

推銷的卻不是商品，更多的是一份情感：「行銷的最終目的是要與客

戶對話，現時社交網絡最受人歡迎的多是哲理小品、旅遊玩樂等，『

感情行銷』才是文創商戶應做的事。」故汴京網上發佈的往往是一些

由邢悅創作的生活詩句，商舖中販賣的亦是一種文化氛圍與情感。幸

好，這一切亦感染了大眾，使汴京得以屹立至今。

不過，Justin坦言，汴京即使到目前來說，亦沒有太大優勢，書法品

茶，普羅大眾壓根難以親近，再加上咖啡甜品店林立，茶館的生存空間著實

不大，故Justin及邢悅亦言當初建立汴京風險極大，而首要任務更自當是要

擺脫高高在上的先天觀感，走進社會，融入大眾。今天看著大眾逐漸接納，

興趣得以普及，兩人皆感到鼓舞。

「其實我想大部分人求學時期都有接觸過書法等的文化教育，茶道等亦

是古人閒時解憂的活動，壓根沒有甚麼高尚格調。但隨著社會進步因著時間

所限，這一切都變得高不可攀。汴京就是一個空間讓你重拾自身對文化的興

趣，可以是書法，可以是茶道，或許是其他的文化範疇，這就只管待你發掘。」

文化，本來就是生活，將這展露人前，就是汴京的初衷。

上一期，我們探
索過文創產品製造者
的營銷之道，說到底，
產品要有買家才有存
在的意義。那澳門的
文創產品消費者到底
又有多少呢？又如何
開發這個消費群？這
次我們分別從賣方和
買方兩方面，探討文
創產品的出路。

文／楊嘉欣、梁雄業、李東權　圖／廖晟善、楊嘉欣、梁雄業、羅宇正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場地／ 澳門故事館、邊度有書

 茶道與書法這兩種古雅
的興趣，在汴京茶道館
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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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化中心由1999年啟用至今，一直將藝術力量注入這個城市，Pedro Lencastre在過去16年一直擔任節

目及市場推廣職務主管，他與工作團隊出席大大小小的藝術活動，有時會花近十小時鑑賞一件作品，為的是確

保文化中心呈現的作品能回應市民的口味。Pedro Lencastre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要觀察澳門居民對藝術活動的需

求和傾向，到處出席不同文化藝術活動搜羅精彩節目，他形容自己是藝術表演者與觀眾的中間人。雖然不懂中

文，Pedro Lencastre卻很欣賞粵劇戲曲的戲服和表演方式，他每次觀賞華語藝術表演前，會先閱讀已翻譯成英

語的劇本或簡介，初步掌握故事大綱，再透過演員的演繹、服裝、肢體動作等感受故事的氣氛和張力。

Pedro Lencastre見證著多年來文化中心消費群的變遷，由起初較傾向古典音樂作品，漸趨向多元化類型節

目，例如老少咸宜的合家歡藝術表演，培養出其他口味的藝術消費者，他亦留意到最近開始出現一批較穩定的

年輕消費群。

除了殿堂級的經典作品，最受本地人熱捧的藝術節目原來是音樂劇。Pedro Lencastre說：「本地藝

術表演消費者較傾向選擇熟悉的劇目如《天鵝湖》，而較少冒險嘗試陌生的劇目，但文化中心仍挑選不

少非主流、前衛的藝術節目供消費者選擇。畢竟我們的團隊需要有宏觀視野，提供文化活動不是只為

了提升門票收入，同時亦為了刺激本地藝術工作者的創作靈感和拓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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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的節目種類包羅萬有，符合各年齡層的需求，涵蓋殿堂

級、合家歡及經典名著等題材，Pedro Lencastre表示，最具挑戰性的

是文化中心沒有特定目標受眾，撰寫宣傳文案及海報設計時需要不

斷變化，以及非常了解不同受眾特質和喜好。

去年在文化中心舉辦的文化活動及演出接近一千場，入場人

次達270,000人，較前年增加約8%。Pedro Lencastre認為，同一

個藝術節目在外地大受歡迎，搬到本澳卻不一定賣座，要視乎

節目取材及文化背景是否與當地有關連、演繹方式等複雜因

素，又要留意當時趨勢，例如世界盃期間文化中心的入場人

次會有影響。

Pedro Lencastre坦言：「沒有人能保證哪一類節目一

定受本地人歡迎，除了按賣票情況評估消費者喜好，亦要

留意媒體報導和社交平台的討論，主動與受眾溝通，以及

經常到外地觀察。」

Pedro Lencastre並不認同澳門缺乏藝術節目消費

者，亦不需要評價本地人的藝術鑑賞能力，他舉例：「

在街上拿著收音機播放音樂的市民、收割農作物時哼唱

的農夫都具有藝術眼光，生活隨處可找到具本土特色

的藝術行為，任何人都有能力鑑賞藝術作品。」

文化中心作為培養藝術消費者的地方，Pedro 

Lencastre稱，吸引市民買票入場觀看演出只是基

本步，第二步是要令消費者主動參加工作坊、

學習和創作藝術，第三是豐富藝術工作者的

創作，最後是喚起整個社會對藝術文化的重

視。

 澳門文化中心節目及市場推廣
職務主管Pedro Lencastre：「
我們的團隊需要有宏觀視野，
提供文化活動不是只為了提升
門票收入，同時亦為了刺激本
地藝術工作者的創作靈感和拓
闊眼界。」

 殿堂級的作品是本地人熱捧的藝術節
目，圖為古諾五幕歌劇《浮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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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衷古典音樂，大學畢業後投身音樂教育

工作。

「澳門絕對是聽音樂的好去處，票價全亞

洲最便宜，更常有世界級演奏家來澳表演，物

超所值，每有大型音樂節定必支持。」

「但澳門的音樂商品如琴譜種類較少，性

價比亦較港、台、日等地低，故購買音樂產品

都會離澳購買，每次消費約1,000元。」 

陳美婷

自小看倪匡長大，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最近夥同友人出版文學雜誌。

「現在大多回內地書城購書，每個月大概

花三四百元，幾十元一本，實在便宜。甚麼書

都會看，最近迷上外交類書籍。」

「本澳文學會特地買的，因為讀的時候有

份歸屬感。但封面設計以至包裝等方面真的不

行，有好的作品亦不能吸引人購買。」

黃耀岷

漫畫發燒友，各地漫畫出版均會注意，本

澳動漫產業創作亦不例外。

「每個月大約花近1,000元購買動漫產品，

一本漫畫30元，一套畫集逾200元，作為動漫愛

好者，這花費很正常的了。」

「本澳動漫產業有留意的，但實在不值一

提，根本沒有公司願意經營，澳門的讀者亦不

支持，投稿的質素亦不會太高，惡性循環，沒

辦法的了。」

Ｍ仔

初中已沉迷日本視覺系打扮，雖人愈大衣

著愈變得簡約，但對時裝之愛卻從未止息。

「每個月都會買衫，會投入約四成薪金置

裝。不會特別買名牌，好看就買。」

「會上品牌的專屬網店購物，有空亦會

到威尼斯人走走，但就不多留意本澳出品的時

裝，不是沒有好的設計，但若價錢沒太大分

別，為何不選擇外國品牌？」

Jessica Lam

於英國主修作曲，回澳從事編曲及音樂教

育工作，澳門無伴奏合唱協會成員。

「在英國讀書時買唱片最為瘋狂，試過大

減價時一次買了幾百英鎊，但不是濫買的，會

先上網聽，覺得有收藏價值才買。但回澳後較

少買了，澳門的選擇較少。」

葉劍國

澳門業餘詩人，中學受師長啟發，了解過

文學之美，長大後離不開文學創作。

「閒時看文史類書籍較多，或許工作關

係，最近對經濟市場的書亦有興趣。平均一個

月約花費約2,000元買書。」

「澳門文學作品一直有留意，但要推廣一

本書，很多時候需要有完整的市場策略，不應

悄悄放在書架上便算。」

李亨鴻

中學開始接觸表演藝術，演過幕前也當過幕後，對本澳劇場有深切了解。

「每年大約花費5,000元在表演藝術活動，可以是演出，亦可以是工作坊。鄰近

地區的表演也會去看，去旅行亦離不開去演藝廳。」

「由於澳門人口基數少，表演市場不能與其他地方相比，但自有其生存方式，

例如在南灣舊法院、何東圖書館的表演活動是獨一無二的；再結合澳門的特殊文化

背景，實尚有很多可能性等待發掘。」

本澳少女漫畫家，曾自資出版漫畫。

「每月大概花費三四百元買漫畫，看漫畫

是一種娛樂，看的時候很開心呢。漫畫定價其

實很合理，因為我也有出書，知道一本漫畫要

負出多大辛勞。」

「澳門的漫畫家如果想發展，政府會資助

的，但宣傳推廣就只好自理了，市面亦沒有相

關的漫畫公司，新手要發展真的不易。」

李絢

獨立記者及編輯，從欣賞外國時裝展覽起開

始建立時裝觸覺，最愛日本森林系及古著打扮。

「買衫多在香港購買，或在網上，本澳商

界傾向賭業，商場定位亦大多為豪客，大牌子

等，特色店子很少，固亦不常留澳消費。有時

也會自己做衣服，我現在身穿的，就是我自己

縫製的。」

「我覺得澳門其實根本不缺時裝的支持者，

只是澳門的時裝業未有足夠渠道滿足大家。」

羅宇正

Zoe I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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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博物館如果辦得成功，有助提升一個地方的文化素養，甚至成為文化地標。香港除了由政府和大學
營運的博物館外，近年相繼出現私人博物館，今年年中開幕的一新美術館，就是其中之一。這家藏在觀塘工
業區之中、以推動中國文化藝術為己任的博物館，會為這個「文化沙漠地帶」帶來一番新氣象嗎？

文／邵楓靈    圖／周煒

邵：《C2 文創誌》副總編輯邵楓靈 楊：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 孫：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

邵：據我所知，一新美術館是孫少文基金會經營

的，在眾多慈善事業中，何以會選擇搞一間博物館？

孫：香港做慈善的商人很多，但投資於文化藝術

的較少，所以我們想，不如由我們來做吧，並希望藉

此提升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和文化素養。孫少文基金會

於2012年成立，但在此之前我們已在香港和國內做了

十幾年的文化推廣工作，主要是國學研究。我認為我們

做的事情很有價值，但卻不是很接地氣，於是我們思

考如何用另一種方法推廣中國文化。我們既然有自己的

物業，碰巧楊先生於2012年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退

休，彼此想法一拍即合，於是就決定做一間博物館。

邵：一新算是小型美術館，地點又不在香港的文化

三角地帶（灣仔、中環、尖沙咀），你們如何吸引人前

來參觀呢？

楊：我並不要求一新做到「國寶級」博物館，現

時的資源和條件未夠，也未有自己的藏品，不過在香港

大學時我已很習慣去借展品，只要想到一個主題，就去

借，善用現有的資源。其實一新和港大的博物館一樣，

像一間「茶餐廳」，前來的人不會

要求有魚翅燕窩，但會吃到很

好吃的蛋撻和奶茶，而

且菜單不斷有變化。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

一流的博物館也不是

國家級的，而是規

模細小的民間博物

館。它們變得世界

01

一新美術館亦有推動本土藝術。今月開始的
展覽，就以香港油畫家的作品為主題。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指出，世界上很多一
流的博物館也不是國家級的，而是規模細小
的民間博物館。

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認為，博物館是最
能讓大眾認識和接近中國文化藝術的途徑。

01  

02  

03  

知名是因為經營有道。以日本為例，東京的森美術館和

甲賀的美秀美術館，就大大提升了日本在博物館界的地

位，也成為當地的文化地標。所以我們不能妄自菲薄，

任何一間民間博物館，也要有做到世界知名的目標。

邵：那你認為日本這些博物館何以如此成功？

楊：首先，日本人覺得文化藝術是生活的一個環

節，因此他們的博物館不用搞什麼宣傳，都會有人主動

去看。他們看展覽時也是有秩序地跟著「參觀路線」

走，遇上有興趣的會駐足細看，沒有人會催促你讓路，

因為如果要欣賞一件珍貴的東西，是值得花時間去看

的。日本在文物保存方面確是泱泱大國，館藏之豐富

就不用說，就連博物館的設計也很貼心，如日本所有博

物館的門都是自動門，不用人手開關，因為老人家推不

動，而且自動門很安靜，不會打擾到別人看展覽。

邵：日本這兩間私人美術館都有收門票，而你們卻

沒有，那你們有經營壓力嗎？其實要營運一間美術館，

需要多少經費？

孫：一新美術館現時所有經費都由孫少文基金會

承擔，一年的經費為800萬港元，這已包括購買藏品的

費用。其實對贊助人來說，所謂的經營壓力主要是看效

益，比如到訪人次。我們是採預約制的，目前仍以推廣

和教育為目的，所以並沒有收

費，開館至今已有過千人次，

對新開的館來說我們也滿意

了。

楊：其實博物館的成績也

是博物館學常討論的課題。展

覽數量和人次是客觀的，可以

量化，但也只是一個參考。

以美秀美術館為例，每天只

有幾班車去，即使滿座每日

最多就只有幾百人參觀，那

麼出名的博物館每天最多也就只有這麼多人去。如果以

數量衡量，它是不合格的。但這間館卻世界知名，所以

我們還必須要看一個館的活動價值、教育意義和口碑。

只要這個館能用有限的資源去做最多最好的展覽，那就

是一個有價值的博物館了。

邵：政府著力發展西九龍成為文化中心，而你們地

處東九龍，你們怎看這個老區的未來？

楊：其實一新的出現可說是天時地利人和。政府有

「起動東九龍計劃」，附近的工廈陸續有藝術家、設計

師進駐，還開了很多食肆和小店，這些都將會成為東九

龍的文化養份。一新在觀塘出現，正好配合了這區的文

化和消閒娛樂發展。我們既可獨立去推廣文化，也可配

合「起動東九龍」的計劃推出活動，我相信假以時日，

觀塘會煥然一新，成為一個精彩的藝術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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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紀石：先吸收經驗，別急於創業
黃紀石於2005年開設了盤磯廣告策劃有限公司，主力從事刊物設計、

動畫設計和三維製作。他希望藉著本次設計周，向客戶和市民展出過往的商

業設計，提高知名度和認識不同領域的設計師。他的理念是把藝術和商業結

合，創作適合客戶需求的產品。他首次到訪設計中心時，已愛上這裡的氣氛

和工作環境，但可供租用的工作室已滿，只好將來計劃在此辦展覽。

黃紀石曾在上海大型設計公司工作，體會到在國內的龐大市場，機會和

客源十分多元化。他認為投身這行業投資不高，主要是聘請員工的成本，最

關鍵是付出心思和時間。例如有時客戶有自己的想法，但難以表達自己想要

甚麼，這時設計師便會做幾個設計以供選擇，需花大量時間反覆修改，直至

符合客戶要求。

其後，黃紀石回澳開設自己的廣告公司，但由於當時缺乏人際網絡，而

且對商業市場需求不太清楚，最後無奈要暫停業務。「當時我追求的是美，

但沒有顧及客戶的需要。」他這樣總結之前受挫的原因。後來，他在其他設

計公司汲取更多經驗後，再繼續自己公司的運作。 

回顧自己在商業設計界的經歷，黃紀石忠告有意投身此行的青年，雖

然政府鼓勵創業，但不必急於求成，要有一段磨練期。先吸收一定的社會經

驗，才學會以設計思維回應社會的需要。 

梁子恆：本土設計要打出名堂
梁子恆擅長文化藝術設計，與擁有商業品牌設計背景的劉華智，於

2012年合辦品牌設計顧問公司Chiii Design。他們以澳門為基地，主打品

牌形象、包裝及廣告設計，並進軍香港、內地、英國、美國、加拿大等

國際市場。

梁子恆認為，首屆澳門設計周算是一個起步點，達到如此規模和參

與人數不俗。期望將來有更多本土新晉設計師參加。梁子恆曾在文化局

工作多年，職責包括藝術節、音樂節的宣傳。舉例來說，藝術節的海報

在澳門可能比較前衛，這和商界的要求不同。在進行商業設計時，商家

一般會要求突出牌子，因此有需要把設計師的思維和商界的要求融合。

在產品設計方面，梁子恆認為本澳目前仍偏向設計紀念品，雖然主

力發展旅遊市場無可厚非，但也可嘗試其他類型的產品，如傢俱、時裝

等。可是，因澳門缺乏完善的生產線，聯絡內地廠商有一定難度，令想

入行做產品的初學者面對掣肘。此外，本澳消費者較少，生產和消費量

也少，難以把設計理念產品化。

有些人說，設計師要先在外地成名，才能吸引澳門人的注意，但梁

子恆不這樣認為。「在澳門打出名堂，再用本土設計師的名義參與國際

活動，都可以有成功的一日。比如我在文化局工作時的作品，在國外拿

了很多獎項，令本土設計更廣為人知。而這一方面，設計師就需要借助

媒體的力量以推動文創。」

ISSUE11 ISSUE11010

早於八月時，由澳門設計師協會主辦，
澳門設計中心協辦的首屆澳門設計周，藉由
設計論壇、展覽、設計市集、電影及音樂會，
嘗試建構設計與大眾的溝通橋樑。我們請來
其中兩位參展的設計師，黃紀石和梁子恆，
分享設計經驗和對設計行業發展的建議。

文／林君朗    圖／周煒  

 品牌設計顧問公司Chiii Design
創辦人之一梁子恆認為本澳目前

仍偏向設計紀念品，雖然主力
發展旅遊市場無可厚非，但

也 可 嘗 試 其 他 類 型 的 產
品。

 盤磯廣告策劃有限
公司創辦人黃紀石忠
告有意投身此行的青
年 ， 雖 然 政 府 鼓 勵
創 業 ， 但 不 必 急 於
求 成 ， 要 有 一 段 磨
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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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的動畫設計，可用3D眼鏡和觸控
筆將同安船挑起反轉逐層船艙研究。

台北故宮院長馮明珠說：「展覽是死
的，歷史檔案只會靜悄悄地躺着，但
透過多媒體技術能讓張保仔親自跟觀
眾說自己的故事。」

香港城市大學與台北故宮合辦關於張
保仔的展覽，以新媒體藝術手法重現
19世紀的海上歷史。

01  

02  

03  

這些歷史故事由多媒體互動展品娓娓道來：戴上3D眼

鏡，用觸控筆能將同安船挑起反轉逐層船艙研究；靠雙臂指揮

能拉出一個以假亂真的動畫張保仔，以廣東話栩栩如生地話當

年。這一切源於兩年前台北故宮基於清朝軍機處的奏摺附圖，

製作了兩個「同安梭船」模型，再同步製作了這個多媒體展

覽。

台北故宮自1980年代起便發展文創產業，建立了21個數

位典藏資料庫、九國語言全球資訊網、發行中英文電子報、線

上學習等，儼然一座無牆博物館。同時策劃新媒體藝術創作，

如將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作品《百駿圖》創作成長卷動畫，又

如「同安潮：新媒體藝術展」已在台灣各地展出。

台北故宮院長馮明珠曾說：「展覽是死的，歷史檔案只

會靜悄悄地躺着，但透過多媒體技術能讓張保仔親自跟觀眾說

自己的故事。」而這樣的多媒體展覽又會推動一連串的設計流

程，帶動整個文創產業的發展。

這次跟台北故宮合作的城大創意媒體學院為張保仔展覽設

計了「中國海事歷史導航」和「同安船畫家」兩個展品。其實

香港的多媒體展覽也是近年才開始，城大四年前與敦煌研究院

合辦「人間淨土──走進敦煌莫高窟」展覽，將敦煌石窟以虛

擬實境的多媒體技術呈現。到2013年又與香港海事博物館合

作，將清朝卷軸《靖海全圖》首次數碼化，以360度投射到數

碼幕牆上，觀眾可以局部放大畫中角色。

台灣和香港這兩個多媒體展覽龍頭似乎明白這是世界趨

勢，去年簽署合作備忘錄會多合作舉辦活動。張保仔展覽是台

北故宮在香港的首次借展活動，年底會再合辦「郎世寧來華

300年文物特展與新媒體藝術展」，以弘揚這位意大利傳教士

兼宮廷畫家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並策劃開發跟

郎世寧相關的數碼作品，展覽也會在意大利舉行。

今天年輕人的閱讀習慣改變，要他們拿起歷史書去看張

保仔的故事難過登天，但總不能相信無線劇集真會還原歷史面

貌。那麼如果又想認識張保仔，又不用呆板沉悶地讀書的話，

多媒體展覽可能是一個選擇。

無線電視最新台慶劇集《張保仔》講清代威鎮廣東沿

海的著名海盜張保仔。將一個二百多年前老掉牙的故事再拍

戲，當然要有點噱頭，這回無線用古今穿梭的情節去吸引觀

眾。

壟斷多年的電視台都要花點心思去包裝一個舊故事，代

表國家和地區文化的博物館當然也要用文創包裝陳年史料。

九月時，香港城市大學和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下稱台北

故宮）在香港合辦了一個關於張保仔的展覽，名為「同安•潮

─新媒體藝術展──同安船與張保仔的故事」展覽，以新媒

體藝術手法重現19世紀初東亞海上世界以及清廷水師改革的

歷史。 

文／吳健玲
圖／香港城市大學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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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田由二甲蟲郵票圖鑑繪展─
台灣巡迴展
日期：2015年10月3日至11月29日

時間：10am至6pm（無公休日）

地點：Smohouse思默好時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208號）

票務：新台幣99元（含限量明信片）

活動內容：特邀日本插畫藝術家益田由二來台
舉辦展覽，以拾捌號空島做為台灣巡迴首站。
曾以「甲虫切手+図案シリーズ」作品入選
「Geisai」藝術展審查員賞獎項（東京）。本
次展出除了有代表作品甲蟲郵票圖鑑全系列，
及在高雄展出的未公開2015年新作，在本次
台中展也另外加入新的作品。

主辦單位：Smohouse思默好時、拾捌號空島

網址：www.smohouse.com/2015-10-11-exhibition

日期：2015年11月7日

時間：8pm

地點：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票務：澳門幣100元

活動內容：五百年前葡萄牙人來到澳門，有帶
來了石仔路，聖母無原罪瞻禮大巡遊的始源
等，《石仔路上的澳門》是一系列有關澳門歷
史和中西文化交流主題的原創舞劇，舞者以舞
姿帶來不同的故事，與觀眾穿梭澳葡文化之
中。

主辦單位：蔚青舞蹈團

網址：www.ccm.gov.mo/Arts.aspx/Detail/6720

石仔路上的澳門

日期：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路線A）
   11月21日至22日（路線B）

時間：4pm

地點：祐漢社區

票務：澳門幣120元，套票A+B為澳門幣200元

活動內容：2014年10月國際著名丹麥藝術家
Kitt Johnson與本地具創意的表演藝術愛好者
一起探索澳門祐漢區，今年11月Kitt Johnson
再度來澳，並以聯合導演的身份參與《2015 
OFF｜SITE．在場環境劇場演出》，指導三
名獲甄選學員創作及演出，亦連同其他獲邀
的本地創作人（郭瑞萍、林嘉碧、莫倩婷）
作品作整合，將各個獨立作品串連成一趟刺
激五感的觀演旅程。

主辦單位：梳打埠實驗工場

網址：offsitemacao2015.weebly.com

2015 OFF｜SITE．
在場環境劇場演出

日期：2015年11月20日至12月8日

時間：待定，請適時查看活動網址。

地點：戀愛•電影館

票務：待定，請適時查看活動網址。

活動內容：「亞洲大師選映：成瀨巳喜
男一百週年紀念回顧」為本屆影意志澳門
電影節其中一個重點節目，將選映六部成
瀨作品，包括：《浮雲》、《亂雲》、《
放浪記》、《娘•妻•母》、《情迷意亂》
及《女人踏上樓梯時》，主辦單位期望透
過放映一眾獨立電影作品，以擴闊觀眾的
觀影視野外，更希望把珍貴難得的大師經
典作品介紹給澳門觀眾。

主辦單位：影意志澳門電影協會

網址：www.facebook.com/yingechimacau

影意志澳門電影節2015─

成瀨巳喜男一百週年紀念回顧」
日期：2015年11月8日

時間：3pm至5pm

地點：香港荔枝角D2 PLACE 2樓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ChangeMaker讀書會是以「社會
創新」為主題的閱讀交流活動。與會者攜同主
題相關書籍作分享，另有漂書活動可轉贈或交
換借閱二手書籍。與會者帶備書籍一本作簡短
介紹及讀後感分享。漂書就是把備有少量書籍
與其他參加者交換或送贈，發揚分享精神。送
書前可以把讀後感寫在書簽上，夾附書中。

主辦單位：國際協作動力

網址：www.facebook.com/events/1600584886828779

ChangeMaker讀書會 x 
民間社會創新集思會

日期：2015年11月12日至11月13日

時間：8pm

地點：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

票務：澳門幣120元，100元

活動內容：《Voice of Temptation音樂會》
以「用聲音去訴說故事」的概念，讓音樂可
以被看見，讓視覺的流動可以被聽見，為觀
眾帶來一個不同觸感的音樂會。故事講述在
遙遠的他方，一個偏僻的村落，一個少女夢
醒發現村落變得冷冷清清，全村村民像從來
沒有存在過般從村落裏憑空消失，唯一的聲
音只有從遠方森林深處傳來的微音，少女跟
隨引導的方向前進，展開了一段愛麗絲夢遊
仙境般的奇幻旅程。

主辦單位：夢劇社

網址：www.fmac.org.mo/activity/
           activityContent_4827

《Voice of Temptation》音樂會

日期：2015年10月3日至12月13日

時間：查看活動節目表

地點：台中州廳、台中刑務所演武場、
             台中放送局、台中文學館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台中光影藝術節特邀澳門設計中
心參與「水上藝廊」表演，10月初舉辦的「水
上藝廊」特設「澳門藝術之夜」，深受觀眾歡
迎，同時了解到澳門當代藝術的發展，現場更
有台灣當地的麥艾崙國際室內樂團的現場音樂
表演，以及由澳門本地光影製作團隊「隔離屋
工作室」精心製作的投影效果及動畫。隨後展
出的作品將會移師到台中紅點文旅展覽至11月
30日。

主辦單位：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網址：www.dcmacau.com；www.moments-
taichung.com

台中光影藝術節2015

日期：2015年10月17日至2016年1月3日

時間：10am至7pm（星期一休館）

地點：澳門藝術博物館

票務：成人澳門幣5元，學生澳門幣2元

活動內容：澳門藝術博物館2013年舉辦的
「岳敏君：偶像製造」得到廣大觀眾的迴
響，今年藝博館再次為觀眾帶來另一個中國
當代藝術的先鋒──周春芽。展覽作品的靈
感主要來自對傳統中國文人畫風格發展有獨
特影響力的揚州。周春芽的作品有別於一般
的水墨畫，更不是我們所認識的西方油畫。
他以山、石等本體為素材，用色大膽，對比
強烈，畫中的構圖、著色均蘊含著作者強烈
的個性，在傳統與創新之間，作者選擇了他
別樹一幟的位置。

主辦單位：澳門藝術博物館

網址：www.mam.gov.mo

始終是開始──周春芽作品

日期：2015年11月7日至11月31日

時間：9:30am至6pm（星期六、日及公眾假
期休息）

地點：澳門東方基金會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秋季沙龍」不僅創設了平台，
讓本地藝術家能借此交流，互相觀摩學習，
另一方面也為藝術收藏家提供了一個契機，
使他們輕鬆地把心頭好帶回家。去年「秋季
沙龍」共有31位本澳著名藝術家及青年藝術
工作者參與，共篩選出56件（套）作品參
展，包括了繪畫、雕塑、版畫、攝影、裝置
及錄像作品等不同媒材。

主辦單位：東方基金會、全藝社

網址：www.afamacau.com

第六屆「秋季沙龍」

日期：2015年11月6日至11月8日

時間：8pm（星期五和六），3pm（星期日）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香港九龍城聯合道135號）

票務：港幣123元

活動內容：《懸浮432Hz》每晚包含兩個
節目，一票兩劇。導演陳顯龍聚眾糾黨呈現
《Hyst()ry》思考存在，配以現場音樂及形體
蠕動；策劃人陳榮聲單人匹馬呈現跨媒體裝
置音樂劇場《青之螢Myosotis》，一場關於記
憶，關於存在的想像。

主辦單位：她說創作單位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552940318188725

雙聲道跨媒體音樂劇場

014 015

《懸浮432Hz》

「亞洲大師選映：



在澳門，劇團大多數會按年度計劃

或單項申請模式去規劃每年的項目，一

般認為新製作可獲得的資助較多，當然

亦因為大部分藝團為業餘性質，參與者

能夠參與製作的時間較短，當有機會製

作一個演出時，都會希望作新嘗試。

港澳藝團均是每年多個新製作，

在香港能演出場次較多或能重演多次的

作品，主要為大眾口味的作品，在澳門

鮮有一個作品能演多次。自2009年投

身獨立製作開始，我一直希望可以製作

一個不斷演下去的作品，但澳門沒有這

條件，唯有去尋找合適的觀眾，而非只

為取悅眼前的觀眾。對我來說，最大的

改變是不再為某某演出檔期而製作。澳

門的演出場地非常少，往往都先要找到

場地後再構思作品，但我認為作品本身

更重要，因此，過去數年與藝術家更多

是討論創作的方向，不會單純為了製作

而製作。過去六年，我只製作了四個作

品，包括《玩．風景》、《城市中的露

水》、《游移的家鄉》及《墓所事事》，

每個作品需要兩年時間去構思及製作。

四個作品都是中小型製作，演員

由二至四人不等，佈景及道具均以可巡

演性的方式設計，不花費在佈景等大型

製作上，目的是控制成本，並將資源集

中在人員身上，讓參與創作及製作的成

員能在一段時間內全職參與。同時給予

充足的創作時間，讓創作人更自由地發

揮。

下一步就是透過不斷的演出，讓

各個崗位的參與者有機會提升技巧。所

以，對我來說，沒有「重演」，也沒有

所謂的「Long Run」，只有「預演」

及「首演」的概念，只要能做一個好作

品，到哪裡演出也必定有喜歡你作品的

觀眾。2009年至今，我們超過90%的演

出在海外，《玩．風景》、《城市中的

露水》及《墓所事事》均已演出超過50

場。

去年以《玩．風景》、《墓所事

事》及《格子爬格子》三個不同風格節

目參與愛丁堡藝穗節，獲得多個五星評

價。《墓所事事》被英國劇場指南評為

去年藝穗節必看演出，而《玩．風景》

更獲提名「亞洲藝術大獎」，這給予我

們很大的鼓勵，澳門作品並不再是業餘

製作。

昨天，《墓所事事》正於波爾圖進

行第52場演出，當中兩名樂手楊光奇及

洪逸宇都在同一個作品演出了52場，楊

光奇是澳門土生土長的年青樂手，能在

短短兩年半內演出同一個作品52場，是

非常難得的磨練機會。在今年的演出，

已看到他的成長，除了技巧外，更重要

的是演出心理的成長。

現時澳門面對最大的問題是「過度

製作」，受資助模式的影響，藝團都不

斷製作新節目，演出一兩場就完，沒有

給予作品及創作人成長的時間。若是希

望發展文化產業，就應該給予時間讓創

作及製作人員提升作品，同時創作人應

重新思考創作的目的及製作的方式，縮

減製作量，提升演出量，給予自己更多

的空間去完善作品。

獨立策展及製作人，從事藝術推廣工作及推動跨界藝術
創作。鄺氏自1998年開始於澳門政府機構從事文化推廣
工作，曾策劃表演藝術節、電影節及其他節慶活動等節
目。2009年起以獨立製作人身份策劃多項跨國的藝術
交流活動。

鄺華歡

作品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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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提到，讀書雜誌編輯與愛書人

之間並非純然的加法，當中牽涉不少理

性分析和計算。今次，我們來談談其中

最有趣的變數：讀者。

讀者的有趣，在於他們總能以各種

各樣意想不到的意見或問題來殺你一個

措手不及，如留言要求我們邀請某作家

接受訪問、請教某本書的出售地點，甚

或追問受訪者在內容中提及的某食店地

址……這些「怪問」固然能看出讀者對

內容的重視和咀嚼，但與此同時，其實

也能反映出港澳讀者的一些集體心態。

「資訊詳盡、版面豐富，可見編輯

們真的很勤力！」

這話出自我身邊某忠實讀者，但她

也許不知道，這句她說來漫不經心的話

令我思索了好一段時間，而當中我尤其

在意的，是「勤力」二字，最後我得出

一個結論，她的心底話大概是︰「太多

字了！」

重提這意見，並不是要回話或者

還擊，只是我深信這並不單是她一個人

的想法，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今時今

日，「出Post快過天」，大部分人的閱

讀習慣亦因而被影響︰短小的貼文、將

複雜資訊化簡的Infographic，加上精美

插圖所帶來的視覺享受等，早已令我們

對長文章的接受程度大大降低；而網

絡世界互動性之強，令讀者能邊讀邊回

應，成為改變或引領討論方向的一分

子，相比之下，紙本閱讀無疑是個較為

孤獨和緩慢的過程，加上讀書雜誌受主

題所限，配圖或者美術設計能起的幫助

不大，於是，一不小心就會令讀者覺得

圖文比例失衡，跌入「多字」的困局。

「我沒有空每月到書店拿雜誌，想

問你們可以寄給我嗎？郵費我來付。」

類似的訊息幾乎每月都出現在來

電或面書訊息，頗切合大家心目中香港

人「時間大於金錢」的想像。但其實

以目前情況而言，連我工作的讀書雜誌

在內，香港共有三本以閱讀為主題的雜

誌，無獨有偶，三本雜誌都是由某上市

地產公司贊助，在它旗下的大小商場，

各大連鎖書店、樓上書店，乃至不同的大

中小學校舍都有派發，要「一書在手」，

絕對不是難事，但在這個訂書送到街口便

利店也會抱怨不方便，要直接送上門的年

頭，你得明白，「免費」二字的影響力，

可能遠比「方便」為低。至於要這個城市

的人掏出錢包，真金白銀地去支持一本

收費的讀書雜誌，路途當然更曲折、漫長

了。面對這些，做好內容已經是基本要

求，如何將內容講好、設計「Sharp醒」

的封面來吸引眼球、以及在構思題目時更

貼近大眾生活，就是我們要「上下而求

索」的事了。

然而，正是因為我們對長文章的

耐性愈來愈低、對時間愈來愈看重，我

更深信一個健康的城市，絕對應該要有

一本（或以上的）讀書雜誌，好讓人們

在網絡世界的片斷式文字與紙本書的長

篇著述間作出平衡、在「得閒死唔得閒

病」的生活中擠出一點時間，只有這

樣，才能慢慢建立起捧著書本來讀的節

奏和感覺，令閱讀這件事普及起來。

那麼，除了推廣閱讀外，一本讀書

雜誌之於一個城市，還有其他角色嗎？

我們下次再談。

九十後澳門人，現於香港從事傳媒工作，著有《戀殖世
紀︰港澳殖民印記》一書。

蕭家怡

當免費不再是王道—
關於做讀書雜誌的二三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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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lee.jodie-WeiChuan
《墓所事事》台南演出



一部西班牙電影要是掛上無論在藝

術上還是商業上都是信心保證的艾慕杜

華的名字，就很能吸引特定的文青觀眾

入場。如他監製的《無定向喪心病狂》

(Relatos salvajes, 2014)，這幾組故事

相當精彩，可是若沒有名導演掛上監製

的牌，我不一定會去看。

在澳門，《堂口故事》大概就是做

成了類似的口碑，特別是《堂3》（見早

前本雜誌的專訪）的成功，相信大家也

會期待未來掛在裡頭的新故事。當然，

既然掛得上名導和知名故事品牌，把關

也就來得重要，口碑的東西，來得快、

走得快，一旦質量出問題，就正如「某

國製造」的惡劣形象，基本上不是一時

三刻可解救得了。

回到文學改編成電影的問題，實

際上也是一個互動的宣傳噱頭，說到底

就是給予觀眾一個原因，讓他們有機會

接觸作品。這也是自古以來電影產業互

助互利的手法。荷里活電影近年基本上

都以暢銷書改編為噱頭，來讓觀眾產生

「這部電影應該很好看」的假設，讓讀

過原著的讀者有「不知道拍成電影會怎

樣」的好奇心。到了電影取得成功，出

版方面也會反過來以「某賣座電影或取

得甚麼電影獎項的原著作品」為賣點，

重新宣傳原作，這其實和當今取得諾貝

爾獎的作家多賣幾本書沒有分別。

最近，文學宣傳微電影《幸福來

電》上線，試映會有近百人到場欣賞，

原著是本人的短編小說，改編和導演的

是這個夏天超高人氣的陳雅莉，故事圍

繞的是文藝青年因愛情參加文學獎的勵

志故事，故事中有眾多著名文壇老中

青粉墨登場，各種澳門文學作品和最

新推出的澳門文學叢書內容軟硬植入。

另外，音樂是由澳門唱作組合雅立醬改

編詩人賀綾聲和我的作品製作而成，還

有澳門時裝設計新秀鄭敏靜擔任美術設

計，海報也是由澳門插圖師林格操刀，

這些當時得令的人物和內容，可以從不

同的角度創造宣傳點，總有一招讓人一

見入魂。

事實上，這種手法並不是甚麼新鮮

事，幾十年前希治閣的電影也走這樣的

套路，例如當年他要拍攝《火車怪客》

(Strangers on a Train, 1951)，原著作者

海史密斯(P.Highsmith)是初出道的小說

新人，片方怕電影不好賣，找了知名小

說家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

參與改編，然而希老和錢哥中途鬧翻，

結果要由另一知名編劇班．赫特(Ben -

Hecht)接手，但名編劇又怕新人作品搬

上銀幕沒人理會，最後找了身邊名不經

傳的助理替手。到上畫時，經由協定錢

德勒依然掛上編劇的頭牌，作品意想不

到地成功。最終，除了導演希治閣和作

家錢德勒成了世仇這點比較無奈外，小

說原作者海史密斯和編劇奧蒙德(Czenz 

Ormonde)都因而得福，往後小說更好

賣、工作機會更多就不必多說了。

（當文學遇上電影，

當電影遇上文學•中）

藝術的了解需要時間的感知，在理

解藝術作品的時候必需利用時間才能夠

體會透徹。剛剛完結的法國藝術家羅伯

特•凱恩在藝術博物館的藝術作品展便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展覽中有不少作

品需要觀眾使用較長時間來感知作品的

意義。當中，「落下（物件）」作品一

共有23分鐘，對於觀眾來說，面向一幅

會動的「畫」，物件在固定的「畫框」

之中慢慢落下，而且物件亦是普通的日

常生活用品，並無任何特別可言，或許

會感到不知所措。但其藝術意義正是在

於它的普遍性（物件的普通）。根據藝

術家的意思，若然可以，他希望能夠將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在「畫」中徐徐落

下。由於藝術品本身所表達的正是世間

上所有東西也會漸漸消失，無論閣下用

多大的力氣再支撐其存在的時間長短，

本身並沒有意義，生有時、死有時。當

消逝的時候，在回憶之中剛剛的 那仍

然存在，但是那一刻已經屬於過去，永

不復再。

藝術的價值，本身並不是單純體

現在實體存在的作品之上，更是作品本

身呈現的意義。台灣藝術家張毅《藝術

的魅力》一書中，認為藝術是一種特殊

的精神文化產品，是以一種感性的手法

表達藝術家對生活的認知，讓人從中獲

得豐富的審美享受。然而，藝術本身亦

可引發理性的思考，由此，單純以感性

套牢藝術並不完整。的確，藝術具有強

烈的感性因素在內，所以能夠激發人類

內在的感性層面。英國藝術評論家赫伯

特•里德（Herbert Read）有關藝術作

品的移情理論，明確體現了人類以藝術

品作為感性內在的投射物，從而解脫內

心的感情枷鎖。現當代社會對人類的發

展，不論在技術上或是物質生活上都明

顯超脫過往數十世紀。對理性思考的追

求，讓人類生活產生了不少違背原有豐

富感情之嫌。由此，藝術品作為感情投

射物的功能，促使了在現當代中藝術發

展的多樣性。相信不少對藝術具有了解

的觀察者，或會在博物館中由於藝術品

所展現的投射，讓其感到雞皮疙瘩，甚

至潸然落淚。

藝術需要用時間細嚼。在現當代

的社會高速發展中，不少人來不及了解

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從而便要作出不

少生活上的決定。簡而言之，即食、簡

單明暸、直接等生活模式便產生出來。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在主流文化之中

便被邊緣化。幸而，在藝術的發展中，

純粹性的藝術仍然能獲得不少的支持，

未被邊緣化。然而，主流文化的即食風

氣，導致更誇張、更誘人的追求，同時

伴隨著不少華麗光鮮的包裝登場。這種

情況更像是一種宗教狂熱，讓漩渦以外

的人感到誇張不已，但在漩渦之中者卻

不以為然。相反地，更認為在中心之外

均是異類。藝術本身並沒有排他性，相

反，其共性卻是顯而易見。但是，其表

現方式的不同，會造成認知的衝突。因

此，藝術的不同形式之間，更重要的在

於交流與溝通。不應單純追求單一形式

推崇的「主體性」，導致其他所謂「客

體」的出現 。

澳門文學創作多面手，出版短篇小說集《板樟堂的倒數
聲》、詩與散文合集《摩天輪的幻象生活》，與詩人賀
綾聲合作推出文學宣傳短片《片段．遇見》、《出
走》、《澳門文學地圖系列》及《幸福來電》。

專職大學工作，工餘藝術評論。前期留學德國，現在回
到澳門。興趣古典音樂，近來研究繪畫藝術。雖學無止
境，仍喜愛閱讀。

陸奧雷
張少鵬

口碑的互助互利 藝術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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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澳門藝術博物館



「文化創意園」在某方面來看，

似乎成了廣東讓老城起死回生的萬靈

丹。「歷史文化名城」閃亮的招牌背

後，往往是難以處理的燙手山芋。以佛

山為例，嶺南天地原是禪城最古老的城

區，太多重要的文化資產藏身其中，隨

著時間逐步頹敗。然而維護整理的經費

高得驚人，原住戶無法支應，政府也

無力負擔，一拖再拖，明明應該是市中

心的精華地段，卻成了狹窄混亂、老舊

的大難題。這牽涉到幾個方面，先不談

錢，要整理老城，就必須將住戶遷走，

安置就是個問題；受到國家指定保護的

老屋必須以傳統工法維護，光是建材就

成問題，那些精雕細琢的磚雕、灰塑、

陶飾、木雕，都需要技藝精湛的匠師修

復，失傳的技術又成了問題；修好之後

要不要讓居民回來呢？回來之後他們能

負擔日後的保養嗎？要是期待住新式樓

房、過現代生活的居民不願意回來呢？

如果大部分的居民都不願意回來，修好

的屋子又怎麼辦？

嶺南天地這個成功案例讓我非常

驚艷。究竟是誰這麼聰明，找來了地產

商，而不是找博物館？瑞安房地產一肩

扛下整個古城區的「起死回生」重任，

對整個城區進行了完整規劃，他們做的

不只是修房子蓋房子，而是造鎮。

一個城鎮需要哪些生活設施？歷史

文化名城的優勢與獲利潛力又是什麼？

說來簡單，但能夠將思考拉到這樣的高

度，實是非常不容易。瑞安將整個城區

的商業面向、交通動線、與鄰近區域的

輻射能力等等都考量進來，於是，成

就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嶺南天地。圍著這

片老城區，有地鐵站、公交站、商城、

高級旅館、新穎的住宅區、學校，老屋

被遷出的居民被安置在新的樓房裡，破

毀的舊屋則以最大可能進行重修重建，

整頓後依性質與歷史價值被規劃成博物

館、商店、餐廳，有吃有玩有逛有文化

有小資，還有手信買，華麗的時尚潮店

紛紛進駐，人潮日夜不息，曾經沉寂的

繁華由此「復活」。

在掃黃後陷入經濟困境的東莞，似

乎也參照了這個方法。比起過去三十年

的熱鬧喧囂，現在的東莞顯得有些沉寂

荒蕪。人去樓空，出走關廠的外資留下

了許多空廠房，萬科房地產就拿了其中

一間，改造成萬科文化創意產業園，今

年七月開門迎客。八月走訪時，其實還

有很多地方仍在裝修，但萬科並沒有怎

麼動它，仍然是原來的工廠模樣，只是

把它整理乾淨，適合做成辦公空間的大

樓，就讓設計、廣告、藝術類的公司進

駐；適合開店的廠房，成了酒吧、咖啡

店與高檔餐廳。工廠通常都有很大的戶

外空間，正好拿來辦藝術節，即使大量

人車湧入，停車也不成問題。

這可以說是東莞產業再造的其中一

步。凡是有藝術與文化入駐的地方，願

意住在周圍的人就多了，水平高一些，

消費能力也高一些。接著，鄰近的房價

就會開始漲，區域性質也開始質變。這

種變化城區屬性的作法，台灣稱之為「

針灸」，一針下去，通經脈，理體氣。

這種看似全贏的局面只有一個輸

家：窮人。高漲的房價與消費水平只會

把窮人逼往更邊陲的區域，或是逼到街

上，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我不知道中

國要怎麼處理這個必然現象，在東莞的

汽車站，川流不息的乞丐似乎回答了這

個問題。

近年來演藝圈掀起了一股選秀

風，從歌唱比賽到戲劇新人王，都

引起參與觀眾的熱烈迴響與持續關

注。這些在茫茫海選人潮中脫穎而

出的菁英優勝者，不僅成功地擄獲

聽眾影迷的支持追捧，也為自己的

演藝前途打開一扇門窗，迎來璀璨

前景與豐厚收益。然而在藝術界類

似的參選新秀活動，於各地早已行

之有年，是投入本行業之新人們極

為重要的敲門磚。一般來說，獲獎

得勝的優秀人才，因而藉此打響名

號，或是取得一紙合約，都為自己

的創作職業生涯規劃，奠定下堅實

基礎。近日英國與澳門兩地正舉辦

相關的選秀展覽，可以為有心加入

藝文圈的新進創作者，提供一些參

考範例。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的夏季展覽
至今已有 2 4 7 年歷史之久的

夏季展覽 (Summer Exhibi t ion)

，是倫敦皇家藝術學院 (Royal 

Academy  of  Art)  最負盛名的展覽

活動之一。每年學院都會向全國各

地招募藝術新血，只要對創作有興

趣的民眾，不分性別、種族、年齡

或職業與否，都可以將自己的滿意

作品投遞報名參加。在收件過後，

主辦單位會聘請資深的學院教授、

藝評家和藝術家等多方具有聲望

的專業人士，共同組成評審團，來

對這些龐大的徵集作品做一篩選。

以今年來說，全部報名的作品共達

12 , 0 0 0件，在審核人員精心選出

1,100餘件的作品後，使能進入展覽

總決賽中。

這批向社會各階層徵集而來的

展品，可以說是代表著英國最新的

當代藝術風向球。期間無論是傳統

的架上繪畫、版畫、雕塑或是建築

模型，都凸顯出當地的藝文潮流與

風格美學。然而展覽活動並非到此

為止，為了促進藝品的交易買賣，

在展場中甚至可以直接進行作品的

選購事宜。體貼的籌劃機構，甚至

於還向每位入場觀眾發送展覽目錄

小冊，裏頭不但記錄各件作品的基

本資訊，連販售價格都清楚明列出

來。這種選秀展覽機制，不但有專

業人士進行

初步的品質

把關，亦積

極鼓勵民眾

參與購買藝

術品，而獲

得青睞的藝

術家們，也

能受到媒體關注與實質利潤，各方

都能得益而皆大歡喜。

澳門「新藝潮––
國際藝術學院新進博覽」

今年首屆舉辦的「新藝潮——國

際藝術學院新進博覽」，則是把徵件

範圍集中在全球各大藝術學院的在學

學生，期待能藉此交流平台，讓新興

藝術學子能夠與商務市場接軌。本屆

的參加人數計有來自20國家和地區

共328位的新銳創作者，其中尤以內

地、澳門和台灣學生居多。主辦單位

也在展會期間邀請海內外的知名策展

人、藝評家和院校教授等，共同遴選

出優秀作品與推薦藝術家。正如該博

覽會的策展理念所述，其以「熱愛藝

術，鼓勵創作」為本。希望來日這名

生力軍，能夠替在地的藝文圈，打開

國際博覽規格，以熱絡本土藝術市

場。

自由文字工作者，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將旅行視為一種修行，在
每一處陌生的異地，學習用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天、
人、物、我的關係。著有：《澳洲不思議》、《吳哥深
度導覽》、《孤獨星球LonelyPlanet“IN”系列：台
灣》。

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為文字工作者，旅居英倫
地區。

張蘊之
林逸欣

破屋敗瓦變身時尚文創園，可以拯救東莞嗎？
藝術界的選秀大賽： 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夏季展覽」
和澳門「新藝潮|| 國際藝術學院新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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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營運了Bitetone好幾年，與很

多音樂人成為了朋友，也因而認識很

多音樂工業的工作人員。也因為慢慢

多人認識了Bitetone，不時有商業機構

或是慈善團體找我們合作，策劃一些

與音樂有關的活動、工作坊或特別的

專題文章。縱然坊間常常說身邊還是

很多人覺得獨立音樂圈就是rock band

或一人一結他的唱作人，因此在策劃

不同的音樂節目時，都希望把不同音

樂風格介紹給觀眾。例如香港有玩雷

鬼的Sensi Lion，也有玩東歐gypsy 

jazz風格的Gadjo Station，近年亦興

起一股民族音樂風，音樂人如黑鬼、

初、The Interzone Collective等，鑽研

didgeridoo、handpan、口弦、frame 

drum等民族樂器，把音樂背後的傳統

文化介紹給香港人，同時透過這種富靈

性、具精神面向的音樂，洗滌心靈。

把不同風格、不同性格的音樂單位

串連起來，也是我們樂於嘗試的東西。

反正音樂圈不算太大，不少樂手都互相

認識，偶爾來一個crossover，也是挺好

玩的事。去年秋天我們受邀策劃在港島

東中心露天廣場匯圃舉行的午間音樂會

Music @ Via Fiori，找了本地beatbox強

人HeartGrey與歌手Kurt一同演出，後來

突然想到，beatbox加上a cappella不是

更好玩嗎？因此又拉攏了a cappella團體

一舖清唱來個crossover，首次排練時看

見HeartGrey「自動波」在中國小調《

南泥灣》加上如海鷗、海風的beatbox

聲效，便知道這將會是很精彩的一次

crossover。最後他們翻玩了Pharrell的

《Happy》，演出時看見很多小朋友手

舞足蹈的跟著跳舞，完全感受到無論是

演出者與演出者之間，還是演出者與觀

眾之間，都擦出了火花。

今年我們再次為這個10月至11月

逢星期四舉辦的午間音樂會籌劃演出，

便再大膽一點，提出不少跨界別的演

出建議。最後還是決定著重音樂部分，

找來令人驚喜的單位 mix and match。

一向玩indie rock的觸執毛，本來已把

funk、math rock、jazz等融入創作中，

如果加一點點牙買加氣息，又會不會更

好？因此戰戰兢兢的提議他們跟雷鬼音

樂人Mouse FX合作，難得他們也覺得

可以一試，期待會拼撞出令人意想不到

的獨特節奏。年輕唱作人黎曉陽與Kevin 

Kaho Tsui，都是由街頭唱起，曲風不

同、甚至演唱語言都不同，但細心留意

他們的創作，寫的其實都是有關香港的

地道故事。他們一起jam一場表演，應該

也很有趣。

要說到有趣的音樂crossover，我

覺得最近陳珊妮《如同悲傷被下載了兩

次》的專輯，找來蔡明亮、駱以軍等大

師替她撰寫歌詞，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

合作企劃。另外，香港電子音樂人蔡世

豪最近推出的新唱片《SYNC》，有數

曲找來了不同的主唱來作 crossover，特

別推薦與觸執毛主音Jan Curious合作的

《Perfect Equality》，是非常edgy的作

品，有種像黑洞般的吸引力，令你想一

聽再聽背後不同層次的音效，以及歌詞

背後的意思，推薦大家找來試聽一下。

土生土長香港人，中學時代愛上達明一派與Britpop，自
始對流行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新聞系畢業後，開始為香港多份中英文刊物寫作，現在
為網上音樂平台Bitetone總編輯及Cuetone工作室項目
總監。最愛旅遊、熱浪薯片與橙色；最討厭等巴士。

莫翠儀 

音樂 Mix & Match

文 創
博 客

ISSUE11022


